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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资讯

新 闻 速 览

●集团为希望小学送爱心 1月 7日，控
股集团党委和工会代表、金诚汽车丽水宝顺
行员工及爱心车主共同前往遂昌县西畈乡浙
农阳光希望小学，举行“用爱点亮希望，爱心
助学遂昌行”爱心助学捐助活动。爱心人员现
场向遂昌西畈乡浙农阳光希望小学捐赠了 1
万元讲教基金和 600多本课外学习书籍，5
名爱心车主代表也分别与 20名贫困学生进
行了结对资助，给学生们送去了寒冬里的温
暖。

渊企管部 杨建国冤
●浙江农资集团获评野2016年度浙江省

信用管理示范企业冶 日前，浙江省企业信用
促进会在浙江省工商局官网上发布关于拟公
布的 2016年度“浙江省信用管理示范企业”
名单，浙江省农资集团有限公司榜上有名。这
是浙江农资继 2007 年获得浙江省信用管理
示范企业后，连续第 4次获得该项荣誉。

渊浙江农资 朱胜冤
●野惠多利冶品牌荣获野2016年浙江服务

名牌冶 日前，浙江省质监局官网对“2016浙江
名牌产品”企业推荐名单进行公示。浙江农资
集团有限公司“惠多利”品牌再次被认定为
“浙江服务名牌”，这是浙江农资集团继 2010
年、2013年获得该项荣誉后，再次获此殊荣。

渊浙江农资 朱胜冤

●惠多利被评为野十二五冶浙江省商贸百
强企业 在 2016年 12月 16日举办的第六届
浙江商贸高峰论坛暨“十二五”浙江省商贸百
强企业表彰大会上，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被
浙江省商贸业联合会、浙江省物流与采购协
会等 8家省级商贸相关行业协会共同认定为
“十二五”浙江省商贸百强企业。据悉，本次百
强企业评选活动采取企业自愿申报、各地商
务部门或商业联合会推荐，经浙江省商务厅
等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行业专家共同审查评
定，并通过浙江日报、浙江在线等省级媒体向
外发布，以表彰获奖企业对浙江商贸领域发
展做出的贡献。

渊惠多利 毛武明冤
●惠多利和爱普商标被延续确认为浙江

省著名商标 日前，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发
布了“2016年度省著名商标”企业名单。浙江
农资集团有限公司“惠多利”（1类商标）和浙
江浙农爱普贸易有限公司商标 [35类 /
推销（替他人）] 予以延续确认为浙江省著名
商标，有效期三年（自 2017年 1月 1 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

渊综合报道冤
●石原金牛海南推广工作全方位开展

自 2016年 10月起至今，石原金牛集中人力
赶赴海南，在陵水等地进行隆施等产品的推

广销售，逐步提高产品在海南的市场占有率。
推广工作主要从扫村，站店，农民会三部分展
开。三个月来，海南推广团队共发放宣传单页
3000份，做示范试验 50个，召开农民会 4场，
布置店面 6个，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不仅扩大
了公司产品在当地的知名度，同时促进了产
品的销售。

渊石原金牛 刘风冤
●华悦物业获批物业服务企业二级资质

近日，经浙江省住建厅审批核准，华悦物业获
批物业服务企业二级资质，将有效提升物业
服务综合能力及市场竞争力。华悦物业也将
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行业学习能力，不断
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为业主提供更加完善、更
加优质的社区服务，为下阶段服务转型升级
打下基础。

渊通讯员 包菁冤
●慧生活 APP2.0版发布 2016年 12月

25日，华都股份自主研发的慧生活 APP v2.0
版本发布会于济宁金色兰庭小区举行。华都
股份、济宁华都、慧生活科技、华悦物业、济宁
招商银行、济宁高新管委会、济宁高新洸河街
道及小区业主代表参加了本次发布会。在经
过 1年的应用和 3个多月的开发完善后，慧
生活已从初版的物业基础服务功能升级为涵
盖物业服务、友邻社交、在线商城、金融理财

等多项功能内容的综合型 APP，为业主们带
来了更美观的画面、更方便的操作和更舒适
的体验。

渊通讯员 龚群涛冤
●宁波凯迪 2017银泰城首展完美落幕 1

月 1日-4日，宁波凯迪在宁波银泰城展开了为
期四天的车展。活动现场请来宁波三套和四套
电视台主持人、记者，与大家现场互动。本次车
展主推车型为 ATS-L、XTS、XT5三款，现场还
举行了“I LOVE CADILLAC 宁波凯迪为您买
单”的活动，宁波凯迪精心准备的各类新年的礼
物更是受到了广大市民的喜爱。

渊通讯员 虞佳冤
●浦江农批市场争创省级放心消费示范

区 2016年 12月 20日，浙农实业浦江农批市
场举行创建省级放心消费示范区动员仪式暨
商户拔河比赛。这是浦江农批市场自开业以
来，第一次邀请全体商户、市场员工及相关政
府部门人员参加的大型活动。根据浙江省工
商局和浙江省消保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
放心消费示范区创建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
浦江农批市场被确定为金华市首批四家“省
级放心消费示范区创建单位”之一。农批市场
将着力打造市场内依法经营、公平交易、信息
透明的交易环境。

渊浙农实业 吴春星冤

通讯员 周剑斌
近日，浙农小额贷款公司荣膺“全国优

秀小额贷款公司”称号。本次优秀小贷公司
评比活动由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发起，经
各地金融监管部门及协会推介，目的是在行
业内树立典范和标杆，积累建立行业评级评
价体系和实现分层分类管理的经验。浙江省
内 450 余家小贷公司中仅有 8 家小贷公司
获此称号。

浙农小贷公司成立于 2014年 6月份，至

2016年底累计实现利息收入 1亿多元，利润
5000余万元，纳税 2000余万元，发放贷款
1032 笔，金额达 22.2亿元，为广大中小企业
及“三农”客户提供了融资服务。2015年，浙
农小贷公司获得省金融办 A级监管评级，当
选杭州市小贷协会副会长单位。2016年，公
司再上一个台阶，荣获省金融办最高监管评
级 A+,并当选省小贷协会副会长单位。2016
年末，浙农小贷获批允许开展互联网小贷业
务，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工具。

浙农小贷荣获
“全国优秀小额贷款公司”称号

办公室 金莉燕
不雨山长涧，无云水自阴。西湖龙井村

以独特的静谧风景吸引着往来探寻的人们
以茶会友，谈诗论词。12月 23日，浙农控股
集团的 20 余名通讯员们在龙井村齐聚一
堂，品茶论文,在山水间畅所欲言、直抒胸臆。
通讯员交流座谈会上，大家谈心得、讲

体会，几位资深通讯员分享了自己在写作、
摄影上的实战经验。同时，大家对集团宣传
工作也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例如希望《浙农
报》能开设新的专栏，更靠近员工，形式更多
样；公司内部建立更完善的通讯员管理和沟
通机制，方便交流……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集团的宣传工

作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集团及下属
多家成员企业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如何做
好新媒体运营工作对通讯员们是一个全新
的挑战。大家纷纷讲述自己在运营公众号
过程中的体会，期待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共
同提高。
作为集团宣传工作的主力军，通讯员们

承担着发现新闻点，报送通讯稿的重要责
任。集团办公室主任叶郁亭指出，首先要建
设好通讯员这支队伍、发挥好它的作用；同
时，他希望每位通讯员都能以更严格的标准
要求自己，每年在报道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能
更上一层楼，大家齐心协力把集团的宣传工
作做得更加出彩。

以文会友 融会贯通
集团举行 2016年通讯员座谈会

办公室 陈江
2016年 12月 29日，2016年度“浙农 -阳

光”助学奖学金表彰仪式在浙江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会议中心举行，共有 100名品学兼优的该
校学生获得表彰。浙江经贸学院党委书记劳赐
铭、浙农控股集团副董事长李盛梁出席会议并
讲话，华都控股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周勤克在会
上宣读了《关于表彰 2016年度“浙农 -阳光”
助学奖学金获得者的决定》。

李盛梁代表浙农集团和评审委员会向
获得“浙农 -阳光”助学奖学金的同学们表
示祝贺。李盛梁指出，我们所做的虽然是小
事，但十年的坚持使它成为了有深远影响的
大事。他介绍了浙农集团发展情况并表示，
浙农集团为年轻员工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
境，优秀的青年人才能够在浙农集团找到用
武之地，欢迎经贸学院优秀毕业生来浙农集

团基层岗位实习、工作，与企业共同成长。
劳赐铭在讲话中向获奖学生提出了三

点期望，一是要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既要志
存高远关注国家社会，也要扎根大地艰苦奋
斗；二是要心怀感恩、领悟责任，记住父母、
师长和企业对自己成长的帮助，感受大智
慧，歌唱生活，勇于接过公益的接力棒，向更
多的人传递爱与责任；三是要不忘初心、继
续前进，努力学好本领成长成才，自觉地把
自我发展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与时代共同
进步，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现场播放了“浙农 -阳光”十年记录短
片，历届获奖学生以视频的形式向学弟学妹
们表达了受到资助和奖励后的心情以及近
几年成长情况。本届获奖学生代表也走上发
言台，衷心感谢浙农集团的捐助，并表示将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争取成长为有用人才。

新闻链接院

野浙农-阳光冶助学奖学基金
野浙农-阳光冶助学奖学基金由浙农集团

及所属华都集团尧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三
方各斥资 100万元于 2007年 8月 7日设立袁
用于表彰和奖励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品
学兼优的贫困学生袁是浙农集团与浙江经贸
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内容之一袁也是浙农
集团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尧 承担社会责
任袁 开展系列阳光助学行动的一项具体举
措遥 该助学奖学金已连续颁奖 10次袁截止目
前共表彰了 1076位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的优秀学生遥 今年该助学奖学金的奖励额度
为一等奖每人 5000元袁二等奖每人 2500元袁
三等奖每人 1200元遥

“浙农 -阳光”闪耀经贸校园 十年资助上千学生

获奖学生代表发言

浙农阳光

通讯员 倪亚运
1月 5-6日，省供销社副主任

沈亚平在省兴合集团企管审计部部
长贾旭宏、浙农控股集团副总经理
方建华等陪同下来到龙游华都首
府、龙游 BB肥厂、龙游国际建材家
居城、衢州东港仓库和下张仓库，听
取各项目公司的汇报，检查安全管
理工作情况，慰问基层员工。沈亚平

强调，需加强安全管理，重视安全工
作，完善制度、责任到岗到人。

为了确保春节期间安全生产，
近期，集团安全领导小组也集中开
展了一系列年终安全抽查工作。1
月 10日，集团安全领导小组对安吉
华都玺园项目、实业投资松阳松州
美林项目两家单位进行了年终安全
抽查，对在建工程工地现场进行安

全检查，同时对坚守一线工地民工
致以节日的慰问。

根据年终安全检查计划，集团
安全领导小组还将在春节前对有关
重点单位进行安全检查。检查情况
将作为 2016年度各单位安全管理
工作考核评价的重要因素，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将作为 2017 年度企
业安全管理重要风险关注点。

集团开展年终安全检查工作

惠多利 徐步俊
近期，在临安市农合联、财政局、林

（农）业局、供销社等部门的指导帮助下，由
临安惠多利牵头发起组建的临安金惠粮油
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成立大会暨第一次成员
大会在临安万豪大酒店召开。市农合联执
委会主任、市供销社主任祝学文及市政府
办公室、市财政局、市林业局有关领导参加
会议。

联合社注册资金 32万元，临安惠多利
占股 28.125%；首批入社社员 19家，涉及农
资、农机、粮油、植保等多个类别，合计种植
（服务）面积 5691亩。

会议选举产生联合社第一届理事、
执行监事，聘请财政、林（农）业、供销部

门 6名资深人员为顾问，聘请 5名高级
农艺师为农技顾问；联合社与惠多利公
司科技部、临安市林业局农林技术推广
中心签订农技战略合作协议。

联合社的成立是临安市政府优化
财政扶持粮食生产、稳定粮食产量、保障
粮食安全，推进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的改革之举、创新之举、有效之举。
联合社的成立有效地把合作社同种粮大
户结合起来，形成应对市场风险、气象灾
害的整体优势和营销推广、品牌建立的
统一力量，提高了种粮大户市场竞争能
力和风险抵御能力。联合社将为社员提
供农资供应、政策解读、技术指导、营销
支持等综合性、全方位服务。

临安惠多利发起成立
金惠粮油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2015—2016年度优秀团队
控股集团本级财务会计部
明日控股化工事业部

济宁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投资发展公司综合管理部
浙江农资本级财务会计部
江苏惠多利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爱普公司营销中心
浙江金湖机电有限公司

上虞金昌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15—2016年度优秀主管
陈 江 施 宏 童 会 马军苗 杨莉青
洪 羽 宋 科 祝 芬 陈义娟 汪 妍
施曼善 何仁桂 顾叶蓬 孙 勇 查赞平
庞德福 金萍萍 朱静静 骆国美 王鹏飞

2015—2016年度优秀员工
王小龙 罗 哲 王 嘉 王 英 叶晓敏
屠彩琴 汤雨晴 梁 吉 李美红 邓顺波
詹莹莹 张 程 朱 斌 杨建中 石李荣
何 倩 高 奇 吕 钢 刘 仲 姚元德
宋胜发 丁时列 方旭照 吴远超 宣 佳
章珺彧 葛利忠 周国云 朱 胜 周明明
熊剑明 胡树泉 杜孟奇 刘玉红 黄学锋
杨国标 郑奇可 钟 鸣 田 翠 王其樑
辛海明 柳汝阳 毛雪娜 项仰仰 陈 彤
倪永刚 张 军 游立佳 俞欢欢 吴利文
蔡 琦 郑胜军 李 燕 朱迪青 孙华胜
吴难难 金 余 郭 炳 陈焕军 周沈杰
唐双林 蒋宝之 檀文龙 龚鹏涛 汪熙恒

2016年度创利贡献奖

杭州金昌辰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绍兴宝湖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新光塑料有限公司
台州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衢州市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绍兴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金隆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浙农爱普贸易有限公司市场发展中心
浙江农资集团金泰贸易有限公司营运部
宁波金昌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明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爱普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虞金昌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义乌市宝湖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浙农茂阳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浙江明日农资塑料有限公司
江苏惠多利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绍兴金石广告有限公司
杭州金昌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农控股集团浙江金海湾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瑞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浙农控股集团浙江金鸿进出口有限公司业务一部
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采购配供部
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雅苒事业部
浙江金庆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金东方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石原金牛化工有限公司云南市场部
济南石原金牛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惠多利化工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桐乡市宝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金华金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安徽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

宁波金泰惠多利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三等奖特等奖

浙江农资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部
浙江浙农爱普贸易有限公司营销中心

济宁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一等奖

浙江瑞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明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出口事业部

龙游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金湖机电有限公司

浦江浙农农副产品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明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事业部

浙江明日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市西湖区浙农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杭州金昌杭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明日石化有限公司

嘉兴宝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绍兴金昌之宝二手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诸暨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明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PVC事业部

浙江惠多利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丽水宝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绍兴宝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金昌宝湖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二等奖

沈亚平渊左二冤检查相关项目安全管理工作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