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作院浙农实业 陆钧承与爱人

牛油果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钾元素，口感像
牛油一般细腻，但是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这
个果型和梨一般大小的外国物种算不上好吃。中
国人大多喜欢味甜、清脆、多汁的水果，而牛油果
水分不多、外形呆板、口感干涩，甚至有人说“这是
我吃过最难吃的水果”。那怎样才能让这个营养丰
富但是口感不那么友好的水果变成集营养与美味
于一体的尤物呢？稍微花点心思就可以！

选一个熟透了的牛油果，外皮褐色，按一下有
点软就算熟啦！将牛油果半切开后掰成两瓣，用水
果刀横竖划十字刀，往外一掰开就可以轻易将果
肉取出；将果肉放入料理机搅拌，若无“专业装备”
也可直接用勺子压软、搅拌成酱；加入酸奶（以原
味酸奶为优），再加一勺蜂蜜可使口感更佳，随后
充分搅拌，使成酱的牛油果和酸奶完全融合；如果
想让营养更加丰富，那就加几勺即食型燕麦片，如
果想令色彩更加漂亮，可以撒上彩色巧克力粉珠；
最后，记得选一个好看的玻璃容器，来盛载这一美
味！

【牛油果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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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生在调研浙农集团时要求

把握经济发展服务升级主线 探索社有企业发展新模式

浙农实业 陶裕权
5月 10日，省供销社主任邵峰在松阳县委

书记王峻、丽水市供销社主任应勇军等人的陪
同下赴松阳美林·松州广场项目调研，听取了项
目公司的汇报，现场查看了工程质量和建设进
度。

邵峰走进项目现场，实地察看项目建设情
况，详细了解项目建筑布局、功能定位及进度安

排等情况。他肯定了浙农集团参与省内县级城
市开发的实践，高度评价了浙农实业打造城镇
商住综合体的发展思路，希望松阳项目能充分
利用地块优势，注重不同区域的设计和布局，突
出亮点，打造成松阳当地标志性的城镇商住综
合体项目。

邵峰希望松阳县委县政府及供销社持续关
注项目进展，支持项目公司做好工作。王峻则充

分肯定了实业公司在当地投资对松阳经济社会
发展的贡献，表示将全力协助项目的各项工作，
支持浙农集团和实业公司在松阳的项目建设和
运营，并希望浙农集团和实业公司在松阳积极拓
展新项目，为提高松阳商业地产发展水平、提升
松阳城市形象做出更大贡献。

据了解，松阳美林?松州广场项目位于松阳县
环城西路 150号，处于松阳县城中心区域，由浙农

实业独资开发。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占地 4.8万
㎡，地上建筑面积 5.3万㎡，地下总建筑面积 2万
㎡，绿地率 30%。项目分两期开发，拟建设含小高层
住宅、山体排屋、商业综合体为一体的城镇商住综
合体项目，将引进一系列时尚商业品牌，形成辐射
整个松阳的商住中心区域，有效提升当地城市生活
品质。项目一期于今年年初开工后，进度正常，质量
良好，计划于 5月底开盘销售。

省供销社主任邵峰调研松阳松州广场项目

浙江农资 胡大为
4月 29日，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与浙

江浙农茂阳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在诸暨举
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双方共建浙农茂
阳学院。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院长周文
根、副院长童铧彬，浙农控股集团董事长汪
路平、浙江农资集团总经理助理陈志浩等出
席签约仪式。农商学院周文根院长和浙农茂
阳缪宏德董事长分别代表校企双方签署协
议。浙江农资、农商学院及浙农茂阳有关方
面负责人参加了签约仪式。

周文根在致辞中对浙农集团介入农产
品配送行业，积极推动涉农业务转型表示赞
赏。他指出，浙农关注农产品安全的理念与
农商学院围绕“三农”办学的特色在方向上
是一致的。两家单位同属供销社系统，有很
好的沟通机制和合作基础，希望双方能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扎实推进项目落地，积极探
索建立产教融合新平台和新模式，不断提高

浙农茂阳学院办学水平，努力成为校企合作
的典范。

汪路平对合作协议的签署表示祝贺，并
希望将企业的实际需求与学校的人才培育
有机结合，共同办好浙农茂阳学院，为浙农
转型升级培养输送适应企业发展、满足市场
需求的人才。他同时要求浙农茂阳周密制定
发展计划，努力培育可复制的运营模式，打
通企业成长通道，不断提升公司在农产品配
送行业的竞争优势。

一直以来，浙农集团十分注重校企联合
培养人才，已在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杭
州汽车高级技工学校开设订单班。此次浙农
茂阳与农商学院签署合作协议，为校企合作
赋予了新内涵。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建浙农
茂阳学院，共同探索涉农人才学徒制培养模
式，还将在实训基地建设和农产品配送业务
上进行全面合作，实现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
合。

浙农茂阳与农商学院共推涉农人才学徒制培养

浙农实业 陆钧承
5月 6日，衢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伯

来在龙游县委书记方健忠和浙江浙农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红联等人的陪同下，到龙游
国际建材家居城项目调研，详细了解了项目的
规划定位、市场的区域划分，以及龙游县和实业
公司对市场的管理计划和未来发展规划等情
况，并现场查看了市场工程进度和质量安全状况。

李伯来实地听取了市场方面在加快经营
户入驻装修等方面的措施和计划，并走入商
铺，与正在进行装修的经营户亲切交谈，向经
营户询问购铺情况、主营业务以及对政府和建

设单位的要求。李伯来指出，浙农集团是省供
销社下属的大型企业，具备较强的项目开发实
力。龙游建材城项目的开发，对提升龙游的城
市发展水平有积极的作用，相信实业公司能把
建材城建成当地建材家居行业的示范性项目，
龙游县委县政府要持续关注项目进展，支持建
设单位做好开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好老市
场的关停、搬迁和划行规市工作。

龙游县委书记方健忠也充分肯定了实业公
司在当地投资对龙游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表
示将全力协助建材城的各项工作，支持浙农集
团和实业公司在龙游的项目建设和经营工作。

衢州市委常委李伯来
调研龙游建材家居城本报综合报道

5月 10日 -11日，省供销社副主任、兴合
集团总裁何忠民在浙农控股集团副总经理林昌
斌、浙农实业公司董事长戴红联等人的陪同下，
调研了浦江农副产品批发交易市场、龙游国际
建材家居城和龙游华都·首府等项目，听取项目
工程开发及销售情况的汇报，并对项目下阶段
工作提出要求。
在浦江农批市场和龙游建材城，何忠民听

取了项目公司关于业态布局、划行归市等方面
的介绍，了解了加快经营户入驻装修、确保年
中开业等方面的措施和项目开发面临的困难。
何忠民充分肯定了浙农集团和实业公司在项
目开发中付出的努力，高度评价了两个项目在
建设、销售、招商中取得的成绩，并表示省供销

社和兴合集团将一如既往的支持项目的各项
工作。何忠民要求项目部做好项目开业准备，
进一步加强招商，促进剩余存量物业去化，努
力建成当地示范性项目。

在龙游首府，何忠民对园区完善的配套设
施、优质的物业服务和良好的工程施工质量给
予充分肯定。他在听取项目汇报后指出，首府项
目率先成功试点“高周转、短平快”的开发模式，
达到了预期效果，并超额完成了效益指标任务，
实现了运作目标和经营利润的“双丰收”。何忠
民要求项目公司抓住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有利时
机，加大力度做好剩余房源销售；加强有效宣传
促销，加快商铺及车位去化速度；高度重视工程
扫尾，实现项目圆满交付使用；保持团队激情活
力，积极寻找后备开发项目，保持可持续发展。

何忠民要求促存量物业去化

都说唯美食和爱不可辜负，最平凡的食物里，永远能品尝到最不平凡的百味人生。美食带来的是一

种情怀，一段回忆，一片乡愁，一种人生。勤劳的浙农人里也不乏美食家，自己动手制作一道美食，用爱做

配方，分享幸福的味道。

爱与美食

制作院浙江农资 周颖颖

一直都相信，食物是有感情的，也一直都相
信，食物是一种能量，能安抚身体还慰藉心情。生
活应该是这样，用柔美和爱，包裹着智慧，绵绵不
断地在寻常日子里生出热情与爱，创造出能量，那
种让人更好的能量，由食物与爱组成。

时至五月，肥美的小龙虾上市，一股涌动的龙
虾风正愈演愈热。开开妈秘制小龙虾，做法简单，
却匠心独具，配以浓浓的汤汁，每一只都带着幸福
的味道。乘着夏天的风，自己动手吧，与家人一起
来一次与小龙虾的完美邂逅。

将小龙虾去头去筋，用盐水浸泡 10分钟，直
到鳃部呈现白色；黄瓜、藕片、尖椒、生姜、大蒜、大
葱、小葱、干辣椒等所有配料洗净切片、段；将小龙
虾入油锅炸至橘红色，且油里只冒均匀的小泡，捞
出；锅里放入适量底油，将所有配料煸香，将炸好
的小龙虾和黄瓜、藕片放入，继续煸炒片刻，使得
肉质更加紧实 Q 弹；加入料酒、糖、盐、少量生抽、
自制辣酱（没有辣酱的也可以换成豆瓣酱或老干
妈）加水至没过小龙虾，大火煮开换中火继续煮；
中火煮约 15分钟，汤色变得略浓稠，小龙虾入味，
放入葱段调香，出锅装盘。

制作院明日控股 张惠仪

每当下班埋首在厨房里，我都常有种奇妙的
感觉，仿佛日常的现实喧嚣渐渐变得模糊，而心中
某个沉睡的部分正在被唤醒。看着姜葱下锅噼噼
啪啪弹跳着香气四溢，慢炖的菜肴咕噜咕噜地冒
着小泡，闻着弥漫开来的香味，一天紧绷的神经也
慢慢舒缓下来。饭后来点草莓甜饼做小点心，一天
的幸福就变得圆满了。
饼干原料准备黄油 68克、汤粉 50克、蛋糕粉

130克、杏仁粉 20克、鸡蛋 1个，果酱原料部分准
备草莓果茸 100克、糖 20克、麦芽糖 10克、鱼胶片
2克；将饼干所需原料混合成面团，将面团放在不
粘垫上，盖上保鲜膜，用擀面杖擀至 3毫米厚，然
后放进冰箱冷冻；准备 1大 1小两个心型模具，将
冷冻后的面团刻成心型，将两个黏成一个饼干；将
草莓果茸加糖加水化开后加入麦芽糖，鱼胶片泡
冰水软化，放进草莓酱搅匀；将果酱放进心型饼干
内，放入预热至 180度的烤箱，烤 20分钟后即可。

制作院明日控股 何微微

忙碌的工作，疲惫的生活，健身逐渐成为了我
释放压力和宣泄情绪的最佳且唯一途径。洒下的
汗水如同来路的光芒，照亮了我一直努力前进的
方向。身体的酸痛如同警醒的训诫，提醒着我你还
需要变得更加强大。当一天繁琐的工作结束后，我
会带上我的拳套、约上我的教练，开启泄压模
式———打拳。回到家，做个快手又营养满满的健身
餐，好好犒劳一下自己的胃。这种幸福而又满足的
感觉让我重燃斗志。

鸡胸肉洗净放入高压锅，水没过鸡胸肉，高压
锅汽鸣后十分钟出锅；将鸡胸肉撕成鸡丝，拌入橄
榄油、咖喱粉、盐、味精；小番茄用开水烫过后去
皮，加入适量白糖，放冰箱腌渍，一般放过夜会比
较入味；鸡蛋冷水下锅，水滚后煮五分钟，捞出凉
水里浸一会儿，就能收获一枚溏心蛋；青菜水煮捞
出后加麻油、盐凉拌；番薯煮好后加入咸口的奶
酪，推荐爱氏晨曦的奶油奶酪；最后美美地摆盘，
配上一杯美式咖啡，能量满满。

制作院华都股份 张文萃

走在济宁街头，“甏肉干饭”的招牌随
处可见。济宁第一特色名吃，非甏肉干饭
莫属。自京杭大运河开通，南方的大米从水路运往
北方，运河边的济宁获益匪浅。人们开始把用陶器
炖出来的肉和米饭放在一起吃，后又增加了卷煎、
面筋、肉芯丸子、海带和鸡蛋，逐步发展为今日的
甏肉干饭。

甏肉干饭选肉，必须是鲜嫩薄膘的五花肉；
甏，必须是江苏宜兴生产的深型砂罐。肉和米分开
在不同甏里制作。烹制甏肉时，肉条、面筋、剥皮的
熟鸡蛋、豆腐丝、海带及葱姜等调料一起入锅，文
火慢炖。食用时，从甏里盛出甏肉和米饭，淋上汤
汁，再配以腌辣椒，唇齿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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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院明日控股 王嘉

幸福就如甜品的味道，每一道甜品都有一个
故事；生活就如一道道甜品，不品尝怎会知道哪道
甜品更合适自己。繁杂的工作已然占据了一大半
的时间，如何让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是我每天都
在追求的。我喜欢研究甜品，亲手制作一道甜品，
让家人感受幸福的味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我最爱的香草奶冻制作
方法：首先准备鱼胶片、淡奶油、纯牛奶、砂糖、半
根香草豆荚、芒果、2个器皿；把 8g鱼胶片在冷水
里浸泡，期间将半根香草豆荚、淡奶油（125g）、纯牛
奶（125g）、砂糖（40g）放入可煮炖的 a器皿里，用小
火慢煮，直至沸腾，然后盖上盖子，待香草味出来
即可；在 b器皿中，放入淡奶油（200g）、纯牛奶
（90g）；将鱼胶片放入 a器皿，然后将液体倒入 b器
皿中；最后，b 器皿中的液体倒入杯子，冷藏 1晚；
第二天将芒果切块，放在奶冻上，美味的香草奶冻
完美呈现，即可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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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甏肉干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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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院华都股份 徐罗君

食饼筒又称麦油脂，是浙江台州特有的传统小吃，每逢立夏、端午这样的传统节日，家家户户都会为这个“筒”忙
活起来。读书在外的时候最想念这个味道，每次妈妈为了做食饼筒都需要起一个大早。现在想来，食饼筒不仅是家乡
的味道，更是妈妈的味道。

食饼筒需要十几道配菜：土豆、茭白、鸡蛋丝、清炒豆芽、莴笋、红烧鲳鱼、蛏子、蒜苗肉丝、生姜炒肉、鱿鱼炒扁豆、
洋葱炒香干等等，准备好配菜，已是满屋子菜香，诱得人垂涎欲滴。每当菜做得差不多了，就去店里买早就预定
好的饼皮，包食饼筒的皮子又薄又韧，配上热乎乎的菜，才是真正的好味。食饼筒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将
各种小菜卷起来直接食用，另一种是包好后下油锅煎一下，风味迥然不同。

︻
食
饼
筒
︼

办公室 陈江
5 月 20 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

书记、理事会副主任李春生在浙江省供销社党委
书记、理事会主任邵峰等陪同下到浙农控股集团
总部调研，参观“浙农视界”企业形象展厅并听取
了公司董事长汪路平关于企业改革发展有关情
况的汇报，充分肯定了浙农集团近年来在为农服
务、转型升级、创业创新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
的成就，希望公司牢牢把握经济发展和服务升级
两条主线，主动融入、积极参与供销社综合改革
大局，为探索新时期社有企业发展新模式作出更
大贡献。

李春生在展厅听取讲解时，关切地询问了公
司近几年发展态势和主营业务结构等情况。当了
解到浙农集团在行业不景气的条件下仍然保持
强劲发展势头，且多个主营业务取得或保持行
业、区域领先时，他对浙农内生性创业动力、走出
去战略布局和新时期转型思路都给予了高度评
价，并勉励公司巩固发展势头、夯实经营基础，不
断增强社有企业自身活力和抗击打能力。

李春生在“益农宝”APP 电子展示屏前驻
足许久，兴致勃勃地听取了“智慧农资”服务平
台建设成果汇报，并愉快地回忆起 2014 年调
研“智慧农资”平台初创阶段工作时的情景。李
春生表示，“智慧农资”平台以网上庄稼医院为
基础，有利于农资服务与电子商务的融合，能
体现供销社系统优势和农资企业特色，是农资
电商中相对稳健和成熟的做法，值得认真总结
经验并优化推进。他希望浙江省社和浙农集团
加强对农资电商盈利模式的研究，加强与总社
供销 E 家、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先进企业的交
流合作，优化运营方式、提升服务水平、找对发
展路子，发挥好方便农户、促进业务、树立形象
等各方面功能。

李春生还详细了解了浙农集团在加强企业
党建、开展文化创建、参与公益事业与加大员工
帮扶等方面的情况，肯定了公司在党组织战斗
力、员工凝聚力与企业软实力各方面的工作，并
希望公司与系统各级单位加深交流、互通有无，
为供销社文化建设发挥更大作用。

李春生渊左四冤在邵峰渊右三冤的陪同下参观野浙农视界冶展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