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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报道
4月 9日，浙西古城龙游雨后初晴，

艳阳照耀在初春的田野上，满眼满眼的
油菜花在微风中摇曳着嫩黄的律动。春
暖花开，苗长莺飞，大地待耕……

清晨时分，伴随着数辆满载着浙
江农资集团对灾区农民深情厚谊的
运肥车发出的隆隆响声，龙游县汽车
北站广场上人声鼎沸，彩旗飘扬，响
起热烈的掌声。由浙江农资集团和浙
江省供销社、衢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举
办的“支援灾区春耕生产，科技服务
送肥下乡”活动在这里正式拉开了序
幕。省供销社副主任周加洪宣布活动
启动，衢州市副市长张波和集团公司
总经理汪路平等领导出席启动仪式
并讲话，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王自强主
持启动仪式。

今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给我省农
业生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严重影响，

集团公司对此十分关注，三月初就组
织人员进行春耕调查，召开会议研究
部署春耕农资供应工作，并决定拿出
百万元资金，在衢州、丽水、金华、湖州
和杭州的主要受灾县市，向专业合作
社、省级种粮大户和其他农户陆续开
展赠送放心肥、供应优惠化肥的活动，
其中免费赠送的地区和数量为：开化
县 22.3 吨，龙游县 23.1 吨，衢江区
13.6吨，遂昌县 20.3 吨，景宁县 15.63
吨，武义县 22.5 吨，安吉县 20 吨，长
兴县 15 吨，临安市 17 吨，淳安县 20
吨，首批 7 个区县已在启动仪式上领
到了赠送的化肥；优惠的品种和额度
为：尿素每吨优惠 300 元，混复肥料每
吨优惠 800-1500元。与此同时，集团
还将组织省农资商品应用技术顾问团
开展春耕送科技下乡巡回服务月活
动，围绕灾后恢复重建，开办“惠多利
农资培训讲座”等形式，将先进的农化

知识和科学施肥用肥技术直接传授给
农民群众。

集团公司总经理汪路平在启动仪
式上表示，浙江农资集团肩负着全省农
资的保供稳价任务，几十年来始终坚持
“立足农资、服务三农”的理念，与农民
建立起了割不断的血肉联系。面对当前
春耕农资市场新形势，浙江农资集团及
浙江惠多利农资连锁有限公司，将务必
千方百计地做好农资商品的组织、调运
和供应工作，务必全力以赴地保证全省
特别是灾区农民的用肥需要，务必尽最
大努力为全省的农业、民生做出自己的
贡献。

启动仪式结束后，周加洪副主任、
张波副市长和汪路平总经理等亲自将
一车 5吨免费化肥送至当地省级种粮
大户傅献军家中，并与其亲切座谈。

目前，支援春耕行动正在有序进行
当中。

文 /集团财会部 省洲
摄 /明日实业 张俪君
烟雨蒙蒙的春天，去找那个梦里依稀千百

度回眸的水乡，那里看不到时光的流逝，只有流
年，却也是和水一起淌过，时光的风轻拂面，那
只是一瞬，到老依然明媚如初。
一路的烟雨，镇上的整个空气都是潮湿

的。 最先去的是逢源双桥，似水年华中英和文
桥上的相遇，抬头相望之间便决定了此生的归
宿，步步莲花，低眉见那桥下流水，一线游丝见
证二人。
“噔噔”回响的青石板路，有一刻不敢再往

前走，停下来为了静静地看这条狭窄的小弄里
走来的人，有多少是旧时的相识，今生却在这里
重逢？满脸皱纹的老奶奶，手捧卷烟的爷爷，穿
着蓝印花布的姑娘，这里分明就是故乡。

不能不坐船吧？溯河而上，浆声咿呀，你道繁
华从此舍弃在身后，一眼便是那小河两畔茶楼里
的闲暇，想要醉人的悠闲，船工每划一下，我们就
离它更近了一步，摇落的全都是幸福，跌在小船
上，只是想那河如岁月，永远到不了头，不用上岸，
只是在一片摇荡中沉醉百年，不再见那世间的喧
嚣，找到安祥。
夜色婆娑，总是缓缓地来了，垂柳依旧，黑

色的瓦白色的墙，已成一致的灰，低低矮矮的水
边小屋，有灯光从河边人家某扇窗里流淌出，摇
曳了树影，缱绻了黄昏，灯影荡漾，在水中分明
又成就了一个旧旧的别城，在这个城里就能得
到永生，我携一抹小镇里的蓝印原色，在这夜色
里，笼罩天空的安静的沽蓝色，就象自己的心，
只有宁静，我想我不曾离开，永远留在，留在思
念的岁月里，留在永不停息的河水中……

似水年华

文 /明日控股 碧云天
别克车钻出灵溪隧道的那一刻，

春天就乍现在眼前了。
滴翠的是漫山遍野的碧茶，

流金的是沿途结伴而开的迎春
花。间或有三两株如猩红的绣球
般盛开着的山茶，还有那一盏盏
仰天而笑的金杯玉兰。最让人痴
迷的，是翻过杨公堤上最后一座
石拱桥后，突现眼前的那一排粉
粉的如迷雾般朦胧的树花，同车
的人常常会为着她的美而问起她
的名字，我却每每在那一刻想起
那首歌：“樱花啊，樱花啊，阳春三
月晴空下，一望无际樱花哟……”

不知道为什么，无端会想起这
首歌，让我多少有些惆怅。因此，宁
可当她是不知名的树花，也不愿去
知道她真实的名字。生活中有很多
人、很多事、很多歌声，常会在不经
意的时候突然在眼前浮现。就像至
今我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每次在竞
舟桥上等车时，必定要哼出齐秦姐
弟唱的《藤缠树》里的那句：“连就
连，我俩结交订百年，哪个九十七岁
死，奈何桥上等三年……”

或许，只是那一种近乎神秘的
迷蒙，偶尔触动了我容易伤感的神
经。大多数时间，我是在享受着这
沿途的风景，从春夏到秋冬，以一

种欣赏的状态，晕晕地沉醉在上班
的路上。

每天都走着同样的路，每天都欣
赏着不同的风景。春天柔情似水的嫩
柳，夏日阿娜优雅的白莲，秋天繁星
闪烁的桂花，冬季洁白如雪的芦苇。
四季更替，岁月流转，唯一不变的,是
我那份沉醉的心情。

西湖的美，无论晴雨雾雪，都让
人留连。然而，最让我神往的，是绕过
三台山时，湖边那一片静谧地沉睡着
的乱石滩,被几丛萧瑟的修竹半掩着,
凄冷中透着深邃。

总有一天，我会停下脚步，去那
里独坐。

金凯北现 王程华
宋丹丹在小品《昨天 今天 明天》里说“她生在旧社会，

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世纪，想过去，看今朝……”
引起很多人大笑。不是因为她说得不好，是因为她的架势俨
然一位大人物的口吻，滑稽，幽默。现在想想我们自己，尤其
是我们 80后，出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没经历过旧社会的水
生火热，没经历过战争年代的硝烟弥漫，更没经历过 1960年
前后的食不裹腹，有的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几代人的梦想
变成的现实，有的是冬不冷、夏不热的幸福生活，有的是感受
和平年代和谐社会的良好氛围。

站在烈士陵园的山脚下仰望，纪念碑庄严肃穆。拾级而
上，似乎又见先烈们节衣缩食为我们的今天奋不顾身的身
影，似乎听到先烈们声嘶力竭发自内心的呐喊，似乎感受到
了先烈们面对困难险阻和一切反对势力的愤怒和人民美好
生活的期盼。
痛苦仿若匆忙时遗落的灰尘，以柔软的姿势刺痛你的眼

睛。脚步沉重，凝望台阶，汗水顺势流下，心中回忆先烈的无
私奉献。捧着菊花，似轻非轻，也许它只是一朵花，思绪万千，
也许它是烈士们的遗志，寓义于物。也许它是我们年轻一代
的奋斗目标，寓情于心。
生命很精彩，他们的生命是光荣伟大的，他们有一个共

同的名字———烈士。也许他们当时很迷茫，也不知道将来，明
白的是痛苦的过去和残酷的现实。我们累了，坐会；他们累
了，累———他们知道吗？

社会和平，但需更和谐，想想过去，我们只是在时代进步
的起点，环境变了，但人心未动，好日子要活得更精彩。

熟记这段历史，回顾这段历史，坚定了我们向前的步伐！

回忆 回眸 回顾 回味
———记萧山烈士陵园扫墓活动

文 /华都股份 袁秀华
摄/集团办公室 陈江
透彻的春雨之后，草长莺飞，若

能抛却都市的喧嚣，感受田园生活，
自是别有一番韵味。

周末，带着小儿出得城来。和煦
的春风徐徐吹拂，到处都洋溢着青
草的味道，环顾四周，初吐新芽的柳
枝，泛扬着初春时特有的鹅黄与淡
绿，腼腆羞涩的嫩草青翠欲滴，如碧
波层叠润泽大地，盎然春色让人心
如潮涌激情澎湃。

小儿如出笼的小鸟，欢呼雀跃
在田间撒欢。我为其所染，情不自禁

地停下来漫步于阡陌间，却看到很
多鲜嫩的野菜从泥土里伸出诱人的
手脚来，惺惺然犹如刚睡醒的样子，
一种久别的亲切感慢慢自心里升
腾。蹲下身用手轻抚，思绪也悠悠地
飘向了那个远去的童年……

那时的我常常在放学后丢下书
包，挎着竹篮扑向田野，乐此不疲地
弯着腰，睁大眼在田间地头路边寻
觅着。野菜仿佛都通人性似地等着
采挖者的到来，我总能准确无误地
在田间地头、溪旁水边找到挤挤挨
挨恣意生长的那些绿影。
“妈妈，快过来看”，思绪却被小

儿的呼唤打断“这是什么啊？能吃
吗？”原是小儿正站一片胡葱前，就
说：“这叫胡葱，炒鸡蛋或者炒腊肉
吃，味道可比肯德基好多了，和你爸
一起采些，回家妈做给你吃。”单纯
的小儿蹦跳着招呼他爸一起采了起
来。我坐在那里，一边欣赏着春回大
地漫天皆翠的美景，一边陶醉在踏
春共欢其乐融融的欣慰之中。

踏在阳气升腾的松软土地，呼
吸清新的空气，看着拱出的嫩芽，感
受春风送来的那缕微凉，虽看不到
蝴蝶翻飞的倩影，闻不到浓郁的花
香，却闻到了野菜泥土的芬芳。

红梅花开 退休干部 叶志清国色天香 退休干部 蒋志诚

本报综合报道
集团公司 2008年股东会、董事会、

监事会近日在富阳召开。省供销社主
任、省兴合集团董事长诸葛彩华，省兴
合集团副总裁何忠民出席会议并讲话，
集团公司股东代表、董事、监事出席会
议，有关经营班子成员、职能部门、子公
司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议肯定了过去三年取得的成
绩。在省社、省兴合集团领导下，集
团公司三届董事会和经营班子带领
广大员工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坚持
发展不动摇，认真落实“调整、巩固、
提高”的指导方针，着重提高经济运
行质量，保持集团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 。 2007 年 集 团 实 现 经 营 规 模
181.58 亿 元 ， 比 2004 年 增 长
41.53%；实现报表利润 5.05 亿元，
比 2004 年增长 94.62%。三年共上交
国家利税 6.3 亿元。

会议提出了下阶段集团发展的具
体思路。2008 年-2010 年集团将进一
步深化改革、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
运行质量，推动企业从员工创业型向
主业领先型转变，推进二次改革，实施

二次创业。争取通过三年的努力，使集
团基本形成农资、塑化、汽车等流通
业、房地产业、矿业、投资业并举的发
展态势，实现企业又好又快持续发展，
将农资集团建设成为主业清晰、多业
并举，相关业务行业或区域领先的企
业集团。三年累计经营规模争取达到
570 亿元，比前三年累计经营规模增
长 15%，汇总利润力争比前三年增长
50%。

会议产生了公司新的法人治理结
构组成人员。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郑
军、张焕良、姚曙光、王东方、劳赐铭、汪
路平、王春喜、李盛梁、王自强、赵剑平、
韩新伟等 11位董事组成，郑军为董事
长；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由吴建鸿、陈世
忠、许航维等 3 位监事组成，吴建鸿为
监事会主席。聘任汪路平为公司总经
理；聘任李盛梁、王自强、方建华、叶伟
勇为副总经理；聘任林昌斌、陈志浩为
总经理助理；聘任赵剑平为财务会计部
经理。

会议决定修改集团公司职工股权
管理办法，标志着集团公司股权管理向
市场化又迈进了一步。

省供销社主任诸葛彩华充分肯定
了集团公司三届董监事会和经营班子
的工作，要求新一届董监事会和经营班
子积极应对严峻的挑战，继续以改革促
发展，继续推进业务整合重组，鼓励企
业上市；要正确处理好“闯”与“稳”的关
系、“说”与“干”的关系、“合”与“和”的
关系，齐心协力把浙江农资集团建设成
为有较强竞争力和广阔发展前景的好
企业。

省兴合集团副总裁何忠民要求公
司继续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密切关
注和把握宏观经济走势，推动企业新的
发展。

集团公司董事长郑军表示，集团
公司将继续充分研究企业发展形
势，努力把握发展主动权；继续坚持
“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地引导企业
发展；继续积极培育和倡导适合浙
农发展的文化力，用心营造良好的
创业和发展氛围，积极推动企业从
员工创业型向主业领先型转变，实
现二次改革、二次创业，全面提升集
团可持续发展能力。

从员工创业型转向主业领先型
集团公司 2008年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近日召开

本报综合报道
近日，浙江农资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和第四

届持股会会员代表大会在浙江农资大厦三楼会议室召开。集团公司
党委书记郑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李盛梁
主持。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姚克勤同志所作的《第二届工
会委员会工作报告》和王春喜同志所作的《第二届工会经费审查报
告》，选举王春喜、叶郁亭、李盛梁、邵玉英、陈志浩、林昌斌、赵剑平
为第三届工会委员会委员；选举王春喜为第三届工会主席；选举鲍
永红、魏华、王鲁越为第三届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

持股会会员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姚克勤所作的《第三届持股
会理事会工作报告》和赵剑平同志所作的《第三届持股会财务情况
说明》，选举王自强、王春喜、叶郁亭、李盛梁、汪路平、邵玉英、陈志
浩、林昌斌、罗尧根、赵剑平、袁炳荣为第三届持股会理事会理事，王
春喜任持股会理事长。

据悉，出席此次会议的工会会员代表和持股会会员代表通过各
单位民主推荐产生。其中工会会员代表 51人，持股会会员代表 31
人，分别代表集团公司 2500名工会会员和 350名职工持股会会员。

集团情系农村灾后重建
送科技送化肥支援春耕

日前，省政府下发了《关于推动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若干
意见》，明确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为我们更好地履行社会责
任指明了方向和目标。从浙江农资集团的实践中，我们强烈地体会
到，社会责任与企业的发展密不可分，社会责任的履行是企业发展
的动力，而企业发展是履行社会责任的前提。

企业的发展是市场秩序的基石。企业是市场的基本细胞，只有
企业的稳定发展，才能提供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才能推动市场
的繁荣，才能推动诚信法治的健全和市场秩序的确立。没有企业的
发展，便不会有活跃的市场，更不会有规范的秩序。

企业的发展是员工发展的载体。企业是事实上的员工集体，是
员工事业的平台和展现才华的舞台。员工的权利和福利只有在企业
正常发展时才有意义，员工个人的价值只有在企业发展时才能得到
提升。

企业的发展也是社会和谐的必须。在市场大潮中，经济实力弱、
管理水平低的企业，经不起大风大浪的洗礼，更难以长期有效地承
担对公民就业、公共税收、环境保护及社会公益等方面的责任。只有
有能力在思维上不断创新，在规模上不断壮大，在技术上不断变革，
在服务上不断提升的企业，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才能上缴更
多的利税，才能注重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才能重视社会公益和慈
善事业。

发展是企业最大的责任，而在坚持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应
该而且必须承担相应的企业公民责任，并且可以将社会责任的承担
转变成激励和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改制以来，浙江农资集团以“做
最负责任的企业集团”为己任，以打造“诚信者创业联盟”为理想，在
自身发展的过程中积极履行了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高度肯定。在“二次改革，二次创业”的过程中，我们应继续努力
实现集团经济从员工创业型向主业领先型转变，更加具体地参与和
谐社会实践，并建立开展公益慈善工作的长效机制，保障企业更好
地履行社会责任。

浙农短评

发展
是企业最大的责任

■农 子

集团公司工会和持股会顺利换届

文 苑

春风沉醉的早上

又到野菜飘香时
4月 14日，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嘉宾左）、浙江省副省长茅临

生（嘉宾右）等领导在农业部与浙江省政府联合举办的“农药登记
管理年‘进千店、入万村’宣传培训活动”启动仪式上参观集团惠多
利展台。茅临生勉励惠多利继续发挥农资流通龙头作用，积极参与
植保服务社体系建设，供应优质高效的农药商品，更好地为农民提
供一条龙服务。

（文 /浙江惠多利 杨雷 摄 /金泰贸易 崔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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