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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农爱普 田曹江 通讯员 吕玲丽
4月 16日，浙农爱普公司与山西文通集团、以色列化

工集团共同在山东聊城举办了浙农爱普新型肥料山东地
区推介会。浙农爱普总经理曹勇奇、山西文通集团副总经
理李慧琴、以色列化工集团中国首席代表何明以及来自
山东各地的 100多位经销商等参加会议。

来自山西文通、浙农爱普及以色列化工集团的专家
和技术人员向与会经销商介绍了硝酸铵钙、以色列水溶
性肥料的产品知识，并进行了互动交流，现场气氛活跃，
经销商反应良好。

山西文通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碳酸钾生产企业、中
国最大的硝酸钾生产企业、中国最大的硝酸铵钙生产企
业之一。浙农爱普自 2007年下半年开始与文通集团开展
战略性合作，已经获得其硝酸铵钙产品在浙江、山东、河
南以及周边地区的总经销权。以色列化工集团是世界上
重要的钾肥以及高科技肥料的供应商，浙农爱普已经成
为其高科技肥料的中国唯一经销商，其水溶性肥料和磷
酸二氢钾等产品销售良好。

浙农爱普举行
新型肥料推介会

通讯员 徐赟
日前，按照国务院对全国矿山企业规范经营的整

改要求，由国土资源部等九部委组成的检查团在山西
省国土厅以及岚县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的陪同下，莅
临山西岚县田野铁矿采矿场检查指导。岚县田野铁矿
采矿场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正法等向检查团汇报了公司
相关情况。

检查团一行深入采矿场的斜坡道施工现场，详细询问
了矿场证照手续完善情况、环保工作情况以及生产经营情
况等，并强调矿山企业要严格按照国家安全生产电视电话
会议上确定的“安全隐患治理年”要求，规范运作，严防安
全隐患。

山西岚县田野铁矿是集团公司投资的第一个矿产项
目，位于太原市西约 180公里，也是岚县投资规模最大、采
矿工艺最先进的标兵企业。

国家九部委检查团
考察集团公司山西铁矿

通讯员 杨建中
4月 10原11日，中国塑协农用薄膜专业委员会在北京

举行了三届四次理事会，新光公司在会上当选为副理事长
单位，新光公司董事长陆跃翔担任副理事长。

据悉，新光公司是该会唯一一家来自长三角地区的副
理事长企业，反映了新光公司企业经营规模、行业影响力
等有了进一步提升并得到行业肯定。

新光公司当选为中国塑协
农膜专委会副理事长单位

房产报道 成员企业风采系列之五

通讯员 杨仁留 摄影 金鼎
近日，江南竹乡———安吉县胜利西

路，艳阳高照、彩带纷飞、花团锦簇。安
吉华都·维多利亚项目奠基典礼在这里
隆重举行。浙江省供销社主任诸葛彩华
先行视察了项目工地，并题词“祝维多
利亚成为安吉的精品之楼”。省供销社
副主任、省兴合集团总裁葛龙川出席典
礼并宣布项目开工；浙江农资集团董事
长郑军和浙江特产集团董事长金津松

共同为象征该项目的舞狮点睛；安吉县
县长单锦炎，浙江农资集团总经理汪路
平，浙江华都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林昌斌以及项目施工、监理负责人
出席奠基典礼并分别致辞。安吉县政府
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友好合作单位、
合作伙伴、银行金融、新闻媒体等嘉宾
出席奠基典礼。

在典礼现场，天空中礼炮齐呜，工
地上机声轰隆，展台下掌声雷动，现场

的锣鼓声欢快而热烈，舞狮的队伍跃
上主席台频频恭祝项目顺利开盘。
据悉，华都·维多利亚是继紫竹山

庄、东方名城和龙山项目之后，浙江农
资集团在安吉推出的又一高品质精品
大盘，由浙江华都股份有限公司与浙
江特产集团公司联合开发。项目占地
面积 140亩，总建筑面积 17万平米，
地处安吉县递铺镇核心区域，地块区
位优势明显，市政配套成熟，教育、医
疗、车站等设施齐全。
该楼盘规划建筑风格浓缩英伦建

筑精髓，南北向布局、大间距、低密度。
项目拟建设景观设计强调建筑布局与
绿化体系的有机组合，三个超大中心
花园广场与步行活动核心区，向四周
绿地渗透，高大乔木、灌木、鲜花、绿草
等英伦古典元素形成高低错落的景观
层次；欧式情调水系，使整个环境风情
灵动。开阔的视野形成的舒适感让人
体会到真正低密度的品质生活。项目
建成后将提供国际一站式管家服务，
一对一贴心管家服务加零干扰的作业
模式，全面打理每一位业主的生活起
居，让住户每个细节处都享受与世界
同步的服务品质！一切正如楼盘主打
广告所言“华都·维多利亚———英伦
风，成就前所未有”。

集团在安吉启动第四个精品大盘
诸葛彩华题词葛龙川等领导出席奠基仪式

通讯员 董舜
4月 10日，嘉兴南湖项目规划设

计方案通过嘉兴市城市规划委员会专
家组评审。此次评审专家组由同济大
学刘仲教授、中建上海设计院高级建
筑师刘家仲教授、上海利恩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高级建筑师袁泳钊、海盐县

规划建设局高级规划师步燕红、现代
规划咨询公司高级规划师陈英等组
成，并邀请了嘉兴市有关单位参加。

专家组听取了项目设计单位中
联·程泰宁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方案介
绍后，认为该设计方案具有江南水乡
风情，规划结构清晰，交通组织合理，

空间形态与环境景观融为一体。专家
组全票通过了该设计方案，同时也提
出了有关意见和建议，希望设计单位
继续对方案进行优化。

嘉兴南湖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
46万多平方米，项目定位为具有现代
中式风格的高尚高端人文社区。

集团在嘉兴打造水乡风情地产
规划设计方案已通过专家评审

四川华都 姚珺妍
4月 12日，华都·美林湾一期 5批

次 1号楼盛大开盘，许多购房者一大
早就赶到售楼部，或观看模型挑选自
己心仪单位，或互相讨论焦急地等候
选房。从购房者的言谈和神情中，流露
出对居住在美林湾的憧憬与期盼。现
场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安排购房者选
房，置业顾问细心周到地为每位来宾

讲解，让现场的每位购房者都感受到
了华都带给他们的星级服务。在现场，
选好单位的购房者还忙不迭地给自己
的亲朋好友打电话，和他们分享此时
的快乐之情。

华都·美林湾坐落在国家 4A 级
风景旅游区———幸福梅林旁，占据高
层低密的时尚生态社区，拥有完善的
商业配套与高品质建筑，在年初第五

届“金芙蓉杯”成都地产年度颁奖盛
典上，华都·美林湾获得“成都地产年
度人居典范楼盘”奖项。本次推出的
美林湾 1号楼面向百亩梅香碧湖，坐
拥万亩草树绿花，充分体现景观优
势，再加上 88-140 平方米的城市宽
景户型，入户花园、宽景客厅、270毅风
景阳台等结构设计，以无可比拟的优
势，成为蓉城人的梦想居所。

景观大宅绽放蓉城美域
华都·美林湾一期 5批次 1号楼盛大开盘

慈溪京通 寿雪连 通讯员 沈花花
4 月 11 日- 13 日，集团金昌汽

车旗下慈溪京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参加了在慈溪市体育中心举行
的 2008 年中国慈溪第三届品牌汽车
展。作为该地区专营北京现代汽车的
4S店，慈溪京通携六款车型参展，其
中最新上市的北京现代“悦动”更是

惊艳全场，成为本次车展的一大亮
点。
车展开幕当天举行了“悦动”新

车发布会，慈溪市经发局、贸粮局
有关领导为其揭幕。现场展出的
“悦动”无论是前脸的大棱角组合
灯，还是侧面流畅的 S 型特征腰
线，或是尾部动感活跃的造型设

计，都体现了它高档典雅、华丽悦
动的设计理念，引得顾客纷纷驻足
观看。

参展期间，前来慈溪京通展位前
赏车、咨询和购车的客户络绎不绝，
“悦动”现场成交 7辆，“伊兰特”成交
6 辆，并与 10 多位客户达成购车协
议，销售成绩良好。

北京现代“悦动”惊艳慈溪车展

通讯员 陈岚
日前，第九届宁波国际汽车博览

会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作
为甬城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车展，
吸引了宾利、宝马、奔驰、雷克萨斯、沃
尔沃等近 50 个国内外知名汽车品牌
参展。浙江农资集团金诚汽车旗下宁
波凯迪和浙江甬通作为欧宝品牌和凯
迪拉克品牌在宁波地区的唯一授权
4S店参加了此次车展。

凯迪拉克全新 08 款 CTS在车展
上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凯迪拉克品牌

总监刘振，宁波凯迪董事长曾跃芳、
总经理金磊，浙江甬通总经理杨盛参
加了本次发布会。浙江甬通也携欧宝
旗下赛飞利、威达、雅特三大系列亮
相本次车展。
据了解，08 款 CTS 棱角更加分

明，如同刀锋一样的边缘，强化肌肉感
的楔形车身，炯炯有神的前大灯，再加
上 17寸的抛光铝合金轮毂，让 08款
CTS的外型显得更加大气、豪华且更
富有冲击力，闪耀人眼，惊艳全场。此
外，在银灰底调展台的映衬下，凯迪拉

克的旗舰车型 SLS赛威，演绎着“现代
主义豪华”；顶级百万元跑车 XLR时
尚而又尊贵；08款凯雷德高大威武、
尊崇无匹；08款 SRX也一袭黑色，散
发着雍容华贵的魅力。

四天展会，宁波凯迪、浙江甬通
的员工始终保持国际一流汽车品牌
的专业素质，为前来看车的客户提供
专业、周到、细致的服务。车展期间宁
波凯迪现场成交 13 台，订单 17台。
浙江甬通现场成交 4台，订单 5台，
销售成绩良好。

宁波凯迪、浙江甬通参加宁波汽博会

汽车动态

浙江石原金牛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年，是国家经贸委定点的专业农药生产经
营企业，2005年由集团公司和日本石原产业株式会社（ISK）组建为中日合资企业。合资
公司组建以来，充分发挥合资双方的优势，引进国际领先的农药生产、管理技术，专注于
向社会提供低毒、低残留、环保型农药产品。经过几年努力，石原金牛的经营规模和销售
区域逐步扩大，经济效益稳步增长，成为了集研发、加工生产、经营和技术支持为一体的
专业农药服务企业。

互惠合作 共助企业成长
在集团公司和 ISK的支持下，石原金牛以优质资源和先进管理对原浙江金牛化

工有限公司农药加工业务进行了整合，并与美国孟山都公司等大型农药企业进行业
务合作。同时，不断规范和完善质量管理，于 2006年顺利通过 ISO—9001：2000 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

来自合作各方的优质资源和有效管理促成了企业的快速发展。合资公司组建初期，
公司销售区域仅限于华东和华中南部分地区，而目前，企业的销售区域已迅速拓展到全
国 30个省、市、自治区，并且在江西投资组建了子公司，强化了区域影响。

牵手奥运 注重环境友好
我国政府向世界承诺，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一届“绿色奥运”。因此，北京对用于蔬

菜的农药制剂进行了严格的技术指标准入限制，并且需要经过有关部门专家的苛刻验
证和重重筛选，只有真正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品种才能投放北京市场并获得市政府的

补贴。由石原金牛生产的“科佳”农药从众多农药品牌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享受北京市政
府特许的奥运会蔬菜补贴药剂之一。

石原金牛的产品获得奥运组织者的青睐，足以证明其本身的可靠品质和先进工艺，
也足以体现企业对社会的责任和对环境的珍爱，更足以验证石原金牛奉行的高效环保
农药理念的正确。多年来，依靠日方合作伙伴—ISK在产品、技术方面的强大研发能力，
公司生产经营了一大批优质高效的先进农药品牌。如 10%科佳悬浮剂、5%抑太保乳油、
15%精稳杀得乳油、50%福帅得悬浮剂、10%福气多颗粒剂等等。

金牛系列农药以其高效、环保的特性，逐渐在农户心中树立起了良好的形象，并在
行业内代表着未来的方向。

工贸结合 打造服务中心
目前，石原金牛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了农药生产基地，拥有现代化的农药生

产加工车间、设备和工艺，掌握农药新品种 10多种，初具农药规模化加工生产的雏形。
同时，公司依靠来自 ISK的优质产品，在华东区、华中区、华南区、华北区及东北三省、新
疆等地设立了产品代表，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华东为中心、辐射全国的农药销售网络。同
时，石原金牛还积极开拓了农药的进出口业务，2007年公司实现进出口总额 1211万美
元，其中进口 720万美元。

面对农药产业的调整与升级，石原金牛依靠集团公司和 ISK的强大支持，依靠工贸
结合的巨大优势，正着力打造农药生产加工中心、贸易中心和技术支持中心，着力将企
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农药综合服务企业。

牵手绿色奥运 引领行业风向
———浙江石原金牛化工有限公司

石原金牛农药———高效环保
5%抑太保乳油

抑太保是苯甲酰脲类新型杀虫剂，主作用机理是抑制昆
虫表皮几丁质合成，使幼虫不能正常蜕皮而导致死亡，对人畜
等极为安全。对食叶性的鳞翅目、双翅目及鞘翅目等害虫有
效，特别对持有抗药性的害虫有极高的防效。防治田间菜青
虫、小菜蛾、甜菜夜蛾、斜纹夜蛾、银纹夜蛾、棉铃虫、烟青虫
等，在害虫产卵盛期至幼虫发生危害期为最佳时期，使用浓度
2500—3000倍液。

50%福帅得悬浮剂
福帅得是一种广谱杀菌剂，对疫病、十字花科根肿病有特

效，并对多种蔬菜及果树上的霜霉病、炭疽病、疮痂病、灰霉
病、黑星病、轮纹病、菌核病等具有卓越的防治效果，且对螨类
也有较好地的杀灭效果；活性高，用药量少，见效快，持效期
长，耐雨性好，对人、畜、天敌和环境安全，有利于蔬菜的出口。

10%福气多颗粒剂
福气多（噻唑膦）为触杀性和内吸传导型新型杀线

虫剂，用低量就能阻碍线虫的活动，防止线虫对植物根
部的侵入，降低土壤中线虫密度；同时由于内吸性，也能
杀死植物体内的线虫。目前福气多在世界数十个国家被
广泛应用。2002年在中国首先取得了黄瓜、番茄上的登
记，近几年来，福气多在山东寿光等全国各地的蔬菜上
已经大量推广应用，从实际使用效果看，福气多具有防
治效果好、稳定、持效期长、对人和环境安全、无公害等
特点，符合蔬菜出口应用要求。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已经
把福气多作为防治蔬菜线虫的首选药剂进行推广。

综合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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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范志东
日前，由集团公司宁丰惠多利负责试点的“惠多利”农

技示范村在辽宁锦州市义县复兴堡村正式揭牌。锦州市古
塔区有关部门、锦州市供销社农资公司负责人、当地媒体
和农户共 300多人参加了揭牌仪式。锦州惠多利公司向复
兴堡村负责人颁发了“惠多利”示范村村长聘书，并向示范
户颁发了科技示范户门牌。
据了解，该村是集团公司和宁丰惠多利在全国建立

的第一个农技示范村。宁丰惠多利将定期开展“农民课
堂”、“技术指导”、“送肥到户”等一系列农技、农资下乡
活动，普及推广农技知识，提高当地农民的科学种田意
识，同时进一步提升“惠多利”品牌在当地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

首个“惠多利”
农技示范村在锦州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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