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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三位一体 优化发展模式 阔步迈向“十三五”
控股集团年度“三会”在杭召开 邵峰何忠民出席并讲话

办公室 陈江
5 月 27-28 日，浙农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2015年度“三会”在杭州富阳
召开，省供销社主任、兴合集团董事
长邵峰出席会议，强调公司要紧紧把
握形势任务变化，融合“三位一体”
建设，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谋发展
强服务。省供销社副主任、兴合集团
总裁何忠民，浙农控股集团公司股东
（代表），董事、监事参加会议，公司
经营班子成员和部分职能部门、子公
司负责人列席会议。

邵峰对会议取得的效果和公司
2015 年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
指出公司“三会”交流发言充分，达
到了求同存异、共谋发展的目的。过
去一年公司在复杂困难形势下开拓
进取，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进一步
巩固了在省社本级经济发展中的支
柱作用，巩固了在系统、在行业中的
领先地位，呈现出多元板块普涨，经
营结构优化、为农服务强化、创新亮

点纷呈、经营成果共享、管理严谨规
范等特点，这些都为“十二五”画上了
圆满句号，也更加坚定我们做好“十
三五”工作的信心和决心，总之公司
发展令人满意、让人放心、给人期
待。

邵峰强调，公司作为社有涉农龙
头企业，在当前“三位一体”农民合作
经济组织体系建设中既要积极作为，
也大有可为。“三位一体”建设是要
搭建农合联大平台，实现大合作、大
服务、大产业发展，公司在其中要发
挥好企业主体和龙头作用，善于找商
机、拓领域、争作为、作表率。推动大
合作就是要推动产业链、服务链上各
个环节合作化、体系合作化，实现互
益共赢；推动大服务就是要在生产、
供销、信用服务及服务美丽乡村建设
等方面构建更强大的服务体系，特别
是加强以庄稼医院为基础的农业生
产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大产业就是要
立足横向拓宽、纵向延伸，打造龙型

产业链、产业群，希望公司通过全面
融入“三位一体”，走出发展新天地，
开辟发展新境界。

邵峰指出，农资业务是公司的传
统主业，是兴合集团重要的为农服务
板块，要坚持农资供应服务“合作
化、一体化、个性化”的发展方向，通
过合作化破除分割垄断，实现农业服
务供给者和接收者利益的紧密链接；
通过一体化整合资源、提升效率、完
善布局，打造上下一体、高效运作体
系；通过个性化适应农业生产多元需
求，增强用户体验，提升服务功能，形
成创新的赢利和服务模式。

何忠民积极评价了公司在经营
结构调整、商业模式创新、产业转型
升级和推动企业上市等方面所做的
工作，肯定了公司各级经营骨干的
创业创新热情，对公司各项事业取
得发展进步给予祝贺。何忠民指出，
公司“三会”气氛热烈、讨论积极，股
东代表和董事、监事提出了很多具

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达到了预
期效果，“发展是在解决矛盾中前进
的”，希望公司对会上提出的问题和
建议认真梳理、归类、研究，进一步
形成共识、形成方案，促进发展。何
忠民强调，新的发展时期，公司面临
的挑战和任务更加艰巨，也承载着
干部职工更高的发展期待，这既要
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持之不懈推进
转型升级工作，进一步以上市优化
成长模式，同时更要不断继承和发
扬公司优秀的企业文化，十分珍惜
来之不易的发展局面，坚定维护团
结奋进的创业氛围，通过各种途径
和方式凝聚人心、凝聚合力、凝聚智
慧，为企业在“十三五”时期再上新
台阶奋发作为。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汪路平作的《关于 2015 年工
作总结和 2016年工作思路的报告》。
报告对集团公司 2015 年的发展情况
进行了全面回顾，对当前业务形势和

经营困难作了深入分析，并对未来一
年主要工作提出了具体思路。 2015
年，公司累计实现销售规模 395 亿
元，同比增长 9.5%；进出口总额 5.7
亿美元，增长 14.0%。报表汇总利润
同比增长 14.9%。报告提出，2016 年
集团销售规模确保 400 亿元，争取
420亿元；报表汇总利润确保 7.8 亿
元，争取 8.2 亿元。进出口额确保 5.2
亿美元，力争 5.5亿美元。会议同时
审议并通过了副董事长李盛梁作的
《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十三五”
发展规划》。根据该规划，到 2020年，
公司经营规模将力争达到 600亿元、
汇总利润力争达到 12亿元。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主要财务指标执行情况和 2016 年
主要财务指标意见的报告》、《职工
股权管理办法》和《2015 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议案，并通报
了地产开发、金融投资等专项工作情
况。

浙江农资进军飞防推进“机器换人”
浙江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通讯员 胡大为
6 月 1日，浙江农飞客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成立仪式在浙江农资集团
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举行。浙江省
植保局局长赵琳、省农机局局长王建
伟、省供销社业务处处长徐钢军、浙
农集团董事长汪路平、新安化工集团
总裁林加善、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姜永平等出席活动并为新
公司成立剪彩。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
所、浙江农科院植物保护与微生物研
究所、有关地市植保站负责人及厂家
代表共 80 余人参加了成立仪式。

浙江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由农飞客公司、浙江农资集团金泰贸

易有限公司、浙农植保合作社联合社
三方出资成立，注册资本 1000万元，
于 2016 年 5 月 6日正式注册。公司
目前拥有 8 架全丰 120 油机，4 架大
疆电机等飞防设备。截止 5 月底，浙
江农飞客总计作业面积近 30000 亩
次。浙江农飞客以无人机飞防为手
段，以专业化的作物植保解决方案为
依托，研究精准施药技术，推进农药
减量增效。日前，浙江农飞客成功实
施了临海市沿江镇 9000亩柑橘无人
机防治木虱项目。为实施好该项目，
浙江农飞客从厂家定制大包装农药，
与厂家签订农药包装回收协议，同时
按照“统一时间、统一人员、统一物

资、统一技术、统一作业”五统一的原
则进行统防统治，聘请省内权威专家
作为项目技术顾问，全程参与防治指
导，同时聘请第三方有资质的机构作
为监理单位，确保项目有序进行。据
了解，与传统施药方式相比，浙江农
飞客植保无人机作业全程节约用药
20%，每亩单次用工用药成本下降 30元。

仪式结束后，各参会代表来到浙
农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田块，现场
观看了无人机飞防演示。当天还举行
了浙江浙农植保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2016 年度成员大会，杭州萧农植保
服务专业合作社、宁波金泰惠多利植
保专业合作社等单位作了经验交流。

办公室 陈江
《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十三

五”发展规划》（下称“规划”）立足浙
农控股集团整体业务框架和管控体
系，以统一的理念、整齐的步调和全
面的思维规划公司未来五年发展，提
出了保持年均 7%左右的增长率，强
调了对新兴业务模式和新经济增长
点的关注，并要求保持规模增长和效
益增长的同步，整体发展、内部改革
与风险防控之间的协调，努力使浙农
能够在未来五年实现全面的实质性
跨越。规划既是浙农人未来五年凝心
聚力为之奋斗的美好蓝图，也将成为
“十三五”期间引领公司发展的行动
纲领。

野十二五冶利润总额超 38亿

规划全面总结了集团“十二五”
发展成就和经验。2015 年，集团汇总
销售规模 395.1 亿元，比 2010 年增
长 72.6%；报表汇总利润 9.19亿元，
比 2010 年增长 37.4%，年末净资产
38.8 亿元，比 2010 年增长 33.8%，整
个“十二五”期间汇总利润总额为
38.3 亿元，比“十一五”期间增长

50%，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位居全国供
销社系统企业和中国农资流通行业
第二位，全国省级农资企业首位。

规划指出,"十二五 " 期间，公司
在省供销社、省兴合集团领导与支持
下，主动适应宏观经济新常态，坚定
面向市场的发展方向，在市场化中提
升经营管理水平；推进主业机构的转
型升级，以结构调整实现企业素质提
升；增强员工创业的道路自信，以创
业创新促进体制机制改革；适应农村
形势的巨大变化，以产业视角融入现
代高效农业，经济指标稳步增长，为
农服务体系更加完善，行业地位更加
稳固，社会形象显著提升。公司员工
创业再掀高潮，推动各大主营业务稳
步协调发展，转型升级不断加快，项
目投资力度加大，管控能力有效提
高。特别是在 "十二五 "末期启动了
浙江农资集团上市工作，将加快浙农
集团融入资本市场，为公司从传统供
销社企业向现代公众企业转型奠定
基础。

2020年销售规模上 600亿

规划提到，未来五年集团公司要

准确把握宏观经济阶段性特征，贯彻
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
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的要求，积极适应
新常态，参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
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为中心，鼓励员
工创业创新，培育可复制的盈利模
式、有空间的经济增长点和有价值的
新兴板块，推动资源整合、产融结
合、物网联合，巩固提升农业综合服
务、汽车商贸服务、塑化贸易、地产
开发、金融投资和国际贸易等六大业
务板块，着力防范与化解企业重大经
营风险，努力突破发展瓶颈，打造大
型综合性控股集团。

为实现这一蓝图，规划确定了
“一二三”具体目标。即“一”确保：确
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到 2020 年控
股集团合并经营规模确保 550 亿元，
争取 600亿元；汇总利润确保 10亿
元，争取 12亿元；总资产和净资产分
别达到 200亿元和 50亿元。在此期
间，培育 1个规模超 200 亿和 2 个规
模超 100 亿的板块，培育 6 家利润超
亿元的子公司，培养一批优秀企业家
和管理骨干。“二”争取：争取实现企
业成功上市和争取体制改革深入推
进。“三”形成：形成“一体两翼”的主
营业务结构、形成“两融两创”的发

展动力体系、形成“三位一体”的为
农服务格局。

40亿投资拉动主业转型

“十三五”期间，公司将形成以包
括农业综合服务、汽车商贸服务、塑
化贸易、地产开发、国际贸易在内的
传统业务为主体，以金融投资和“互
联网 +”为两翼，大力扶持成长性较
好、技术含量较高、可持续性较强的
创新业务和新经济形式，构建符合
新时期经济形势的业务结构。农业
综合服务板块将积极参与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供销社综合改革，
大力推进以对接“三位一体”为主要
内容的为农服务模式转型，进一步
夯实行业和区域龙头地位，逐步打
造成为农业全产业链服务商；汽车
商贸服务板块将优化网络布局、品
牌组合和经营模式，提高区域业务
集成能力，实现规模扩张与经营管
理协调发展；塑化贸易板块将坚持
以互联网 + 塑化思维，推进企业数
据库、业务信息化和产融结合平台
建设，探索形成稳定清晰的盈利模
式，向新型塑化供应链服务企业转

型；地产开发板块将集中优势资源，
提升品牌影响，打造核心竞争力，基
本形成在城镇住宅地产和区域商业
地产方面可复制、标准化的开发运
营模式，成为所在区域细分市场的
领跑者；金融投资板块将以私募基
金管理、主业供应链融资和农村金
融管理为核心，建成可持续、长期稳
定的综合性金融业务发展平台；国
际贸易板块将继续调整优化外贸业
务结构，积极实施走出去、引进来两
个战略，形成特色产品、优势品牌效
应，促进外贸业务健康发展。
为促进主营业务转型升级和可

持续发展，规划编列了包括“江虹路
园区”、“涉农经营服务设施”、“+
互联网平台”、“汽车经营设施”、
“地产投资”及“并购和合资”等六
大类投资项目，预计总投资超 40 亿
元。同时，规划还提出了加快管控
模式转型，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突
出后备干部培养，实施人才梯队计
划；加强主业创新引导，积极探索
商业模式；坚持扶优扶强政策，激发
成员企业活力；规范内部管控体系，
强化重大风险防控以及深化企业文
化建设，增强浙农软实力等六项保
障任务。

适应新常态 融入新经济 构筑大平台 打造大集团
———浙农控股集团制定“十三五”规划

每年 6 月的第
三个星期日，被世界上

52 个国家和地区定为父亲
节，以感恩父亲为孩子的付出。
在大部分孩子的印象中，不同于
母亲的温柔细腻，父亲总是严厉
的、沉默的。而当儿子成为父亲，
同时体会为人子为人父的感
受，才能明白如山般厚重
如 海 般深 邃的父

爱。

名 字
2016年 3月 25日，我的第

二个孩子降生了。当护士将孩子
送到我手中，激动和喜悦让我觉
得有些晕眩。

孩子出生第二天，父亲就乘
最早的一班客车从老家赶过来，
带着乡下的鸭蛋、自家种的芝麻、
陈了多年的黄酒……都是给我妻
子补身子准备的，还有平日里积
攒着给我大女儿准备的很多零
食。父亲来之前特地剪了头发，
刮了胡子，完全不像是平日干农
活时的样子。

我陪父亲去医院看儿子，途
中父亲就开始问起儿子的名字。
父亲学历不高，但他对名字很重
视，提醒我小孩的名字一定要取
好，要正气，要响亮。我的名字是
父亲取的，寄托了父亲许多感情，
土是土了点，但父亲自己很满意。
我把想好的儿子的名字告诉父

亲，把字写给他看，父亲很认真地问我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我告诉他意
思是志向远大、意志坚定，父亲把名字念了几遍，说好的，算是认可了。随
后又很认真地问我儿子的小名叫什么，我说叫彬彬，文质彬彬的彬彬，父
亲问是不是彬彬有礼的彬彬，我说是同一个字，父亲点点头，也认可了。
在医院里，我把儿子抱给父亲，父亲在接过去之前，习惯性的在身上

先擦了擦双手，然后小心地捧着他的孙子，一边盯着小脸看，一边叫唤着
孙子的小名，仔细看了许久后跟我说，儿子挺像你的，以后两个孩子，你要
多辛苦点了。我笑着说，不怕，你当年不也是两个孩子嘛！父亲咧着嘴笑
了，眉角里、眼神中都洋溢着喜悦与光荣，这时候父亲看上去年轻了好多
岁。

父亲住了几天就回老家去了，让我母亲留下来多照顾几天孙子。现在
基本每个礼拜的周末，父亲都会和我们视频，看一看他的孙子，也让家里
我的爷爷奶奶看一下他们的曾孙子。父亲虽然没有对我说过，但我知道，
他最期盼的是等我儿子再大一点回老家拍一个四代同堂的全家福。
未曾经历，不成经验。做了父亲之后，我开始更多地理解我的父亲。爸，

你一直是我的榜样！
渊实业投资 蔡军成冤

了为人子 初为人父
我的父亲，真的只留下模糊

的概念，5 岁的时候我就成了留
守儿童，成为了一只“候鸟”，没有
网络没有视频，长途电话很贵，对
父亲的记忆都留在了那一张张信
纸上。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
非常想不通，为什么可以为了赚
钱离开自己的孩子。直到上高中，
我才明白，父亲对我的思念远大
于我对父爱的渴求，迫于生活，只
能背井离乡。电话的两头，父爱
的温度在电波中已经被稀释得感
觉不到，只剩下那句铿锵有力的
话：儿子，你做的决定，爸爸坚决
支持你！一路走来所做的选择，
父亲永远都是这句话，这句话也
成了父爱的全部诠释。

2014年年末，小生命到来，
父亲变成爷爷，儿子变成父亲，那
开始忙碌的几个月，应了那句老
话：初为人子，不知父苦；待己为

父，方有感悟。我看了很多关于教育的书，在儿子出生以后，我就训练他独
自睡，注意力集中喝奶，只有饿了尿了才会哭，3个月后断夜奶，独立玩耍，
15个月独立吃饭......我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父爱，也乐在其中。

我相信每个年代都会赋予父爱不同的使命，我不能再去做一个用钢
铁包裹玻璃心的父亲，我会去做一个和儿子一起成长，一起分享的父亲，
做一个儿子启蒙阶段的导师，至于以后的路，我支持儿子的选择。

谨以此文献给父亲，祝他父亲节快乐，也祝福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
乐！ 渊明日控股 高强冤

蔡军成与大女儿

站台边的等候
晚上 10点,杭州火车东站依

旧是人头攒动。我站在出站口,不
断向两边张望。出站的人越来越
少,还是没有看到父亲的身影，打
电话一直是无人接听，我脑海里
开始浮现各种可能的情况：难道
是坐过站了？或者迷路了？正着
急的时候，听到有人唤我的名
字，转身一看，父亲已经站在我
的面前，黝黑的脸上闪动着浅浅
的笑容，仿佛是在跟我说：你看，
这不是到了，不用担心。我再也
不能抑制内心的情感，紧紧拥抱
着父亲，心里默默地说着“爸爸，
我爱你”。
我们拎着行李，慢慢地向停车场走。一路上，父亲如数家珍地向我介

绍他带来的特产：花生油、金银花，老家的香烟。就这样走着、聊着，父亲一
直笑眯眯地不停讲话。我拎着行李，时不时转头回答，偶尔发现自己脚步
快了些，就马上慢下来。
记忆，瞬间打开。多年以前，那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
北方冬天格外的冷，那年回家，下着大雪，坐在车上也感觉冷得发抖。

这么冷的天，不想打电话让父亲来接，出发前就没有告诉他。车还是停在
那个熟悉的十字路口，我裹紧衣服正准备下车，一抬头，赫然发现一个熟
悉的面孔。父亲站在车边，裹着大衣，帽子、棉鞋上都沾满了雪。父亲的摩
托车停在路边，盖着雨衣的车座上，积雪已有四五公分。我愣住了，父亲唤
我的名字，接过了行李。一路上，我贴在父亲背上擦着眼泪。后来母亲告诉
我，父亲已在路口等了两个多小时。
大衣挡住了寒风，双手接过了苦难。父亲承载了生活的一切，我在父

亲身后无忧无虑地成长。多年以后，我已为人父，越发体会到父爱的深沉：
没有太多感情的流露，唯有平日里只字片语和背后的默默付出。
车子朝着家的方向快速行驶。家里，我的孩子，正在牙牙学语地喊着

爷爷。 渊华都股份 王刚冤

写给三岁的格格
亲 爱 的 格

格，前几天，你
一本正经地给
爸爸唱了一首
歌：“我的好爸
爸，真的很伟
大，努力工作为
了家，多么辛苦
啊。养育我长
大，陪着我玩
耍，我要亲亲你
的脸，我的好爸
爸。爸爸父亲节
快乐！”然后你
送给了爸爸一
条自己制作的小领带。第一次收到你亲手做的父亲节礼
物，爸爸突然意识到你已经长大了。以前是送礼物为爷爷
过父亲节，现在爸爸也成了父亲节的主角。“我爱你”，爸爸
对爷爷说，也对你说。
亲爱的格格，爸爸和爷爷像朋友一样彼此交心，从小

爷爷就把我当一个小大人对待，快乐时与我同享，挫折时
给我鼓励，难过时予我安慰。爸爸很幸运，成长时遇到了
一个好爸爸。爸爸希望以后也能和你无话不谈，爸爸会和
你像朋友一样，站在你旁边无时不刻的支持你。
亲爱的格格，转眼你已经过了三周岁的生日。想起妈

妈孕育你整整十个月的期待，想起推出产房爸爸第一次
见到你的惊喜，想起你第一次开口叫爸爸妈妈的声音是
多么悦耳，想起你第一天背起小书包开心的走进幼儿园
……爸爸觉得好幸运，没有错过你的长大，能和你一点一
滴分享成长的过程。
亲爱的格格，你是一个热情独立的小姑娘，你会主动

跟周围的人打招呼问好，会跟小朋友分享食物和玩具，会
自己认真地洗脸刷牙穿衣，会抱抱弟弟哄他。这些爸爸都
看在眼里，为你感到骄傲。你偶尔也是个有脾气的小公
主，生气的时候会大吼大叫，甚至出手打人，你对弟弟的
到来也曾有一些抵触。爸爸觉得这些是你自己最真实的
表达，爸爸很理解你。
亲爱的格格，当你长大，爸爸把你的手交给另一个爱

你的人的时候，爸爸该有多么不舍。当你长大，会面对许
多挫折与困难，爸爸无法代替你去承受，但是爸爸一定是
你最坚实的依靠。爸爸有个自私的愿望，希望时间过得慢
一点，再慢一点，让爸爸陪你一起慢慢长大。

渊明日控股 程徐清冤

王刚与儿子

程徐清与女儿

高强与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