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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集团销售额冲破 40亿创历史新高
办公室 徐寅杰
今年集团各业务板块抢抓市场机

遇，优化经营模式，销售规模稳步增
长，经营质量继续提高。10月实现销售
规模 40.75亿元（统计口径，下同），同
比增长 29.2%，创月度销售规模历史新
高。1-10月累计销售 354.3亿元，同比
增长 10.4%，预计全年销售规模 425亿
元。

农资板块加速转型。今年化肥市
场持续低迷，尿素出厂价格创近二十
年来新低。集团化肥业务坚持勤进快

销，加强行情分析研判，较好防范了跌
价风险，1-10月化肥销量下降 23.1%，
但高端复合肥、水溶肥保持旺销。中农
在线与省植保局合作开发的“植保在
线”APP 正式上线，网上农资商城
1-10月累计实现交易额 2.7亿元。浙
农茂阳农产品配送公司 1-10月份销
售规模增长 21.5%。金泰贸易与新安化
工联合设立的浙江农飞客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实施飞防面积 10万亩。石原金
牛宁波象山生产基地正式建成。
汽车板块持续扩张。今年车市逐

步回暖，尤其是三季度开始销售增速
加快。集团汽车业务凭借出色的营销、
服务与管理水平，在扩大现有 4S店销
售的同时，加大 4S店并购力度，今年
金昌汽车和金诚汽车共并购宝马 4S
店 6家。1-10月累计销售汽车 2.5万
辆，同比增长 32.3%，实现售后产值
10.5亿元，同比增长 26.4%，经营效益
明显提升。

塑化板块高速增长。伴随塑化市
场下半年持续升温，明日控股加强了
塑化行情研判并充分运用期现货结合

手段控制经营风险，相对精准地把握
了市场节奏，经营规模保持了高基数
上的高增长，并有效扩大了盈利空间。
1-10 月实现塑化原料销售 168.2 万
吨，同比增长 24.2%。

房产板块加速去化。在行业景气
的大环境下，华都股份集中精力抓好
在手房产项目的开发销售，加快车位、
储藏室等存量物业的去化。济宁金色
兰庭继续保持旺销，1-10月实现销售
6.2亿元；新项目成都云景台实现销售
2.3亿元，其他住宅项目也加快了去化

速度。浙农实业各商业地产项目加快
了开发和招商进度，龙游国际建材城、
浦江农产品批发市场、建德农批市场
均已陆续开业。1-10月集团房地产签
约销售 32.8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1.5%。

投资板块日益壮大。随着互联网
金融公司———浙农金服的上线运行，
浙农投资发展公司的业务已经涵盖了
固定收益、基金管理、小额贷款、互联
网金融等多种业态，新业务也在拓展
当中，集团类金融板块规模不断壮大。

办公室 金莉燕
11月 17日袁由中国社科院农发所党委委员苑鹏率领的第三方评估专家小组到浙农集团调研供销社综合

改革情况遥 省供销社监事会主任施祖法和浙农控股集团董事长汪路平陪同考察了浙农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中
心和野浙农视界冶展厅遥专家组成员对浙农取得的成就表示充分肯定袁并对智慧农资和电商平台业务的开展给
予了高度评价袁鼓励浙农将电商业务做精做强遥图为苑鹏渊中冤一行在浙农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观看水肥一
体化系统操作演示遥

近日袁从宝马渊中国冤传来喜讯袁今年前三季度袁金昌汽
车超额完成厂家的各项主要业务指标袁 在 20大 BMW经
销商集团中综合排名第一袁 在 10大 MINI经销商集团中
综合排名第一遥 金昌汽车旗下 BMW尧MINI4S店更是拿下
了全国综合排名各组冠军遥

2016 BMW前三季度全国综合排名成绩
绍兴宝顺 A组第一名
诸暨宝顺 B组第一名
杭州宝顺 C组第一名

2016 MINI前三季度全国综合排名成绩
宁波宝湖 A组第一名
绍兴宝湖 B组第一名

渊金昌汽车 吴继军冤

石原金牛 李晓勤
11月 1-2日，浙农集团董事长汪

路平一行赴日本访问石原产业株式会
社，并出席了石原金牛三届七次董事
会。在日本大阪石原产业总部大楼，汪
路平与石原产业社长田中健一、生命
科学部本部长本多千元等人进行了友
好交流。

双方愉快地回忆了今年 4月在石
原金牛宁波象山生产基地开业典礼时
相见的情景，一致肯定了石原金牛在
经营管理、市场拓展、团队建设等方面

取得的成绩，共同表示将进一步重视
和支持石原金牛的发展壮大，更好地
发挥石原金牛在浙农农资经营中的生
力军作用。汪路平热情邀请田中健一
参加石原金牛明年秋季在中国举行的
董事会，田中健一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在石原金牛三届七次董事会上，
汪路平充分肯定了石原金牛近几年取
得的成绩，要求公司班子进一步做强
企业，充分发挥合资双方强强合作的
优势，继续提升规模、效益，克服困难
再创佳绩；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和引

进，完善农技员、业务员、管理人员等
不同类型人才培养机制，建设好区域
骨干队伍；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加强
“三项资金”和费用控制，关注汇率变
化，同时加强行业学习交流，努力与国
际优秀农药企业接轨。

浙江农资总经理助理陈志浩、浙
江石原金牛董事长蔡永正等随同访
问。在日期间，汪路平、陈志浩还拜访
了日本日龙永濑株式会社本部长田村
秀禾等，就双方开展农业产业化项目
进行了友好交流，达成了初步意向。

汪路平率队访问日本石原产业

办公室 陈江
11月 4日，浙农控股集团副董事

长李盛梁赴江苏常州走访中天钢铁集
团公司，与中天钢铁董事局副主席高
一平就加深和扩大双方业务交流合作
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双方一致认
为要在巩固现有合作成果基础上，大
力支持明日国贸公司扩大经营中天钢
材业务量，进一步确立牢固持久的厂
商合作关系。

李盛梁介绍了浙农集团的基本
情况，感谢中天钢铁领导的热情接待
及长期对浙农钢贸业务的支持。李盛
梁表示，稳步扩大钢贸业务是浙农壮
大传统物资流通主业的重要选择，而

中天钢铁是公司发展钢贸业务的支
柱性资源厂家。近十五年来，中天集
团的成长速度、发展成就有目共睹，
已经成为华东乃至全国最具实力的
民营钢铁企业之一，在浙江钢铁市场
上亦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力。浙农集团
对中天钢铁的发展历程和创业精神
深感钦佩，对中天的文化理念非常认
同，公司愿以更大力度促进双方在传
统建材钢铁业务方面的对接，并对开
拓新型特种钢材业务等方面的合作
充满信心。

高一平在交流中表示，浙农集团
独特的员工创业体制令他印象深刻，
他本人对巩固和扩大与浙农的业务合

作充满信心。他详细回顾了中天钢铁
创业十五年来的历程，介绍了其在体
制机制、技术创新、应用服务和多元探
索等方面的情况，希望双方加快更广
阔业务领域的对接与合作。高一平表
示，中天与浙农地理相邻、文化相通，
应以此次走访为契机，继续多走动、多
交流、多联络，建立更加畅通便捷的高
层沟通渠道，为争取在钢贸领域实现
更大突破创造条件。

据了解，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年产钢能力超 1000万吨，连续十二年
荣列中国企业 500强。近年以来，中天
钢铁产品在明日国贸钢材经营量中的
比例超过 50%。

浙农控股深化与中天钢铁交流合作

办公室 王纪纹
11月 5-6日，黑龙江倍丰农资

集团总经理李海平率队访问浙农集
团，受到浙农控股集团副董事长、浙
江农资集团总经理李盛梁的热情接
待，双方就农资企业转型及管理经验
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双方共同表
示，将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优势
互补、互利共赢，推动企业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

李盛梁热烈欢迎倍丰集团客人
的到访，介绍了浙农集团的发展历
史、业务经营情况等，着重就公司员
工创业体制、母子公司管理机制进行
了说明。李盛梁表示，倍丰集团在农
资行业内具有重要影响力，在农业资
源和市场网络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希望双方积极开展交流与合作，建立

紧密联系，促进共同发展。
李海平感谢浙农集团的热情接

待并表示，浙农集团取得的发展成
就令人钦佩，浙农集团的创业精神、
经营理念、管理经验等各方面值得
倍丰集团学习借鉴。李海平详细介
绍了倍丰集团的业务板块、资产状
况和发展定位等情况，并希望以此
次交流为契机，与浙农集团及所属
业务单位进一步加强信息沟通，深
入开展互惠合作，推动两省农资行
业转型与发展。

座谈会上，双方职能部门就人
事、资金、股权、薪酬等多个管理专
题进行了交流探讨。来访期间，李海
平一行还参观了“浙农视界”企业形
象展厅，对浙农集团企业文化表示
高度赞赏。

倍丰农资总经理李海平
到访浙农

浙江农资 胡大为
11月 4日，由中华合作时报社、

中国农资流通协会、中国农资传媒、
中国东盟农资商会共同主办的
2015-2016全国百佳（优秀）农资经销
商颁奖典礼在江苏南京隆重举行。中
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主任诸
葛彩华等领导到会祝贺并为获奖代
表颁奖。来自全国化肥生产、流通龙
头企业及 30个省市自治区的 800余
名优秀经销商代表参加。

精准扶贫重点在农村。今年中华
合作时报社、中国农资传媒启动了寻
找十佳农资“扶贫榜样”活动，实地探
寻那些最真实的扶贫故事。在当天的
颁奖典礼上，主办方公布了“2016中
国农资行业精准扶贫十佳榜样”名

单，浙江农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10家
流通企业及云天化等 10家生产企业
获此殊荣。一直以来，浙农集团坚持
服务“三农”宗旨，每年组织专家赴基
层开展科技指导活动 500多次，提升
基层农户科学种田水平，通过免费赠
送和优惠供应等方式直接面向农民
的农资商品货款让利金额超过百万
元，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项目带动当
地农户致富。浙农集团还在省内贫困
地区建设了 6所“浙农 -阳光”希望
小学，切实履行企业公民的责任。

现场还公布了 2015-2016 全国
百佳（优秀）农资经销商名单，惠多利
及下属 21家单位、金泰贸易及下属 5
家单位，石原金牛及下属 2家单位榜
上有名。

公司精准扶贫工作受表彰
下属 28家单位获评行业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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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文化节】

11月 19日，由省社工会主办的 2016年省
社职工羽毛球混合团体赛在经贸学院羽毛球
馆拉开帷幕。省社本级共有 12家单位 107名运
动员参加比赛，浙农集团派出 6男 3女共 9位
队员参赛。比赛中，参赛选手们个个奋力拼搏，

过五关斩六将，每个球都打得激情四射、扣人心
弦。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最终夺得团体第二
名的好成绩。

渊人力资源部 徐赟冤

集团获省社 2016年羽毛球
混合团体赛亚军

11月 2日下午，第十一届浙农金秋文化节沿江健走活动火热开展，
400多名员工从浙农大厦出发，沿着钱塘江堤向刚刚举办过 G20会议的
会展中心方向行走。一路上，大家一边欣赏美丽的江景，一边谈笑风生，成
为江边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渊办公室 金莉燕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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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惠多利 123，我的家在阿里巴
巴农村淘宝平台，我的主人是浙江惠
多利肥料科技有限公司，我在 2016年
4月份出生，我是个彻头彻尾的新生
儿。

和许多不是头胎出生的婴孩一
样，我虽然不是在家人万众期待的眼
光中闪亮登场的，但是我也承载了家
人朋友们满满的希冀，我的兄长“惠多
利”、“浙农”、“江南丰收”继承了家族
的产业，靠着先辈们创下的网络一路
拼杀了好多年，给我们家族的兴旺发
达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可是时代
和变革的精灵总是不断地整出幺蛾
子，给我的兄长们出了很多难题，但是
我们家族的传统从来都不是甘愿做软
骨头的，不知道是哪位哲人曾教导我
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
要上”，革命传统一定要传承和发扬下
去，传统的产业遇到了难题，势必要开
拓新的产业和模式，我就是在这样的
环境下孕育而生的。

我的出生可不是一帆风顺的哦，
听主人说，关于把家安在哪里的问题
也是一波三折走了一点弯路的，刚开
始是安在 1688，可是因为这是一个
B2B的批发平台，达成交易的关键还
是 90%掌握在买家手里，买家的意愿决
定了走向的概率多了一点，果断放弃；
再后来是农村淘宝，有了当面和用户
直接交流和宣传的机会，相对老土的
农民伯伯可以直接摸得到网上的东
西、见得到电脑冰凉文字后面有血有
肉的商家、而且更加实际的是商家把
切切实实的实惠送到了自己的手里，
农民伯伯们不再觉得我们是虚无缥缈
的，我的家开始有点接地气了。

安了家，就要开始筹备装修了。因
为我家的选址有一点点晚耽误了时
间，可是农民伯伯们用肥的季节不等
人啊，又因为是第一年，完全还处在探

索和尝试阶段，主人最终决定把我的势
力范围划定在衢州、开化、江山、常山地
区，一切都显得那么仓促和手忙脚乱，
可把我的管家给累坏了。

为了不冲突兄长们既有的产业，
主人只得给我另外开辟，我的产业名
称是“速倍旺”，这就意味着所有的一
切都得重来，重新制作包装、重新进
行价格定位、重新进行网络布置、重
新给我物色新管家。我的管家可英雄
了：制作网页、装修店铺、产品定价、
确定佣金、跑市场、对接合伙人、搞农
化服务、开知识讲座、做客服、协调发
货、搞售后……南方销售季节结束，
我的产业有了第一桶金，虽然比不上
兄长们事业那么宏伟，那么大手笔，
但是初体验有这样的成果很好了。

像很多电视狗血剧和宫廷剧一样，
作为新生事物必定会遭到很多的不理
解和怀疑，害怕会损害到既得利益，有
点惶惑。

我是在准备不那么充分的情况下
来到这个世界的，我的后天成长需要充
足的阳光雨露，我的管家给了我精心的
呵护，她为了我的健康成长每天起早贪
黑、废寝忘食、东奔西走、唾沫横飞、激
情四射，我觉得做业务需要这样的激
情，赞一个！

我需要练就强健的体魄，打拼的时
候不能出一点小状况，因为我的产业是
新产业，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一些的
如产品质量、发货准确率、发货及时性、
物流配送等等方面，都容不得我出半点
差错。我的管家压力很大，他也曾感叹
身心疲惫、对我的成长产生过怀疑，对
我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忧心忡忡。

但是，我坚信，我是这个时代的产
物，尽管前方荆棘密布、困难重重，但我
一定会披荆斩棘，健康成长的。

渊本文系野畅想新浙农冶征文比赛一
等奖获奖作品冤

电商初体验
惠多利 杨金凤

征文比赛和摄影大赛
评选结果出炉

11月 9日，文化节活动组委会邀请了《农村信息报》总编杨辉、《杭
州日报》编委莫士安、《都市快报》编委陈军雄、控股集团工会主席王春
喜及办公室主任叶郁亭等对“畅想新浙农”征文比赛作品和“最美浙农
人”摄影大赛参展作品进行了评选。
最终，征文比赛中惠多利杨金凤的《电商初体验》获一等奖，华都股

份顾志玮的《快乐生活，简单工作》等 3篇作品获二等奖，浙江农资甘良
的《超越百年，铸就新浙农》等 6篇作品获三等奖；摄影比赛中，一等奖
空缺，浙江农资办公室胡大为的《绽放》等 3幅作品获二等奖，惠多利孙
正伟的《讲解》等 3幅作品获三等奖；本次摄影大赛采取微信投票和专
家评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比，微信平台得票数最高的 3幅作品获得
最佳人气奖，分别是明日控股周红的《笑傲高温》、金泰贸易卢子双的
《希望》和浙农爱普魏昌楠的《刨根问底》。

今年文化节的征文比赛和摄影大赛得到了广大员工的积极响应和
支持。征文比赛共收到作品 53件，广大员工用自己的生花妙笔畅谈对
公司改革、发展的建议想法，阐释对“新浙农”的畅想，描绘对自己及企
业未来的憧憬，抒发自己热爱浙农的情怀，展现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
摄影比赛共收到摄影作品 155幅，多角度、全方位诠释了“最美浙农人”
主题。 渊本报综合报道冤

11 月 12 日，连续阴雨多天的杭城迎来了难得的好天气。一大早，玉皇山脚
下的节义亭旁聚满了人，第十一届浙农金秋文化节登山活动就在这里开始。700
多位浙农员工一起和大自然来了一场亲密接触。

今年登山活动依然有短途和长途两种长度路线，短途路线全程 4 公里左右 ,
长途路线全程 12公里，共有 86位员工选择了长途路线。

在今年的登山活动中，浙农金服公司还特别推出了“登山丽影”摄影比赛，凡是
将登山过程中拍摄的照片投到浙农金服平台的，都有机会赢取蓝牙音箱、旅行三宝
等奖品，为登山活动平添一份生趣。 渊办公室 金莉燕/文 金泰贸易 陈晖/摄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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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9 日，随
着裁判的终场哨声
响起，江南实验学校
月明校区室内篮球
场上发出了阵阵欢
呼。经过 5个比赛日
共 9 场赛事的激烈
角逐，第十一届金秋
文化节之“浙农杯”
篮球赛冠亚季军尘
埃落定：金昌汽车勇
夺冠军、华都股份摘
得亚军、金诚汽车获
得季军。
渊人力资源部赵杰钢冤

篮球比赛：冠军花落金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