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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农经验亮相全国农资创新现场会
办公室 徐寅杰

9 月 27 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农资企业创
新经营服务现场推进会在四川绵阳举行，总
社副主任骆琳出席会议并充分肯定了近年来
全国供销社农资企业在创新经营服务工作当
中取得的成效，要求供销社农资企业进一步
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提高对创新农资经营服
务重大意义的认识，继续推动农资行业的健
康可持续发展。包括浙江省供销社副主任沈

亚平在内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供销社分
管领导和农资龙头企业主要负责人等与会。
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汪路平在会上
做了典型经验交流。

汪路平的发言以“借力改革、全面对接，加
大农业综合服务实践探索”为题，从浙农建设为
农服务五大平台，拓宽涉农产业发展格局；坚持
有限多元化发展战略，反哺涉农主业不断壮大；
融入供给侧改革新实践，探索农业综合服务模

式等三个方面介绍了浙农集团在创新经营服务
方面的探索实践与经验。

现场推进会结束后，沈亚平与汪路平等来
到 2016 全国农资科技博览会开幕式现场，参
观浙江中农在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及浙江省
有关专业合作社展台。沈亚平详细了解智慧
农资平台和网上庄稼医院的建设情况，希望
中农在线坚持特色，不断优化完善平台功能。
在浙江永丰鲜果专业合作社的展台，沈亚平

详细询问了柑橘种植基地的情况，肯定了合
作社的生产管理模式，希望合作社能够将市
场扩展到全国各地。
在川期间，沈亚平还在汪路平的陪同下赴

成都调研华都·云景台项目，听取项目公司关于
项目规划、开盘销售情况的汇报，要求项目公司
抓住当前房地产市场有利时机，再接再厉，继续
抓好住宅销售工作，提早做好商业部分的销售
准备。

浙江农资 胡大为
9月 29 日，在四川绵阳举办的 2016 全

国农资科技博览会上，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
通协会正式发布了“2015 年中国农资流通企
业综合竞争力排名（前 100 名）”，浙江农资
集团有限公司列榜单第三名（前两位为中国
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中化化肥控股有限
公司），这也是浙农集团连续 6 年蝉联中国
农资流通企业综合竞争力排名前 3 甲。中华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
骆琳等领导为获得“2015 年中国农资流通企
业综合竞争力排名（前 100 名）”的代表颁发

了证书。
目前，“中国农资流通企业综合竞争力排

名（前 100 名）”名单已连续 6 年成功发布，为
企业开展对外宣传、吸引市场关注发挥了积极
作用，也为政府选择优秀企业、树立行业榜样、
鼓励企业做大做强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2015
年农资流通行业在经历行业转型升级阵痛的
新环境与新常态下，积极进取创新经营服务，
成功克服了诸多困难，2015 年中国农资流通
企业综合竞争力前 100名企业，营销实力、服
务水平、网络建设能力和企业管理等都较往年
呈现增强态势。

浙江农资再列中国农资流通企业
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三

浙农实业 黄洁
9月 30 日，建德市委书记戴建平一行调

研正在试营业的建德浙农农副产品综合批发
市场，听取了市场建设及运营情况的汇报，并
深入市场走访，与经营户亲切交谈。戴建平对
市场前期的建设、招商、开业等工作表示了肯
定，同时指出，建德浙农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
场是建德市的民生工程、菜篮子工程，市场方
面应关心经营户，不断优化经营环境，确保各
类农副产品的有序供应，做好食品安全监督
工作。

据悉，建德浙农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由
浙农实业投资建设并于 9月底试营业。该项目
的建成标志着建德市原桥东批发市场的成功
搬迁。试营业期间，市场购销两旺，经营户对新
市场的销售业绩及经营、交通环境均表示满
意。为回馈建德市民对新市场的支持、感谢老

市场经营户对新市场的信任，公司推出连续两
天的国庆促销活动，累计到场消费人数超 3.5
万人次，市场日均营业额超百万元。

建德浙农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是浙农
实业在建德投资建设的过渡性农批市场，地处
建德南部门户———更楼街道，毗邻各大交通干
线，区位优势良好，具有较强的市场集聚能力
和辐射能力、较好的投资经营前景。市场占地
面积约 23000㎡，建筑面积约 5000㎡，含营业
房 25间、固定摊位 89个及部分自产自销临时
摊位；设机动车停车位 166 个、非机动车停车
位若干；经营品种覆盖蔬菜、鲜肉、豆制品、海
鲜、干货等二十多个种类。

浙农实业将依托区位优势，以临时市场为
基础，在建德当地进一步培育及拓展市场，为
后续大型综合性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投资建
设奠定基础，更好为建德人民服务。

建德市委书记戴建平
考察浙农农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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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5-16日，第十一届“浙农杯”篮球
赛小组赛在江南实验学校和雪狼体育中心
篮球场举行。今年共有 9支队伍参加比赛，
其中浙农集团队、金昌汽车队、惠多利队、明
日控股队、实业投资队、爱普公司队、华都股
份队、金泰贸易队等 8支队伍参加小组淘汰

赛，上一届冠军金诚汽车直接晋级决赛。经
过两天激烈的比赛，华都股份队、金昌汽车
队、金诚汽车队进入前三强，将在接下来两
个周末的比赛中争夺冠军宝座。

渊人力资源部 赵杰钢冤

团体总分四强

浙农联队尧惠多利尧明日控股尧金泰贸易

各项目冠亚季军

男单院孙卓晖渊浙农联队冤尧杨建中渊明日控股冤尧申屠巍渊惠多利冤
女单院林楚依渊浙农联队冤尧向晶渊金泰贸易冤尧肖和娉渊浙农联队冤

混双院朱秉武/郑晓枫渊惠多利冤尧周晓鹏/王玲莉渊华都股份冤尧陈栋/肖和娉渊浙农联队冤
男双院申屠巍/朱秉武渊惠多利冤尧孙卓晖/何新华渊浙农联队冤尧杨建中/陶水华渊明日控股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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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5、16日，第 11届浙农金秋文化
节羽毛球比赛在江南体育中心室内球馆顺
利举办。本届羽毛球比赛设男单、女单、混双
和男双共四个项目，共计 10支队伍 56名选
手报名参赛。最终，浙农联队、惠多利队、明
日控股队、金泰贸易队夺得团体前四强。

比赛异常激烈，选手们充分发挥自身实
力，因为每一场比赛都关系到小组能否顺利
出线。赛场上精彩不断，一个个势大力沉的
凌厉扣杀彰显了队伍的不俗实力，轻巧敏捷
的网前轻吊、精准绝妙的底线回球更展现了
选手们的十足干劲。观战的啦啦队更是使出
浑身解数，为球员们呐喊助威。

各比赛项目进入决赛阶段时，更显胶
着。只见空中的羽毛球时而像一只只轻盈的
小鸟，你来我往；时而像一道道闪电利剑，在
空中不停的来回激战，让人眼花缭乱；时而
连续扣杀，击球时发出的“砰、砰”声，个人技
术展现的淋漓尽致。交替上升的比分使得每
一位啦啦队员的神情更为专注，加油欢呼声
更为热烈。

赛场上，除了选手们积极地投入比赛，
更有一群可爱的工作人员，以一丝不苟的态
度为比赛提供服务保障，展现了浙农员工积
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渊团委 王嘉冤

巧手筑梦：
员工亲子活动温馨感人

“舞秋风，漫天回忆舞秋风……”10月 21
日下午，一阵阵优美的歌声从浙农大厦 3楼
会议室传出来。现场灯光闪耀、气氛火热，观
众熙熙攘攘，音乐声、喝彩声、尖叫声和掌声
不绝于耳，一场音乐盛宴———“浙农好声音”
正在这里火热上演。 18位参赛选手实力秀

出歌喉，展示浙农好声音，吸引了大量观众观
赏助威。

据悉，共有 40多位选手报名参加此次歌
唱比赛，经过评委组严谨的初选审核，18位
优秀选手脱颖而出，进入决赛。当天比赛分
为两轮，第一轮由 18位选手现场捉对 PK，9
位胜者进入最终决赛一较高低。浙农实业选
手陈舒凭借优美的歌喉、火热的表演、优秀的
舞台表现一举夺得“浙农好声音”冠军；明日
控股王安丽、金昌汽车张凯、投资发展肖和娉
获得二等奖；投资发展朱怡君、金诚汽车刘夏
鑫、浙农爱普周孙蓉、浙江农资陆雨涵、金鸿
公司郑秀玲获得三等奖。
渊办公室 金莉燕/文 浙江农资 胡大为/摄冤

音乐盛宴：
“浙农好声音”唱出风采

周孙蓉

陆雨涵

王安丽

肖和娉

张凯

办公室 陈江
10月 17-18日，浙农控股集团董事长汪路

平到明日控股所属天津新启化工有限公司调
研，肯定了该公司初创期取得的成绩，并鼓励他
们继承和发扬浙农员工创业精神，扎实工作、稳
健发展，做塑化业务嵌入北方市场的生力军、跨
区域布局的排头兵、年轻员工勤俭创业的新榜
样。控股集团总经理助理、明日控股董事长韩新
伟等陪同调研。

据了解，为开拓华北区域塑化市场，明日控
股于 2014 年底注册成立了天津新启化工有限
公司，从进出口事业部选派年轻骨干开拓创业。
目前，该公司共有员工 14名，平均年龄不到 27
岁。2015年，公司塑化销量实现了从零到 5 万
吨的跨越。今年销量有望超 10万吨，经营利润
可达 500万元。

汪路平走进新启公司在滨海新区内租用的
简陋办公场所，与员工们一一握手并关切询问
了他们的籍贯、毕业院校、家庭成员、生活工作
和个人职业愿望等情况，勉励他们加强学习、安
心工作，在浙农大家庭内实现个人与企业共同
成长。汪路平还来到新启公司刚刚购置的新办
公场所，详细了解功能布局和装修安排，要求公
司立足长远、精心设计，力争以有限的场地实现
全面的功能，为商务接待和员工办公提供一个
较好的硬件空间。

在听取了新启公司董事长童会关于公司成
立以来运营情况的汇报后，汪路平对该公司在
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优异业绩表示祝贺。汪路平
指出，天津新启在短时间内顺利实现落地生根，
并建立了良好的资源渠道和稳定的客户群体，
充分展现了浙农集团的体制优势和新启团队的
高效精干，也充分展现了年轻员工的创业热情
和巨大能量，有望成为塑化业务开拓新区域又
一成功案例。他勉励新启团队珍惜浙农集团提
供的员工创业平台和价值分享机制，加快磨合、
加深融合、加大聚合，不断增强企业发展合力，
为提升公司整体价值和经营水平作出最大努力。

汪路平同时强调，要深刻认识当前宏观经
济走势和塑化市场自身规律，十分注意防范行
业系统性风险的传导、防范三项资金特别是应
收款风险的积累、防范跨区域发展中可能面临
的各类问题，在稳健原则下促进有质量的较快
增长。他要求明日控股加强对驻外企业的业务
指导和统筹协调，在资金、资源、人才、考核等方
面给予适当倾斜，更加关心外派员工的生活，为
实施“走出去”战略构建全方位保障服务体系。

韩新伟就进一步实施塑化业务省外发展战
略、加快新启团队磨合以及利用信息化等手段
加快模式创新等问题进行了部署，要求新启团
队保持和改善高效率运作优势，尽快成长为在
华北这个重要区域拥有核心资源的主流分销商。

汪路平鼓励新启化工做创业新榜样

10 月 15 日，第六届中国农资企业文化建设论坛暨农资行

业“时代工匠”颁奖典礼在山东临沂举行。会上表彰了 18 家农资

行业“时代工匠”企业和 16 位农资行业“时代工匠”人物。浙农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被评为工匠企业，浙北惠多利副总经理徐沛力、

新光塑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徐雪明被评为工匠人物。

10月 9日下午，金秋文化节员工亲子活
动在大厦三楼会议室举行，26组家庭、30位
小朋友，怀揣着对未来的纯真念想，用一双双
巧手，通过绘画、书法或手工艺品等形式，现
场创作，畅想未来、描绘幸福、书写美好。

工作人员装扮成白雪公主、白马王子，以
“萝卜蹲”的小游戏开场互动，点燃现场气氛，
孩子们纷纷自发上台玩起了游戏。尔后，现场
创作正式开始，小朋友们用他们的一双双巧
手，或书法、或绘画、或手工、或剪纸……巧妙
构思、巧手筑梦。作品完成后，孩子们还上台
进行了自我介绍、才艺展示以及作品讲解，展
现了浙农员工子女的自信与风采，赢得了一
阵阵热烈的掌声。工作人员细心周到地为每
一位小朋友准备了精美的礼物。在孩子们的
欢笑声中，在家长们的热烈掌声中，活动到了
尾声。

在活动的最后，小小浙农人们快乐地奔
上舞台，一齐以掌为印，集体创作了一幅主题
为“我爱浙农”的手掌画，表达了对浙农的拳
拳之心、殷殷之情。浙农职工的小家庭与浙
农大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风雨同舟、共
享幸福！

渊浙江农资 吴莹 吴晨冤

陈舒

薛梦

【金秋文化节】

喜 讯

投资发展部 喻志明
10 月 13-14日，控股集团公司副董事长、

浙江农资总经理李盛梁赴台州、宁波等地，调
研台州宝诚、临海宝诚、宁波宝昌宝马 4S店以
及宁波港城别克 4S店，对几家新店的并购工
作表示充分肯定，并勉励全体工作人员再接再
厉，提高经营能力，确保可持续发展。

金诚汽车在今年 7月完成了台州宝诚、临
海宝诚宝马 4S店的并购工作。李盛梁对金诚
汽车较快完成收购两家店的阶段性工作给予
了充分肯定。他指出，收购台州宝诚和临海宝
诚是集团汽车业务完善品牌网络布点的重要
一步，对金诚汽车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他
希望金诚公司认真总结本次并购过程中的经
验，台州宝诚和临海宝诚新的经营团队要以当
前的工作成效为基础，进一步理顺人员关系，
提升管理水平和员工、客户的满意度，改善制

约企业发展的软硬件条件，确保收购的平稳过
渡以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金诚公司下属宁波港城别克 4S店，李
盛梁希望员工保持创业的初心和开拓的勇气，
团结努力，奋力拼搏，做好客户积累、提升客户
满意度等工作，争取早日达成预期目标。

在金昌集团下属宁波宝昌宝马 4S店，李
盛梁强调，收购宁波宝昌是金昌集团加速并购
扩张的重要一步，宁波地区 4S店竞争激烈，宁
波宝昌要在做好自身经营工作的同时，积极开
展、协调地区各店的“同城协作”，发挥领头羊
作用，提高市场保有率。李盛梁指出，宁波宝昌
新的经营团队要植入金昌汽车的成熟模式，提
高行情把控能力，努力实现并购目标。

金昌汽车总经理章祖鸣、金诚汽车总经理
曾跃芳以及集团投资发展部相关人员陪同调
研。

李盛梁调研甬台地区汽车 4S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