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农资流通协会换届 汪路平连任会长
办公室 徐寅杰
4月 20日，浙江省农资流通协会

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六届一次理事
会议在海宁盐官召开。省供销社发贺
信祝贺大会的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
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收支报
告、关于修改章程的议案，选举产生了
协会第六届领导班子，浙江农资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汪路平再次当选会长。
省供销社在贺信中肯定了广大会

员单位发挥的农资供应服务主渠道作
用，希望各会员单位把握现代农业发
展趋势，不断创新服务模式，锐意进
取、改革发展；不断拓展协会服务功
能，发挥纽带作用，当好政府参谋；不
断拓宽交流渠道，通过会员间业务协

同推进资源整合竞争力提升，实现行
业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汪路平作理事会工作报告，回顾
了第五届理事会的主要工作，提出了
六届理事会的工作思路。他在报告中
指出，协会要贯彻总社《关于推进农资
企业转型升级创新经营服务的指导意
见》的精神，加快推进会员单位转型升

级创新经营服务；要根据供销社“三位
一体”综合改革的要求，拓展规模化、
全程化、个性化服务；要贯彻总社《关
于加快推进电子商务发展的意见》文
件精神，加快融入互联网。

会议同时选举王仁炎、孔建强、朱
旭义、全磊、张少明、陈志浩、周智敏、俞
宏伟、陶维康、黄金华、舒海明、戴松国为

副会长，叶郁亭为秘书长，聘任金鼎为副
秘书长。会上，宁波市甬丰农资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台州市农资有限公司、嘉兴
市绿农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杭州萧
山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惠多利农资
有限公司、浙江农资集团金泰贸易有限
公司、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交流了农
资服务转型、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编辑部地址：杭州滨江区泰安路 199号浙江农资大厦 2508室 /邮编：310052/电话：0571-8766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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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委书记史济锡调研松州广场项目
野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袁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遥 冶这是对

生活的另一种热爱遥 走进浙农袁会发现许许多多热爱生活的
浙农人袁正用自己的慧心巧手为生活添加一抹亮色遥 这些小
物件并不复杂袁但是带来的乐趣足以点燃沉寂的日子遥

手冲咖啡
巴尔扎克曾说过，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

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很多人就因为这句话爱上了
咖啡，也有很多人因为咖啡爱上了这句话。
现在世界上比较流行的咖啡制作方式有三种：机器

制作、器具制作、手冲制作。其中手冲制作方式最大地保
留咖啡的原味，整个制作过程人的参与程度高，并且简
单易学、趣味十足。手冲咖啡对咖啡豆的品类要求非常
高，包括布粉、水质、水温、水量、水流，甚至连滤纸、手冲
壶的选择都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需要准备手冲壶、滤杯、滤纸、烧杯、温度计等
工具以及一手冲壶热水。将热水注入烧杯中进行温杯，
在水温到达 85℃至 92℃之间就可以备用，将磨好的咖
啡粉倒入滤纸中放入滤杯，将滤杯放在烧杯上。开始萃
取时，先将少量水注入咖啡粉中，使咖啡粉浸透（此过程
称为闷蒸）；待闷蒸完毕开始第二次注水，水流要细且均
匀，在粉面上以画圆的方式注水，这次注水占到整个萃
取量的 60%；第三次注入的水量占总萃取量的 30%，第
四次注水占到萃取量的 10%。最后，将滤杯从烧杯上方
移开，杯内就是萃取出的香气逼人的咖啡了。

作者院金诚汽车 虞佳

篆刻印章
篆刻艺术，是书法和镌刻(包括

凿、铸)结合，来制作印章的艺术，是
汉字特有的艺术形式，迄今已有三
千七百多年的历史。篆刻兴起于先
秦，盛于汉，衰于晋，败于唐、宋，复
兴于明，中兴于清。
我学习篆刻还是在初中，机缘

巧合接触到这门技艺。记得当时临
摹的以明清各大家为主，又以浙派
最为喜欢，如西泠八家、赵之谦等
大家都是我仰慕的对象。依我的浅
见，篆刻不过是一种形式，通过石
与刀、书法与章法将个人的一点小
想法体现于方寸之间。“家在江
南”，寓意自己对故乡的自豪与喜
爱而已。

作者院惠多利 阮天海

“小轩容膝闲情广，疏竹栖人幽趣深。”
在“素馨”花艺工作室，日日与花为伴，一本
书，一杯茶，足矣！闲暇时自己动手插花更
是一种美的享受。
永生花，又叫“永不凋谢的鲜花”，象征

“爱永恒”，永不凋零的爱情。她是使用玫
瑰、康乃馨、蝴蝶兰、绣球等等鲜花，经过一
系列工序加工而成的干花。永生花的颜色
非常多，单色、多色、甚至彩虹色。永生花的
花语是“守护的爱”，亲手制作永生花插花
送给爱人、朋友，已不仅是一份礼物，更是

一种庄重的承诺。
DIY永生花插花可以选择礼品盒、玻

璃花房或者陶盆作为容器，花材尽量多准
备一些，才能有饱满的效果。关于颜色的搭
配，我个人偏好“多种治愈色混搭”，如粉色
+粉蓝 +粉紫 +鹅黄的混搭，主要以浅色
为主，点缀少量深色花材。永生花很脆弱，
制作的时候一定要轻拿轻放。制作好后要
放在干燥的地方保存，否则会因为潮湿而
产生皱纹。

作者院投资发展 胡天培

插花

缝手袋
手工课对于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这个时期的孩子处在直觉行动思维时期，手工制
作的过程为思维的进行提供了质感的素材，思维
分析能力和手部灵活性在这个过程中都会得到很
好的锻炼。我女儿活泼好动，专注力和耐心比较欠
缺，做手工课对培养这些能力很有帮助，所以我非
常重视亲子手工。和她一起串珠、折纸、做包、废物
再利用，这个过程，我和女儿均收获颇丰。

这个手袋包，我和女儿花了两个晚上时间制
作完成。我在网上购买了制作材料包，跟女儿共同
规划了缝制的顺序，教女儿穿好线打好结后，指导
她按顺序依次将花朵缝制到包身上，缝合包身，最
后将手提和包身连接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女儿多次产生畏难情绪，遇到
不会的就想让我帮忙做，这个时候我需要耐心指
导，帮助她去克服困难。包包做好后，女儿非常满
足地说：“妈妈，这个包包是我们一起合作完成的，
好漂亮啊，我太开心了！”

作者院惠多利 戴丽月与女儿吴黛

都说龙井茶香，好茶须有好工艺，龙井茶倾注了炒茶人绵密的心思和大量
的精力。直到今天，高档龙井茶仍然主要靠手工炒制。龙井茶的炒制，不管是青
锅还是辉锅，讲究动作连贯，一锅到底。龙井茶炒制大体上有 12种手法，即抖、
搭、拓、捺、甩、抓、推、磨、压、荡、扣、扎。

炒茶机的出现极大提高了炒茶效率。以前，手工炒茶一天大约３－４斤，
如今机器炒茶一天可炒 30斤左右。但是，从外观上来讲，纯手工炒的茶色泽鲜
亮，叶片完整，机器炒的茶颜色暗黑，叶片易断；从口感上来讲，纯手工炒的茶口
感清新，回味悠远，机器炒出来的茶经不起细品。

手工炒茶是一项体力活，制作过程枯燥，所以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学习和
传承这项工艺，手工炒茶可能逐渐会成为老底子人的模糊记忆。而我，始终坚持
在业余时间纯手工炒茶，不为别的，只为奉上的那杯飘香清茶中有我最纯粹的
心意，只为不辜负家乡的那片茶园。

作者院浙农爱普 黄沣

炒龙井

办公室 陈江
4月 7日上午，中共丽水市委书

记史济锡在松阳县委副书记、县长
王峻和浙农控股集团董事长汪路平
等陪同下，到松阳松州广场项目调
研，肯定了浙农集团参与低效土地
转换和城市功能改造等方面的思路
与实践，并就加强政企协作、建好新
型城市综合体提出了具体要求。

史济锡走进松州广场项目现
场，察看规划设计图纸并询问了建
筑布局、功能定位及周边规划等情

况，对浙农集团积极推进地产业务
转型、深度参与松阳城市建设表示
赞赏。史济锡指出，浙农集团是省
属大型社有企业，在地产开发领域
具有雄厚的实力和丰富的经验，相
信能够把松州广场建成便利城乡
居民生活的示范性综合体项目。史
济锡要求松阳县委县政府持续关
注项目进展，加强政企沟通协作，
积极改进公共服务，营造更佳投资
环境，更好地支持浙农集团来松阳
投资创业。

绘制石头画
喜欢涂涂画画是孩子的天性，只要给孩子提供丰富的绘画材料，

孩子就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在我们夫妻俩的指导下，我儿子尝试在石头上画画，随即他的小

手中诞生了一只只活灵活现的小瓢虫，来看看我们这只可爱的小瓢
虫，是怎么画出来的吧！

我们和孩子一起搜集了不同形状的石头，拿回家洗干净晾干；准
备好丙烯颜料、水彩笔和一些手工材料（比如活动眼睛之类的）；然后
根据石头的形状，确定在石头上画什么；首先在石头上刷一层丙烯颜
料作为底色，等颜料干了之后，用水彩笔画上小瓢虫身体上的圆点和
头部；最后贴上两只活动眼睛，一只可爱的小瓢虫就出现啦。也可以
根据石头的不同形状，让孩子随意发挥，父母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动手
创作，享受亲子之乐。

作者院办公室 陈江与儿子陈易

史济锡渊右三冤听取松州广场项目汇报

开通网上庄稼医院 签订全程服务协议 赠送农资大礼包

2016年度春耕支农惠农服务活动在临海启动
办公室 金莉燕
3月 31日，浙农控股集团公司参

加了省供销社在临海市涌泉镇举行的
春耕支农惠农活动启动仪式。此次活
动以“创新服务供给，助推现代农业”
为主题。省供销社副主任沈亚平、台州
市副市长郑米良等领导出席活动。浙
江省农资流通协会会长、浙农控股集
团董事长汪路平在仪式上宣读了创新
农资服务供给倡议书，号召农资企业
创新服务供给、优化供应结构、推广智
慧农资，积极参与和融入“两区”建设，
全面服务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发展。

此次活动中，最受农民关注的莫
过于中农在线与临海市供销社现场签
订了网上庄稼医院合作协议，宣告临
海市网上庄稼医院的正式开通。区域
庄稼医院的最大特色就是面向当地、
邀请特色作物的专科专家坐诊。柑橘、

草莓等是临海市的特色作物，临海庄
稼医院的庄稼医生也以这两个作物的
专家为主。

据了解，这已经是我省过去不到
一年时间里开通的第 14家区域性网
上庄稼医院。目前全省已经有 500多
位庄稼医生入驻 14 家区域性网上庄
稼医院，与全省 600多家实体庄稼医
院一起，形成了为全省农业保驾护航
的强大技术力量。

而在展区现场，由浙农植保合作
社联合社带来的无人机引起了不少人
的兴趣，农户们纷纷围上前来询问关
于无人机作业的相关问题。已经尝试
过无人机作业的娄君国说，他所在的
合作社有 2500余亩地，以往统防统治
靠人工，成本高，效率低，如果用上无
人机，每亩地的种植成本能下降 30元
左右。

启动仪式上，浙农植保合作社联
合社、台州市惠多利就与当地专业合
作社签订了农资配供及测土配方、植
保服务协议，为当地农户提供粮食种
植的全程服务。浙农集团所属的我省
最大果蔬配送企业———浙江浙农茂
阳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也与台州市
农资公司、台州翼龙绿色农产品有限
公司三方签订西兰花种苗配供、种植
管理及农产品回购订单生产意向协
议，以订单农业的形式保障农户收
入。
另外，惠多利、爱普、金泰、石原金

牛等集团下属农资经营企业在现场设
置了农资优惠供应点，铺设展台为农
民提供商品展示、优质农资商品推介
等服务，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发放农业
技术、农资商品真假辨别、应用技术等
宣传资料和样品，促进新技术、新产品

的推广。与往年春耕期间主要送化肥
的做法不同，今年的农资礼包新意十
足，浙江忘不了柑桔专业合作社、临海
市涌泉柑桔专业合作社等 6家单位分

别领到了包括价值 1 万元的放心农
资、20万农资供应链金融授信、作物种
植技术解决方案和全年一对一专家服
务在内的大礼包。

浙江农资 胡大为
4月 12日，浙江石原金牛化工有

限公司位于宁波象山的生产基地———
宁波石原金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举行
开业典礼。浙江省供销社副主任、省兴
合集团总裁何忠民，日本石原产业株
式会社社长田中健一，象山县县长黄
焕利，省兴合集团副总裁姚曙光，控股
集团公司董事长汪路平、副董事长李
盛梁，象山县经济开发区主任石坚定，
石原产业本部长本多千元等出席典礼
并为新工厂开业剪彩。

何忠民对新工厂开业表示祝贺，
他希望公司充分发挥产销结合运作优
势，建立发展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经
营服务体系，不断深化与石原产业合
作，实现互利共赢。田中健一表示，石
原金牛象山新工厂的建立与石原产业

战略方向是一致的，石原产业将提供
丰富的经验技术，与石原金牛共同加
速扩展在中国的农药事业。

石原金牛象山新工厂是象山县加
快工业强县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象
山县县长黄焕利在典礼上希望新工厂
能加快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不断提
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象山县工业强
县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同时表示象山
县将尽可能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集团公司董事长汪路平希望石原
金牛新生产基地广大员工在生产管理
上坚持高标准；攻关技术，形成和增强
公司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技物结合，真
正将领先技术转换为高端产品，将高
端产品转化为全程服务。

典礼结束后，各位领导和嘉宾还
在石原金牛有关负责人陪同下参观了

新工厂办公场所和生产车间。
浙江石原金牛化工有限公司是浙

江农资集团与日本石原产业株式会社
于 2005年组建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
总部设在杭州。为扩大规模，2012年，
石原金牛选址象山县经济技术开发区
化工园区，开始建造新工厂。新厂占地
36亩，总投资 5000多万元，预计年产
值 3亿元。新工厂拥有颗粒剂、可湿性
粉剂、乳油、悬浮剂现代化生产车间，
配备全自动化生产线和先进分析仪
器，生产原药全部从日本原装进口，产
品均为低毒高效环保型。新工厂的建
成为石原金牛扩大产能，提高产品质
量，改善新品开发环境创造了良好条
件，也为石原金牛打造集生产、加工、
销售于一体的科技型农化企业奠定了
发展基础。

出席典礼的嘉宾参观新厂区生产车间

生产自动化 产品环保型

宁波石原金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