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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资讯

浙农集团等四家单位
合办名企管理精英跨界研修班

新 闻 速 览

●浙农集团成功注册 20 亿元超短期融
资券 5月 20日，控股集团超短期融资券在银
行间交易商协会成功注册，注册金额为 20亿
元，注册额度有效期 2年，发行期限 270天，
由工行、浦发、中行、农行、中信、民生、杭州银
行联席主承销，注册的资金主要用于偿还短
期银行融资和补充集团营运资金。此次超短
期融资券的成功注册，拓展了融资渠道，为控
股集团主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增强了保障度，
达到调整负债结构、降低负债成本的目的，同
时也增强了控股集团的社会认可度，展示了
集团优良的资信水平。

渊财务会计部 冯青冤
●40名优秀高校学子获得野浙农-阳光冶

奖学金 5月底至 6月初，浙江财经大学、浙江
工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先后举行第三届“浙
农—阳光”奖学金评选和颁奖仪式。浙江财经
大学的 10名优秀学生、浙江工业大学的 10
名优秀学生以及浙江农林大学的 20名优秀
学生分别获得 3000元奖学金。浙农控股集团
副总经理方建华、总经理助理韩新伟及浙江
农资总经理助理陈志浩分别参加奖学金颁奖
仪式。

渊本报综合报道冤
●松阳松州广场首开当日基本售罄 6月

9日，浙农实业下属松阳美林·松州广场项目
电梯景观公寓一期盛大开盘，推出了 5幢共
141套房源。开盘当日，约 600余组客户近千
人参加了摇号选房，现场销售异常火爆，开盘
后仅三个小时即完成认购 134套，去化率达
95%，认购额约 1.7亿元。

渊浙农实业 陶裕权冤
●浙农控股蝉联兴合集团会计同工种竞

赛冠军 日前，浙江省兴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员企业会计报表、财务分析评比结果揭晓，

浙农控股获兴合集团唯一的 2015 年度会计
同工种竞赛评比一等奖，继续蝉联会计同工
种竞赛冠军。近年来，集团和子公司分别深入
开展了财务基础工作同工种竞赛，不断提高
会计核算质量，加强财务管理工作。

渊财务会计部 何新华冤
●第二届农资营销订单班宣讲会在杭举

行 日前，第二届农资营销订单班宣讲会在浙
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召开，浙江农资集团人
力资源部、惠多利、金泰贸易和石原金牛的相
关负责人等出席，经贸学院行政处室相关人员
及 150多名大一新生参加了宣讲启动会。据了
解，截止目前，浙江农资已支付首届订单班学
习费用近 12万元。为更好地帮助学员成长，公
司协同学院为学员们量身定制了“教、学、实
践，1+1+1一体化”的教学培养模式，在瓶窑建
立实训基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外聘浙江大学
专业教授和邀请企业内部资深员工教学。

渊浙江农资 吴晨冤
●惠多利联合雅苒国际举办草莓种植技

术研讨会 5月 27日，由惠多利公司、挪威雅
苒国际共同组织的“浙江省草莓种植技术研
讨会”在建德举行。雅苒中国总经理刘金发、
惠多利总经理陈达会及来自浙江、上海的草
莓种植大户共计 260余人参加。研讨会上，农
技人员分别就草莓育苗，各阶段栽培、施肥用
药关键操作技术进行讲解指导，并结合实际
案例介绍草莓种植雅苒精确养分组合方案。
种植大户代表分享了草莓种植施用雅苒产品
的效果和体会。期间，与会人员还分组参观雅
苒产品与营养方案、雅苒智库 APP及雅苒公
司发展历程等现场展示。

渊惠多利 赵斌冤
●明日控股为患病员工捐款 21 万元 6

月 14日，明日控股党总支副书记兼总经理陆

跃翔及公司工会、团委负责人等赴浙一医院
住院部看望慰问明日石化患病员工王洪杰，
送去了第二期爱心捐款 113507.05元，也送去
了暖暖的爱心。去年 11月份，王洪杰突发急
性白血病，明日控股党总支、工会、团总支发
起了爱心捐款倡议，共计收到爱心捐款
213507.05元，其中，第一期爱心捐款 10万
元，在去年 12月 9日由明日控股董事长韩新
伟交到王洪杰手中。

渊明日控股 郭利强冤
●新光公司研发的野农业用光变换膜冶获

日本实用新型专利 日前，新光公司研发的农
业用光变换膜成功注册日本实用新型专利，
这是新光公司首次在国外注册实用新型专
利。农业用光变换膜是含有 RBI转光剂的一
种新型功能农膜。该膜经农田应用试验表明
具有增温调温、光肥效应、减缓病虫害、增加
产量、耐老化五大优势效应。

渊通讯员 周红冤
●济宁金色兰庭首个 野VR虚拟样板间冶

建成 近期，济宁华都·金色兰庭首创推出济
宁市首席 VR虚拟现实样板间，标志着济宁
华都在打造“智慧社区”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
实的一步。VR虚拟样板间可随时向消费者展
现多个虚拟现实样板房，且不同的设计风格
随意切换，极大地满足客户的个性化要求。体
验现场，准业主们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带上
“装备”，在虚拟现实中参观着自己的“新家”，
3D全方位呈现家居布局环境，多角度的空间
体验感，让人有如身临其境。

渊通讯员 张文萃冤
●安吉龙山玺园山体公园开放 6 月 5

日，安吉华都·龙山玺园山体公园完成升级改
造，正式对外开放，安吉华都在焕然一新的山
体公园内举办了首次嘉年华活动，吸引了 340

多组客户家庭参加。活动当天，山体公园上设
置了白面书生、挺过荆棘河、欢乐捞鱼、袋鼠
爸妈等众多游戏关卡。父母带着孩子，情侣牵
着手，或上前一试，或驻足拍照，在这方自然
惬意的小天地里，欢快的歌舞表演、好玩的互
动游戏，一下子拉近了与客户之间的距离。

渊华都股份 卢剑冤
●浙农小贷公司当选省小贷协会副会长

单位 6月 15日，全省小贷公司工作会议暨省
小贷协会三届一次会员大会在杭州召开。经
全体参会单位选举表决，并经省金融办审批
同意，浙农小贷公司当选为新一届省小贷协
会副会长单位。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浙农小
贷公司去年当选市小贷协会副会长单位，此
次又当选杭州主城区唯一一家省小贷协会副
会长单位，不仅充分表明了上级主管部门及
全省小贷同行对浙农小贷公司的认可和肯
定，同时也反映出公司稳健经营、阳光操作的
经营理念的正确性。

渊通讯员 周剑斌冤
●浙农农科成为余杭区 野农民素质教育

实训基地冶 近日，浙江浙农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下称“浙农农科”）被正式纳入余杭区农业
局“农民素质教育实训基地”。浙农农科现配
有培训教室及生产实践基地、农化检测实验
室等，可同时容纳 200余人培训，并与省内外
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为积极做好农民素质教育实训工作，浙农农
科开展了以“现代农业高效设施应用技术”、
“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的介绍与展示”以及
“农作物测土配方培肥管理技术”为核心的课
程，同时开设了“智能化育苗”、“水肥一体化
应用技术”等实践操作课程，以提高农民在现
代农业中的动手操作能力。

渊浙江农资 甘良冤

创业人物

浙江农资 吴晨
6月 18日，首届名企管理精英跨界研修

班第二次课程培训在浙农大厦举行，浙农控
股集团董事长汪路平出席并讲话。他充分肯
定了跨界联合研修班在促进学员开拓视野、
激发思考和增进友谊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
介绍了集团整体发展情况，希望与浙报传
媒、浙能集团和华数传媒等单位有更进一步
的跨界合作。

整个培训活动中，授课老师注重课程设

计和互动交流，立足现实案例，以问题促思
考，鼓励学员们畅所欲言，整个培训活动在
严谨有序、生动活泼的氛围中顺利推进。

据悉，首届名企管理精英跨界研修班是
浙报传媒、浙能集团、华数集团和浙农集团 4
家单位基于合作共赢、交流学习的共识，共
同探索企业管理干部培训体系和对外交流
合作的创新之举。研修班历时一年,包含 16
天课程和 2次名企游学安排，国内知名的咨
询公司和君商学院将提供课程设计与师资

力量，课程围绕“国势 +产业 +战略 +管理
+资本”的复合式知识结构来设计，涵盖了社
经大势与商业机会，产业思维与战略设计，
创新、转型和升级，市场营销与品牌建设，资
本经营,组织理论与设计，人力资源管理与领
导，财务管理与法务等八大主题课程，并注
重“实战 +案例”的授课讲解，鼓励“高管与
名师”之间的互动交流，以此达到有效提升
参训学员的领导能力与管理思维，充分开拓
其商业视野和个人知识结构的目的。

通讯员 虞佳
6月 4日，“一杆进洞”精英挑战宁波站

活动在启新绿色世界高尔夫俱乐部上演巅
峰对决，选手若一杆进洞就能够赢取新美式
旗舰凯迪拉克 CT6。在一番精彩挑战后，虽
然选手们最终都遗憾地与新美式旗舰凯迪
拉克 CT6失之交臂，但仍然享受了高尔夫运

动带来的乐趣。
2015年 11月，在凯迪拉克倾力赞助的

2015世界高尔夫球锦标赛 (WGC)-汇丰冠
军赛决赛轮激战中，韩国选手金庚泰在全长
213码的 17号球洞一杆进洞，以此意义非凡
的方式成为新美式旗舰凯迪拉克 CT6的全
球首位车主。2016年，凯迪拉克将“一杆进

洞”活动扩展至全国百余个球场，为所有高
尔夫运动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免费成为 CT6
车主的绝佳机会。今年 6月 5日，来自西安
的拓明昊先生，在西安秦岭国际高尔夫俱乐
部打出了人生第二个 HOLE IN ONE，赢走
了本届凯迪拉克 CT6“一杆进洞”精英挑战
赛上的第一辆新美式旗舰凯迪拉克CT6。

集团团委 金莉燕
5月 25日，共青团

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第六次代表大会在
浙农大厦召开，控股集
团党委副书记李盛梁
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
话。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周颖颖代表集团公司
第五届团委所作的工
作报告，并选举产生了
公司第六届团委。公司
党委办公室有关负责
同志、各级团组织书记
及各支部团员代表共
32人参会。

李盛梁代表公司
党委对第五届团委的
工作及公司团建成果
表示充分肯定，同时对
新一届团委和公司各
级团干部提出要求。一
是要坚定理想信念，当
好党的助手，加强学
习，树立正气，紧跟党
的步伐；二是要加强团
建工作，增强组织活
力，健全组织架构，将
理想教育与青年活动
有机结合起来，体现共
青团的活跃性和组织
的纪律性；三是要带领
团员青年担当发展重
任，倡导青年员工踏实
做好本职岗位工作，为
公司的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经大会无记名投
票选举并报请公司党
委、省社团工委批准，
共青团浙农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第六届委员
会由金莉燕、赵杰钢、
林楚依、倪亚运、王
嘉、吴莹、申琪婧、汪
世芳、蔡戴昊等 9 名
同志组成，金莉燕为
书记，赵杰刚、林楚依
为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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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团
第
六
次
团
代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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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凯迪拉克“一杆进洞”赢
CT6宁波站活动火热开启

蔡永正：忧患时长存信念 浮沉中坚守事业

办公室 金莉燕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起伏

是人生的常态，企业亦如是。”在
农药行业摸爬滚打了 30 年，浙江
石原金牛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蔡
永正感悟最深的就是这点。1986
年，刚从浙江农业大学化肥农药
专业毕业的蔡永正进入了当时的
省农资公司农药部。

十年后，蔡永正迎来了职业
生涯的第一个转折点，被派往石
原金牛的前身———浙农农化实验
厂担任厂长。从单纯的销售技术

转到经营管理岗位，对他自身是
个巨大的挑战。蔡永正接手农药
厂后，敏锐地意识到规范化是农
药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并立即
着手申报资质的工作。次年，浙农
农化实验厂顺利拿到国家化工部
批准的农药生产定点资格。

蔡永正常说，危机不在眼前，
就在来的路上。就在公司稳步发
展之际，1998年公司遭遇了“伏草
星”药害事件，由于配方原料杂质
不稳定，省内近 10 万亩水稻在使
用“伏草星”后产生药害，公司当

年亏损逾 300 万元，随后进入了
长达六七年的低谷期，一度濒临
倒闭。

在困境中，蔡永正开始思考
公司赖以生存的根本。是产品？是
技术？还是品牌？

在当时的市场情况下，高毒
农药在中国占领了很大的市场份
额，农民们更多地追求眼前的利
益和效果，然而高毒农药对人体
和环境带来的巨大影响逐步显
现。蔡永正意识到，随着市场经济
的日趋完善，农业必然会向高效、
绿色方向发展，人们的环保意识
也会越来越强，高毒农药势必为
市场所淘汰。随后，公司停止了高
毒农药的生产，坚持经营高效低
毒农药。进入 2000 年以后，公司
开始尝试进口一部分高端农药，
同时在困境中不断摸索出路。

90 年代的中国农药市场，杀
虫剂占到市场份额的 70%,除草剂
占 20%，而杀菌剂仅占 10%左右。
而在世界农药市场中，杀菌剂占
了 40%左右的份额，杀虫剂和除
草剂各占 30%左右，处于相对平衡
状态。“这就说明，杀菌剂在中国有
很大的市场空间。”蔡永正认为。

进入 2004 年后，公司与日本
石原产业的合作日趋紧密，成为

转型的一个契机。2005年，中日合
资的浙江石原金牛化工有限公司
正式成立，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家
中外合资的农药经营贸易企业，
并拿到了日本石原产业新型专利
产品 20年的全国经销权。为了适
应市场需求，石原金牛重点经营
高效低毒的进口杀菌剂，将目标
市场定在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
上，大力开发山东、云南、内蒙等
经济作物集中的市场，获得快速
发展。

日本石原产业拥有领先的核
心研发技术和过硬的品牌产品，
合资为石原金牛的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石原金牛成立后，首先
进行了全方位的队伍整合，向社
会广纳贤才，员工人数从 30 人左
右扩大到百余人，并制定了一系
列人才管理措施，例如实行日报
和月报制度，驻外管理和销售人
员需定期向总部报送工作报告，
以便总部及时与驻外人员沟通交
流并给予技术支持，日报每月达
到一定数量者还给予奖励。2012
年，石原金牛首创了作物解决方
案和农技专家配套宣传的推广制
度，由当地农民担任农技推广员，
将作物解决方案带给更多农民，
在普及农技知识的同时促进销

售。2015年，石原金牛在全国培养
的农技专家已经达到近 400人，今
年预期队伍扩大到 900人左右。

另一方面，蔡永正始终坚持
规模和效益协调发展。石原金牛
于 2014 年引进石原产业的新型
杀虫剂———隆施，投放全国市场，
并再次将目光瞄准水稻、小麦等
大田作物，在自主研发数个混剂
的同时，准备着从石原产业引进
一系列新产品。

在几十年的奋斗历程中，蔡
永正几经起落，然而不管在高潮
期还是低谷期，他始终葆有向上
的信念，并以发展的眼光管理企
业：“即使是一个处在平稳上升期
的企业，也不能放松警惕。危机总
是在来的路上，然而也总会过
去。”10年间，石原金牛从成立初
期的 8000 万年销售额增加到目
前的 3 亿，年效益从 185 万增加
到 3307 万元。对于未来，蔡永正
认为除了扩大规模，更重要的是
探索资源整合，找到肥药结合的
新型销售模式。在刚刚完成的石
原金牛 " 十三五 " 规划中，公司
2020 年将争取达到 4.5 亿元的销
售规模，实现 7200 万元效益，有
望成为国内农药行业中颇具影响
力的企业。

直击一线

浙江农资 胡大为
这段时间，嘉兴平湖花园村

的葡萄种植户老沈遇到了件既高
兴又有点后悔的事情。原来，他今
年种了 5 亩葡萄，其中一亩使用
了浙江爱普农业科技公司推介的
“科力富 +水溶肥”的产品方案，
葡萄明显坐果好、膨大快，至少提
前一周上市，每斤可以比往常的
多卖出 1 元左右，每亩能多带来
2500块的收入，老沈笑着说：“早
知道就全部用上爱普科技推荐的
科力富咯！”
“科力富 Agriful”是浙江爱普

农业科技公司于 2014 年底引进

的西班牙艾益农公司在全球最成
功的两款产品之一，产品的原料
均为 100%植物来源，萃取、浓缩、
加工过程不添加任何人工合成物
质。“艾益农产品作为一种生物促
进剂，”爱普农业科技公司总经理
徐永良告诉我们，“价格高，市场
认知度低，想要让农民接受这种
新产品，可是下了一番功夫。”

首先在经销商选择上，必须
突出注重一个“专”字。“专”一
方面体现在对产品的“专一”上。
“因为价格高，艾益农短期内很难
上量，规模较大的经销商一般不
会将这类产品作为推广重点。”爱

普科技艾益农产品线经理木灵勇
透露 ,“得选择规模不大，但推广
能力强、技术服务好的经销商，他
们会投入更多精力让产品迅速在
市场上推开。”“专”的另一方面体
现在“专业”上。爱普科技一方面
整合西班牙农艺师和自身技术
部、产品线人员，用国外先进种植
理念、产品特性与本地成功案例
来教育经销商团队，同时又邀请
一批核心经销商赴西班牙艾益农
考察，既提高了他们对现代农业
的认识，也改变了他们的传统思
维。

对于技术，爱普科技要求

“精”。据爱普技术部服务人员李
光庆透露，艾益农业务线包括技
术部、产品线有关人员和省区业
务经理要合作完成试验方案设
计，对作物生长周期养分需求要
了然于胸，对作物栽培管理有精
准把握……通过近两年的摸索，
他们已经总结了 14 种主要目标
作物使用艾益农产品的用法用
量，覆盖作物从播种到收获的生
长全程，而他们团队中的每个人
都成为某个作物种植方面的专
家。爱普农业科技公司还将艾益
农的研发资料进行转化，为经销
商、零售商定制了详尽的产品手
册和销售指南，以类似科普读物
的形式，重点介绍生物促进剂不
同于化肥、农药的作用机理，强调
其自然、环保、有机的特性，有效
引导了经销商和农户对生物促进
剂的认识和重视。

对于服务，爱普科技要求
“细”。在山东寿光的一个西红柿
种植基地，爱普农业科技的小伙
子们为了让农户看到效果，在当
地建立示范田块，白天下田地、

钻大棚，手把手教农户怎么用，
一棵棵记录试验结果；晚上开农
民会，为农民们讲解产品使用方
法。一段时间以后，原先农户经
常碰到的西红柿移栽死棵现象得
到了有效改善，植株长势更好，
产品效果得到了当地农户的肯
定。从 2014 年底产品投放至今，
艾益农产品已经在山东、辽宁、
浙江、云南、广西等地的十多种
经济作物上获得了成功的示范推
广案例。

功夫不负有心人，爱普已经
成为艾益农在国内最大的经销商 ,
而更让他们欣喜的是，艾益农产
品确确实实让农户们受益。在山
东的番茄大棚，使用艾益农提升
果实颜色一致性，坐果率提高约
15%以上，产量增幅在 15-30%；在
云南的葡萄地，使用艾益农明显
提高葡萄抵抗逆境和病害能力，
减少农药用量 15%-25%……正如
爱普农业科技团队所追求的：让
农民投入更少、收获更多，为中国
的绿色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
做出贡献！

营销求专 技术求精 服务求细
爱普农业科技公司推广“艾益农”产品显成效

技术人员在田间指导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