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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资讯

人事部 姜道明
4月 24日，集团公司与松阳县革命老区促进会签署协议，

由集团公司捐助 10万元用于该县革命历史遗址———小吉会议
遗址的修复保护工程。这是继 3月 6日在遂昌捐建“浙农-阳
光”希望小学以来，集团公司再一次向浙西老区开展的公益捐助
活动。

早在 3月初，应松阳县革命老区促进会的邀请，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郑军专程赴松阳实地考察了遗址情况，详细了解了
遗址的保护工作，并对进一步的修复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郑军
书记嘱咐该项目的负责人，要把历史遗址修复好，保护好，展现
老区军民当年战斗生活的场景，宣扬优良的革命传统以育后
人。

据悉，位于松阳县枫坪乡西南首的“小吉会议”遗址，在红
军挺进师军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35年，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
的时期，由刘英、粟裕率领的红军挺进师进入浙西松阳，并在小
吉村宣布成立中共浙西南特委（丽水市委前身）和浙西南军分
区，同时组建了“松遂龙”游击队（后升格为总队）和以浙西南进
步青年为主力的挺进师第 15支队（后改编为第五纵队），掀起了
地区性革命高潮。

集团公司捐资 10万
保护小吉会议遗址

Performance Show
加速超越时发动机的咆哮，轮胎与地面磨擦产生的滚滚白烟和啸叫，在场观众的喝

彩欢呼，跑道上留下的条条轮胎印记……
2008年 4月末，注定是广大杭城车迷为之兴奋和激动的时刻，久负盛名的 Saab萨博

“陆上飞行秀”表演团队空降杭州，让杭城的车迷零距离体验到了 Saab萨博“人车合一、
贴地飞行”的慑人魅力!
此次 Saab萨博杭州站“陆上飞行秀”由通用汽车主办，浙江农资集团金诚汽车有限

公司承办。本次活动还得到了杭州市拱墅区政府、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鼎力支持，杭州市
拱墅区商贸旅游、公安、交警、安检、消防、救护等部门的大力协助。活动吸引了近 6000人
到现场观看。
浙江农资集团金诚 Saab萨博 4S店于 2005 年 10月正式开业，是浙江省唯一的萨博

4S 店。一直以来，金诚 Saab萨博不断加强对品牌的推广力度，销售业绩增长迅速，今年
一季度销售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近 5倍。

人车合一 贴地飞行

现场拉拉队欢快的舞姿伴随着动感的节奏，让在场的观众预先感觉到即将登场的表
演激情四射。当几辆贴有“Saab Performance Team”车贴的表演车缓缓驶入场地登场献技
时，现场开始沸腾起来……

四名在欧洲汽车比赛中屡获桂冠的“Saab萨博飞行员”驾驭着未经任何改装的萨博
全系车型在赛道上随手挥就驾车经典，展现人车合一境界，演绎陆上飞行神话。

燕形和菱形齐驶、蛇形穿梭、高速蛇行对开，轮胎与地面之间吱吱作响，观众拍手叫
绝，连声称好；

保险杆相连 180度瞬间转向、360度原地快速旋转，橡胶与柏油之间白烟四起, 观众
心跳加速、血脉贲张；

惊险的甩尾，刺激的狂飙，高速过刀爆胎后仍原速直行，观众屏住呼吸，目瞪口呆；
而当两轮侧倾，车身与地面成 60度角在场上行转自如的时候；当车手和车主分别从

侧倾的汽车里举起五星红旗立于车门的时候；当主持人喊出萨博汽车支持中国、深爱杭
州的时候，全场观众瞬间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热情澎湃的欢呼……

农资天地

关于萨博

Saab萨博（最初全称为 Svenska Aeroplan Aktiebolaget，即瑞典飞机公司）原
先是一家军用飞机制造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Saab萨博决定开始生产汽车，并
且将其制造飞机的技术和经验运用于汽车生产。
近 70年来，Saab萨博始终致力于以驾驶者为核心，为那些喜欢驾驶的人们带来

“人车合一，贴地飞行”的驾驭乐趣以及真正迥然不同的个性体验。作为世界上唯一
自己生产发动机管理系统的高档轿车制造商，自 1976年以来，Saab萨博将涡轮动力
技术视为其独特的动力传动系统的基石，并将其运用到了 Saab萨博的全系列车型
中。
作为一个高档汽车品牌，Saab萨博是世界上唯一一款全系列车型均获得欧洲

新车评估组织 EuroNCAP最高五星安全评级的汽车品牌。Saab萨博以乘坐者的安全
为本，为消费者提供全身心享受驾驶乐趣和最高安全保障。

Saab萨博以北欧的简约诠释着经典，以斯堪的纳维亚文化打造着汽车的精髓，
以航空科技创新着现代造车科技。

精彩源于技术
Saab萨博“陆上飞行秀”中所使用的车辆并未经过任何改装，本次杭州站其中 4辆表

演用车是向车主原车招募的，其余的也是在销售展厅内随处可见的 Saab萨博普通车型。
经历了“陆上飞行”洗礼的 Saab萨博车只需更换轮胎和刹车片，即可重新上路。陆上飞行
秀是 Saab萨博普通车型的“形象秀”，是 Saab萨博优越性能的“技巧秀”，是 Saab萨博先进
工艺的“文化秀”。

Saab萨博独特的 ReAxs后轮随转系统，通过对转向机构、车速等各方面信息的分析，
可在转向过程中自动调整后轮角度，使之与转向状况相匹配，有效避免转向不足现象的发
生，令车身过弯轨迹完美精准，灵活异常，在诸如高速蛇形对开、首尾相连的四车快速绕桩
等表演中得心应手；源自航空科技的涡轮增压技术使发动机爆发出的强大扭距，可以实现
瞬时提速，为在短距离内完成 180度和 360度转向提供了充足的动力支持，Trionic发动机
管理系统，它实现发动机工况的实时检测，并进行及时调整，保证了动力输出的稳定；而运
用 Saab萨博独有技术调校的悬架及转向机构所带来的近乎完美的操控性能更是特技表
演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

Saab萨博这个源于航空制造技术的汽车制造商默默坚持 60年，在尖端科技领域的不
断进取，锐意创新造就了他的超然自信。

浙江省内唯一 Saab萨博 4S店：
浙江农资集团金诚汽车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1-88171234

本报综合报道
自 4月 9日浙江农资集团“支援

灾区春耕生产、科技服务送肥下乡”
活动启动以来，集团公司和浙江惠多
利下属区域公司纷纷根据计划安排
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开展送肥下乡
和送肥入户的工作，受到各地农户的
热烈欢迎。据悉，此次活动共向省内
受灾地区免费赠送化肥 189.4吨，优
惠供应化肥 749.2吨。

4月 15日 浙中泉城武义
金华惠多利公司将总共 22.5吨

惠多利牌复混肥和巨化牌复合肥赠

送给了武义县宣平板栗专业合作社、
现代粮食生产合作社等 6家单位。武
义县人大副主任羊宝君出席了捐赠
仪式，并对集团公司表示衷心感谢。

4月 23日 太湖之滨长兴
长兴惠多利公司将 15吨“惠多

利”牌复合肥赠送给了当地受灾较重
的 8家农业专业合作社，带去了集团
对受灾农户的关怀与帮助。

4月 24日 四省要道衢江
浙西惠多利公司响应当地党委、

政府号召，结合送肥下乡活动参与推
进“低收农户奔小康工程”，三辆满载

着化肥的农用车，通过 5个多小时的
长途跋涉，将帮扶低收入农户、支援
春耕生产的 15吨巨化尿素，运到了
衢州市衢江区举村乡洋坑村，并将其
中 4 吨化肥免费赠送给该村的低收
入农户和低保户，受到当地农户的热
烈欢迎。

4月 29日 江南竹乡安吉
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陈志浩代

表浙江农资集团将免费赠送的 10吨
复合肥、10吨尿素送到了安吉县报
福镇畲族聚居的中张村农户，领到免
费化肥的村民感激地说：“感谢浙江
农资集团对少数民族村的关心和帮
助，给农民兄弟带来的关爱和温暖
……”

5月 12日 核桃之乡临安
临安惠多利公司将 5 吨山核桃

专用肥赠送给了临安市岛石镇新二
村等 5个行政村，将 12吨竹笋专用
肥赠送给了临安市西天目乡经济合
作社和 6个行政村，受到了当地农户
的交口称赞。

集团公司在上述武义、长兴等
10 个受灾县市开展无偿赠送化肥
活动的同时，还在全省 13 个县市
开展了供应优惠肥的活动，其中
尿素每吨优惠 300 元，混复肥料
每吨优惠 800-1500 元，赠送及优
惠总额 100 余万元，有力支援了
当地的春耕生产，受到了农户的
热烈欢迎。

浙农爱普 田曹江
近日，浙农爱普总经理曹勇奇

与以色列化工集团代表 Eli Glazer
及其中方代表何明先生在上海共
同续签了水溶性肥料长期合作协
议。

浙农爱普公司自 2007 年开始

与以色列化工集团 F&C 公司开展
诺普丰水溶性肥料的合作，以方
多次派出农业专家参与浙农爱普
在浙江、山东、广东、上海等地开
展的推广会和其他推广活动，诺
普丰系列产品已经得到市场的高
度认可。今年，浙农爱普将进一步

扩大以色列诺普丰水溶性肥料的
代理区域。

同时，浙农爱普还不断扩大与以
色列化工集团在其他产品上的合作，
前不久取得了其 NutriVant高科技叶
面肥和 Peak磷酸二氢钾的全国总代
理资格。

浙农爱普与色列化工集团紧密合作

本报综合报道
日前，浙江石原金牛化工有限

公司将北京市政府补贴采购的又
一批奥运会蔬菜基地专用杀菌
剂———“科佳”运送到北京各区县
农业植保部门。作为北京市政府特
许 2008 年 奥 运 会 蔬 菜 补 贴 药
剂———“科佳”的供应商，石原金牛
从去年 6 月份开始到今年 4 月份
已累计发货近 10吨。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时间为
8月 8日至 8月 25日，期间正是我
国高温多雨季节，也是蔬菜病虫害
高发期，蔬菜用药必不可少。为了确
保奥运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农业部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在对多种蔬
菜用药示范、应用的基础上，经有关

部门专家的严格评审，最终选择了
14 个农药品种，其中“科佳”以其高
效、低毒、低残留、对人畜等安全性
极高的产品特性以及在防治霜霉
病、疫病上的独特效果，从众多杀菌
剂农药产品中脱颖而出，成为北京
市政府特许 2008 年奥运会蔬菜补
贴药剂之一。
中标后，石原金牛专门组成了

由副总经理横尾拓实等带队的工作
小组，走访北京的十个区县植保站
了解情况，并派出技术推广人员长
期在这些区县的植保站进行技术指
导，深入到奥运蔬菜种植的田间地
头了解农药使用情况，解答种植户
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受到了
当地植保站领导和种植户的好评。

据悉，当地奥运蔬菜种植基地对“科
佳”的使用效果均反映良好，蔬菜在
使用“科佳”后，常见的霜霉病、疫病
得到有效防治，且药效持续时间长，
深受菜农喜爱。
多年来，石原金牛依靠日本石

原产业株式会社在产品、技术方面
的强大支持，不断推出一批高效、低
毒、优质、环保的农药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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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产品以其
高效环保的特性赢得了客户，也赢
得了市场。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
石原金牛将严把产品质量关，进一
步做好奥运会蔬菜补贴药剂“科佳”
的供应工作。

石原金牛又一批“奥运农药”进京

安吉华都 章健勇
近日，湖州市建设工程质量的最高荣誉奖项———“飞英

杯”优质工程奖评选揭晓，集团所属华都房产安吉胜利东路
东方名城项目东方丽苑 2#商住楼荣获 2008年度“飞英杯”
优质工程奖。
安吉东方名城项目地处安吉文教区中心地段，项目总占

地面积 200亩，周边配套设施完善，景色宜人，商机浓厚，是
安吉休闲、娱乐、居住的理想场所。

华都房产项目荣获
湖州“飞英杯”

金凯现代 王程华
近期，集团金昌汽车下属北京现代金凯 4S店举办了丰富

多彩的客户活动，让客户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里，感受金凯 4S
店对客户的细微关爱，体验金凯 4S店为车主打造的温情、快
乐、和谐的服务平台。

四月，北京现代金凯 4S 店组织了以“放飞心情，舒展身
心”为主题的现代途胜汽车衢州自驾游活动。此次活动共有
18 台车 30 余位车友参加，浙江电台交通之声、浙江电台旅
游之声等媒体对活动进行了报道。青山绿水、鸟语花香……
车主在尽情享受大自然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现代途胜的卓越
品质和金凯提供的星级服务。

五月，北京现代金凯 4S店借“五一”假期到来和“杭州萧
山湘湖风筝大会”召开之际，组织客户在萧山湘湖举行了“驾
御现代，放飞心情”的活动。北京现代金凯 4S店在现场进行了
车辆展示、免费检测和试乘试驾活动，发放了带有“北京现代”
LOGO风筝 200多个，筝舞蓝天，让客户放飞心情……

北京现代金凯 4S店自成立以来，始终贯彻“真心伴全
程”的服务理念，以服务树品牌，以服务促销售，经常组织客
户开展多种形式的联谊活动，提高了客户对北京现代品牌的
忠诚度和归属感，在客户中建立了良好的口碑。

驾御“现代”放飞心情
金凯现代举办丰富多彩的客户活动

通讯员 方晓
4 月 30 日，为期 15 天的第 103 届广交会落下帷幕，

本次展会吸引了境外采购商达 19.2 万人，出口成交额
382.3 亿美元。浙江农资集团金鸿进出口有限公司摩托车
部、汽配部，浙江农资集团金海湾贸易有限公司电子信息
部，浙江农资集团金东方进出口有限公司服装部参加此
次广交会。

据悉，由于人民币持续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
力成本上升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外贸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为了更好地发挥广交会的作用，集团各外贸单位通过各
种渠道组织质量好、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的产品，
并积极做好样品准备、宣传资料设计等工作，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

集团外贸参展广交会

惠农送肥热潮涌动之江

集团领导赴苏皖调研
办公室 金鼎
4月 23日-27日，集团公司总经

理汪路平赴江苏、安徽惠多利基层网
点调研市场情况并出席了江苏惠多
利公司一季度经济工作会议。集团公
司总经理助理兼惠多利农资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陈志浩、惠多利农资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吴志林等随同调研。

汪路平一行现场考察了江苏惠
多利公司、江苏惠多利盐城经营处、

安徽宿州 BB 肥厂及宿州经营处等
基层网点，听取了网点负责人关于当
地市场行情及经营情况的汇报，听取
了安徽惠多利筹备组关于安徽惠多
利筹备情况的汇报。

4月 26日，汪路平出席了在盐
城举行的江苏惠多利公司一季度经
济工作会议并讲话。他要求集团化肥
经营单位密切关注宏观形势变化，通
过抓好质与量、专和博、行与言三个

统一，不断提高企业经营能力；在农
资板块整合中妥善处理好集体与个
人、长远与眼前、发展与整合三种关
系，立足平稳过渡，争做发展标兵；建
立专业化团队、实行集团化运作、加
强精细化管理，努力把握下阶段市场
行情，做好经营工作。
调研期间，汪路平一行还拜访了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有限公司和江苏
姜堰化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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