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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荣获“中国值得尊敬的房地产品牌企业”称号

2007年荣获“中国最具竞争力的房地产企业”称号

2006年被杭州市政府授权的杭州市信用管理协会评为

“AAA级信用企业”

2006年衢州分公司被衢州市房地产协会评为 2005 年

度衢州市房地产业先进企业

2005年被评为“浙江省工商企业信用 AAA级‘守合同

重信用’单位”称号

2005年四川分公司获“西部地产 50强”称号和“2006年

成都楼市风向标”称号

2004年被评为“浙江省工商企业信用 AAA级‘守合同

重信用’单位”称号

2003年被省农行评为“AAA级”信用企业

2001—2002年度被杭州市工商局评为“重合同守信用”

单位

华都荣誉

通讯员 蔡哲锋

本报讯 集团经济工作会议指明了集团下阶段的发
展思路和方向，提出了具体的工作目标和重点。各子公
司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结合各自实际，积极围绕“主
业做强，区域或行业领先”的目标，部署下阶段工作，落
实具体措施。
农资板块：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化肥板块整合方案，

加强系统内农资企业的联合合作，推进农资连锁网络建
设，创新科技服务手段和方式，提升 "惠多利 "品牌的内
在核心价值和竞争力。浙农爱普将积极围绕资源供应基
地建设，组建管理和营销团队，重点要抓好罗钾、以色列
系列水溶性肥的推广和销售以及山东菏泽 BB肥工厂的
扩建。宁丰惠多利将根据做强核心区域的要求，完善销
售管理和资源采购，在规范化、制度化管理上下功夫。金
富惠多利将着力围绕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架构建设，加
强 BB肥测土配方技术力量支持，加大 BB肥和中信国
安、德国钾盐等区域主要品牌化肥的推广力度，加大技
术营销和农化服务力度。

房产板块：华都股份将加快现有项目开发进度和提
高楼盘品质相结合，以规模效应和精品效应提升品牌影
响力；稳健经营和适度发展相结合，以敏锐的风险意识

与合理的土地储备确保公司可持续发展；管理创新和团
队提升相结合，以现代管理水平和团队专业能力提高核
心竞争力。

塑化板块：2008 年明日控股将稳步推进企业股
改和上市辅导工作，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发展塑
化核心业务，大力提高业务运作和管理的专业化水平，
打造具有特色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进一步梳理塑
化贸易和塑化工业核心业务单元发展思路，加大对新
光公司技改的投入和扶持力度，加快培育塑化工业整
体经营能力。

汽车板块：金昌公司围绕做强做大核心品牌，提高
品牌和售后服务效益，更加强调汽车品牌和公司品牌的
有效结合，强化品牌认知度。金诚公司将积极提升现有
品牌销售业绩和盈利能力，提高区域市场领先地位，同
时要优化现有品牌结构，坚持走“精、专、强”的发展道
路，努力在新的一年里使各项指标上一个新台阶。

再生板块：2008 年省再生公司将重点做好税收政
策调整和业务转型的准备，探索网点建设新路子，坚持
系统联合，规范有序推进废旧物资回收经营政策性业
务；大力推进自营业务基地建设，逐步形成废钢、废不锈
钢、废铜三大自营业务基地；重点抓好慈溪废塑料园区
项目建设。

通讯员 洪羽

本报讯 2007 年 12 月 21日，浙江省农资流通协会三届
四次常务理事会在萧山凯豪大酒店举行，各常务理事参加了
会议，会议由副会长黄金华主持。会议着重讨论了协会换届
工作意见，提出了下一步协会工作思路，要求协会进一步加
强会员单位之间的沟通与协调，积极开展各类活动，加强系
统内外联合，创造和谐共赢的农资经营环境。集团公司总经
理汪路平受协会会长郑军委托作《加强系统内外联合，开拓
协会工作新局面》的协会工作报告。省供销社业务处处长劳
赐铭出席会议并讲话。

协会副会长、秘书长李盛梁作《协会换届工作安排意见》的
说明，协会副秘书长叶郁亭作《协会章程修改》的说明和《协会
2004-2007年财务收支情况报告》的说明。与会常务理事对协
会工作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了相关修改意见，决定将有关议
案提交给新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和理事会审议。会议同时分
析了农资市场形势，研究了做好农资供应工作的措施。

加强系统联合 深化行业合作
省农资流通协会三届四次常务理事会召开

通讯员 李庆功

本报讯 近年来，随着集团农资经营业务的发展和经营网
点的增加，农资业务员队伍迅速扩大。为提升集团基层农资业
务员的经营管理理念、提高业务操作技能和农资商品营销能
力，适应农资业务发展的需要，集团公司先后在浙江、湖南、江
西等地举办了六期农资业务员培训班，参加培训员工近 500人。

农资业务员系列培训的师资队伍来源于集团内部既有理
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骨干、集团特聘农资顾问团成员、各区域
公司所在地的高校教师、农资生产企业专家等。培训课程重点针
对一线农资业务员在实际经营活动中所需的理论知识和实战技
能，内容主要涉及集团公司理念、农资连锁基本知识、远程分销
系统应用、商品销售成本与费用核算与控制、赊销与货款管理、
商品质量管理、营销知识、区域农资供求趋势分析、主要农作物
栽培技术等。培训采用课堂讲授、专题研讨、多媒体播放、书面考
试等不同的形式，课堂气氛生动活泼，专题讨论热烈踊跃。

通过系列培训，农资业务员进一步掌握了农资商品经营的
基础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加深了对集团公司规章制度的理解
和认同，提高了经营管理水平，同时也为集团内部建立了一批
精品课程，发掘、培养和锻炼了一支精干、受员工欢迎的内部讲
师队伍，为集团其他专题培训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学习新知识 培育新能力
集团公司举行农资业务员系列培训

（通讯员 赵琼）

本报讯 2007 年 12 月，由中
国主流媒体汽车联盟和杭州日报
共同打造的 2007 中国（杭州）年
度汽车总评榜盛大揭晓，韩国现
代雅尊凭借出色的性价比、众多

权威专家的首肯、广大消费者的
喜爱以及优秀的市场表现、卓越
的品质和不凡的实力，力压群雄，
荣膺“2007 中国（杭州）年度最佳
进口汽车”称号。

浙江中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是国内规模最大、设施最齐全的韩

国现代汽车 4S店之一，是杭州地区
销售雅尊的唯一经销商。浙江中现坚
持将最优品质的产品提供给客户，并
不断加强品牌宣传力度，此次雅尊的
获奖一方面归功于其出众的市场表
现，另一方面也与浙江中现良好的销
售与宣传策略密不可分。

雅尊荣膺“2007中国（杭州）年度最佳进口汽车”称号

经济工作会议专题

浙江华都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浙
江农资集团下属专业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的控股子公司，在经历了十五年的创业与
成长之后，摘得了“2007 年中国值得尊敬
的房地产品牌企业”、“2007 年中国最具竞
争力房地产企业”等殊荣。欣喜之余，华都
员工并没有满足于既有的成就，他们更加
意气风发、壮志踌躇地向着立足浙江、布局
全国、行业做强的战略目标阔步迈进。

厚积薄发，不断超越

根据集团公司发展战略，华都股份从
贸易流通行业转向新兴的房地产开发，在
为城市建设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分享
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创新不易，
创业弥难，华都的成长饱含着集团领导的
期待、倾注着集团领导的心血，华都员工
更是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为了做好每一个

项目，华都人不知虚心聆听了多少课讲
座、仔细考察了多少个楼盘、认真探讨了
多少种假设、漫漫经历了多少回磋磨。虽
处热点行业，却不曾沉浸于市场的喧嚣，
而是默默地矢志不渝将华都房产的品质做
到最好。

目前，华都股份总股本 10000万股，拥
有 14家控股公司，3家参股企业，开发项目
遍及浙江、四川、广西等省区，涉及住宅、写
字楼、商业、度假酒店等各种物业经营，
2007年公司销售额 17亿元，经济效益再创
历史新高，品牌知名度进一步提升。

真诚合作，博怀众采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多年来，在打造
华都品质、积淀华都形象的道路上，华都股
份携手四川农资集团、浙江建工集团、浙江
新大集团、浙江特产集团、浙江茶叶进出口

公司、深圳华森设计院等大型企业机构，建
立了诚信者的合作联盟，向广大业主和住
户提供可靠的信誉、优质的服务。华都房产
的品质既来源于精心的设计、亦来源于对
合作者、对客户诚信的承诺。

为了真诚合作，华都兼采国内外先进
楼盘开发经验与成果，精心打造每一个项
目，合理利用每一块土地；为了真诚合作，
华都始终面向未来，博怀高远尚洁之志、力
求使筑品具有完美无瑕的品质；为了真诚
合作，华都兼顾每一位客户的特殊需求，对
市场趋势及目标客户的喜好进行深入研
究，对产品定位和规划设计进行细致布置；
为了真诚合作，华都的每一项服务、每一份
作品都倾其心力，成其尚品。

品质人居，品味生活

建筑，是城市的背景。华都，立志成

为城市的布景者。华都从一开始便长
远思考规划房产开发的品质，思考人与
自然的和谐构建，立志为现代东方都市
创造和谐、优雅的居住环境；为繁荣奢
华的商业文化留下影响城市历史的隽
永作品：

浙江安吉，江南竹海中的华都·紫竹
山庄、华都·龙山项目、华都·东方名城，散
发着都市隐者的淡泊清怡；四川成都，天
府之国里的华都·美林湾、华都·星公馆，
浸透着巴蜀情怀的山水气息；浙江衢州，
四省通衢上的华都·维多利亚、华都·米兰
春天，凸显着这个浙西重镇、商贾重地的
开放大气；天堂杭州，西子湖畔的华都·兰
庭国际，积淀了人们对一座江南名城的不
泯记忆……

华都房产———华韵天成、都市尚品，追
求品质生活新高度。华都业主和住户拥有
的，是一方品质人居，开启的，是一段品味
生活。

成员企业风采系列之一

倾其心力

不同的城市，同样的经典
———华都筑品·实力钜献

华都·兰庭国际位于杭州
城市中心六大魅力生活圈交汇
处，总建筑面积约 10 万平方
米，以“珍藏杭州意象”为营造
主题，建筑现代挺拔而深蕴儒
雅气质，荣获建设部创新大奖
和杭州市 2006 年度最值得期
待的十大新盘之一，是杭州城
市中心魅力街区的尊贵名邸，
值得鉴赏和珍藏。

财智时代市中心
文化庭院

华都·维多利亚地处衢州城区黄
金地段，紧临衢江与南湖双水岸生态
河居，一江一湖三公园，自然环境优
雅。项目占地面积 150 亩，建筑形态
以多层住宅为主，高层为辅，兼有少
量排屋，容积率 1.5，绿化率达 30%。
华都·维多利亚于英式的优雅之外，
融合历史传承的中式建筑写意底蕴，
带来温文儒雅的人文智慧和细腻考
究的精致生活，塑造出高贵典雅的气
质定位，是一座演绎贵族居住文化的
高尚社区。

一座城市的收藏品

华都·美林湾项目坐拥 200
亩湖景风光、1000 亩自然生态
湿地、16000亩城市绿肺的优越
自然环境，尽享城市寓所所最
稀缺的自然生态景观，总建筑
面积 47 万余平方米，绿地率
40％以上。规划有小高层公寓、
高层公寓、风情商街、幼儿园、
高尚会所、游泳池、网球场等，
建筑俊朗、挺拔，极具现代建筑
气息。华都·美林湾将成为成都
城东区域的标志性建筑群，成
为成都城东高尚生活的典范。

AAAA景区里的家

综合资讯

汽车动态

通讯员 张国荣

本报讯 根据宝马（中国）通过第三方调查公司，
于 2007 年 11 月份对宝马车主进行电话访问的调查
显示，集团金昌汽车下属绍兴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继 2007 年 10 月份获得销售客户满意度全国
第一名后，同年 11 月份销售客户满意度再次稳居全
国第一，本月三项工作指标具体如下：销售工作表现
由上月的 99.1 分增加到 99.8 分，客户总体满意度
（销售）100 分，以上两项均列全国第一，销售的客户

忠诚度 83.3 分，名次较上月提升一名，列全国第二。
此外，售后服务整体满意度 88.4 分，由上月全国第五
名上升至第二名。

绍兴宝顺作为集团金昌汽车旗下专营宝马品牌 4S
店之一，自开业以来，一直坚持顾客至上、诚信待人的服
务原则，为客户提供一流产品的同时，也为客户提供细心
周到的售前售后服务，真正让每一位光临绍兴宝顺的客
户乘兴而来，满意而归。此次绍兴宝顺再获宝马（中国）销
售客户满意度全国第一，也是其不断加强服务工作，以服
务创品牌的具体体现。

绍兴宝顺销售客户满意度再居全国第一

通讯员 蔡靓

本报讯 2007 年 12 月 22 日，全
新 08 款Saab（萨博）9-3系列亮相杭
城利星名品百货南广场，极具斯堪
的纳维亚风格的展台，前卫现代的
全新Saab（萨博）9-3 Vector 运动轿
车，精彩刺激的Saab（萨博）陆上飞行
秀视频，青春靓丽的模特走秀，吸引
了大批爱车人士驻足观看，现场人
气旺盛，表演精彩纷呈。

全新 08 款 Saab（萨博）9-3 系
列是 Saab（萨博）60 周年庆典的收
官之作，设计风格更趋前卫，更具未
来感，在设计上借鉴了 Saab（萨博）
引以为傲的 Aero X 概念车设计思
路，在扎根北欧审美的同时体现了
前瞻的“X造型”设计元素。而在动
力方面，全新 08 款 Saab（萨博）9-3
系列则是完全体现了 Saab（萨博）
高性能动力的生命常青之源。其中

顶级性能 Aero 车型是首次引进中
国，配备了 2.8TS V6 发动机，蕴含
255 匹马力及 350 牛·米的峰值扭
矩，百公里加速仅 6.9秒，最高速度
可达每小时 245公里。

活动现场还分发了全新 08 款

Saab（萨博）9-3系列的产品单页。作
为省内唯一经营萨博品牌的 4S店，浙
江农资集团金诚汽车有限公司还将举
办试乘试驾活动，届时动力更劲、设计
更型的全新 08款 Saab（萨博）9-3系
列将静候爱车人士的零距离接触。

08款萨博惊艳杭州 试驾活动不日推出

主业做强 区域或行业领先
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集团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通讯员 杨建中

本报讯 2007年 12月 14日，浙江明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进出口事业部总经理李强赴上海拜访伊朗石化新任中国区总
经理郝森尼，双方表示，将在确保 2008年既定合作量的基础
上，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加大合作力度，互惠互利，共同发
展。会谈中，双方就业务合作模式进行了交流，对未来市场状
况、国际形势等进行了探讨。郝森尼总经理介绍了伊朗石化
2008年后续设备的开工建设情况和品种开发等情况。
伊朗石化是隶属于伊朗石油部的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子

公司，明日控股在 2007年 5月开始与其开展 PE业务合作，目
前双方合作关系良好。

明日控股加强与伊朗石化的合作

通讯员 叶竟文

本报讯 2007年 12月 16日上午，浙江省再生资源有限公
司上虞业务基地隆重开业，上虞市副市长陈坚，上虞市驿亭镇
党委书记闻桂珍、镇长范国海，集团公司总经理汪路平分别在
开业典礼上致辞，宝山钢铁厂、宁波钢铁厂及当地利废企业代
表出席了开业典礼。

上虞业务基地是省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重点推进的自营业
务基地，座落于上虞市驿亭镇五夫工业区，占地面积 25亩，总
投资数千万元，建有标准厂房 7780平方米，办公楼 500平方
米，配有废纸打包机、废钢压块机、剪切器等设备。目前每月
可收购加工废钢 3000吨，废纸 2000吨，供应给国内大型钢厂
及上虞当地利废企业。自 2007年 4月省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在上虞设立分公司以来，与当地民营企业精诚合作，投资建设
再生资源自营业务基地，通过半年多的试运作，内部管理已基
本理顺，业务发展已步入正轨，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
为更好服务我省循环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再生资源上虞自营业务基地开业

成其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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