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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都股份 李珍
1月 6日上午 8时 58分，随着浙

江省供销社主任邵峰宣布“华都·天
元广场项目隆重奠基”，由浙农集团
所属华都股份投资、乐清虹南公司开
发的乐清虹桥首座大型城市商业综
合体———华都·天元广场项目正式破
土开工。乐清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方
晖，乐清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叶伟
琼，温州市供销社主任王友松，虹桥
镇党委书记连正坚、镇长徐晓斌等当
地领导，浙江省兴合集团副总裁姚曙
光，浙农控股集团董事长汪路平、副
董事长李盛梁、副总经理兼华都股份
董事长林昌斌及项目合作单位等领
导嘉宾共同为项目培土奠基。

叶伟琼代表乐清市委、市政府对
项目奠基表示祝贺。他说，虹桥即将
进入大发展、大建设的快车道，天元
广场的奠基拉开了虹桥港口新城建
设的序幕，也将为虹桥带来更加高端
的商业中心和更加优良的居住品质，
市委、市政府将大力支持该项目建
设。连正坚表示，华都·天元广场将填
补虹桥镇商业综合体的空白，让虹桥
城市发展迈出划时代的一步，镇党
委、政府将继续为该项目建设提供一

流的服务保障，创造一流的发展环境。
姚曙光指出，华都·天元广场项

目在虹桥落地，是省供销社融入乐清
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兴合集团
推进“住宅 +商业”综合开发的重要
布局，他希望把项目打造成乐清虹桥
商业标杆，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新贡献。

汪路平在致辞中指出，华都·天
元广场是集团近年来投资额最大、档
次最高、含金量最高的地产综合体项
目。他要求华都在当地政府支持和建
设单位配合下，全力抓好项目开发和
运营，为增强虹桥商业氛围，完善城
市功能，提升城市品味做出新成绩。
林昌斌则表示，华都股份将全力抓好
项目管理、工程质量和招商运营，向
虹桥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上午 9时 18分，邵峰把象征开
启财富之门的“金钥匙”交给华都负
责人，标志着华都·天元广场销售展
示中心正式开放启用。

华都·天元广场是虹桥镇首个
集购物中心、高端住宅、鼎级公寓、商
业步行街、大型超市、豪华影院等多
种业态为一体的大型城市商业综合
体项目。预计项目于 2017年上半年
对外销售，2018年商业开张运营。

华都·天元广场项目隆重奠基

浙农集团 年迎春团拜会暨表彰活动隆重举行
张悦发表致辞 姚曙光出席会议

办公室 金莉燕
金猴留恋丰收年，彩凤欢啼盛世春。
1月 19日，浙农控股集团在萧山

雷迪森酒店隆重举行了 2017年迎春
团拜会，省供销社副主任张悦、兴合集
团副总裁姚曙光与公司董监事、经营
班子、离退休老同志和员工代表共
400多人齐聚一堂，回顾 2016的奋斗
历程，展望 2017的美好前景。在这个
喜庆的日子里，老同志回忆往昔，激动
之情溢于言表；青年员工畅想未来，斗
志高亢激昂。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
福的微笑，享受一年辛劳后的丰收硕果。
张悦代表省供销社、省兴合集团

向浙农控股集团 2016年取得丰硕成
果表示热烈祝贺，并向浙农控股集团
的全体员工和家属及离退休老同志致
以新春的问候。她指出，2016年是极
不平凡的一年，宏观经济复杂多变，企
业发展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同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
供销社综合改革等重大改革举措也为
社有企业发展创造了历史契机。浙农
控股集团作为省社本级经济的中流砥
柱和半壁江山，以“稳增长、转模式、促
上市”为主线，积极融入改革实践，培
育出多个可复制的盈利模式、有空间
的增长点和有价值的新兴业务，实现
了“十三五”开门红。

张悦希望，浙农控股集团在成立
65周年的重要时点，在领导班子的带
领下，努力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审时相
机、抓住机遇、创造机会，加强转型创
新意识、加快股改上市进程、加大自身

改革力度，撸起袖子加油干，以更昂扬
的精神风貌营造生机盎然的员工创业
氛围，在保持集团经济稳健持续发展
的同时，成为全国供销社系统企业发
展的楷模、为农服务的典范和改革创
新的旗帜，为我省供销社综合改革试
点任务的完成、为现代生态高效农业
的发展、为合作经济拓展新空间新领
域作出更大贡献。

汪路平向省社、省兴合集团领导
和关心公司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
谢，并向全体员工拜年。他指出，2016

年公司全年实现销售规模 430 亿元，
进出口总额 5.4亿美元，汇总利润 8.6
亿元，圆满完成年度工作目标。这一
年，公司持续巩固农资主业经营，大力
提升为农服务水平；稳步推进非农板
块扩张，不断优化经营结构；积极推动
转型升级，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加快对
接资本市场，提升运营管理水平。

汪路平指出，新的一年要以创新
求进步、以改革促发展，调整优化业务
结构，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确保企业持
续稳定健康发展；要加快融入农业供

给侧改革实践，扎实做好为农服务工
作；要积极发扬创业创新传统，提升多
元业务竞争能力；要加强整体统筹管
理，确保重大项目顺利推进；要继续完
善内控服务职能，不断增强公司软实力。
李盛梁宣读了浙农控股集团《关

于表彰 2016年度创利贡献奖获奖单
位的决定》和《关于表彰 2015-2016年
度优秀团队、优秀主管和优秀员工的
决定》，省社、省兴合集团和集团公司
领导为获奖单位和员工颁奖，并勉励
他们再接再厉，新年再创佳绩（获奖名

单详见三版）。
随后，一场由集团工会、团委精心

准备的文艺汇演拉开了帷幕，精彩纷
呈的歌舞、小品、朗诵等节目赢得了阵
阵热烈的掌声。青年员工通过他们的
才艺，展现了浙农年轻一代积极向上
的精神面貌，表达了“创业浙农，逐梦
启航”的热情与豪迈。全国各地的浙农
同事也发来了新年祝福，让大家在寒
冬里感受到了热情似火的温暖，团拜
会大厅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团拜会
文艺演出精彩瞬间详见四版）

明日控股 余婷婷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叫做漂泊的

游子，叫做远行的伴侣，叫做慈爱的父
母，他们收拾行囊，备齐年货，放下过
往的辛酸苦辣，满载一年的辛勤和汗
水，化作喜悦与快乐，踏上了回家的
路，每年的这个时候叫做春运！

也有这么一群人，在繁忙的春运
中为归家的人们送上温暖。在火车站
接踵而来的人流中、在熙熙攘攘的站
台上、在座无虚席的候车厅，都能看到
他们的身影，他们在拥挤的人群中穿
梭着、指引着，为春运抹上一道靓丽的
色彩，他们就是义工联盟的春运志愿
者！

1月 14日，明日控股的六位员工
参加了义工联盟的春运志愿者活动。
他们来到杭州城站火车站，在安检口，
他们帮人们提行李过安检，为他们分
担一点身体上的疲惫；在候车厅，他们
帮人们找到相应的乘坐班次，为他们
节约一点寻找的时间、减轻焦虑；在义
工联盟的志愿点，他们为长途无座的
旅客提供爱心坐垫，为远行的孩子准
备漫画书……他们用自己一点点的行
动，给春运中的归家人带去了寒冬里
的一丝温暖，让他们归家的路上，少一
点劳累和憔悴，多一分喜悦与快乐。

“看到人们因为自己的帮忙而露
出笑容，或者道出一句简单的‘谢谢’

时，一种幸福感会油然而生，这或许就
是最好的回馈。”明日控股的志愿者
说。
浙江义工联盟成立于 2007年 12

月 31日，发起人系浙江明日控股员工
王伟强，联盟成立至今一直围绕“节假
日西湖断桥指路”、“福利院探望老
人”、“聋哑语训中心看望聋哑小朋友”
三大特色品牌服务开展一系列活动，
明日控股员工也多次参与爱心活动，
自发成为义工联盟的一份子，本着“尽
自己所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的服务
宗旨，至今已成功举办数以百计次公
益活动，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一致好
评。

情暖回家路 志愿幸福年
明日控股员工参加义工联盟春运送温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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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 &中农在线选送院阿卡贝拉叶思念是一种病曳

好声音节目组选送院联唱叶映山红曳

华都股份选送院歌舞剧叶梦想光芒曳

惠多利选送院情景演唱叶相亲相爱一家人曳

集团本级选送院诗朗诵叶走向辉煌曳

集团团委选送院舞蹈叶木兰辞曳

金昌汽车选送院舞蹈叶大王叫我来巡山曳

金诚汽车选送院舞蹈叶sugar曳

金泰贸易选送院小品叶西游除妖记曳

明日控股选送院尤克里里串烧弹唱

实业投资选送院歌伴舞叶冬天里的一把火曳

主持人

办公室 陈江
“要努力工作，也要照顾好父母，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的。”1月 16日一大早，控股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汪
路平与集团工会主席王春喜等一行驱车 150公里，风尘仆
仆地走进了临安市河桥镇赤石村，将 3万元浙农阳光帮扶
金送到因父母患病而遭遇家庭经济困难的惠多利公司基
层员工李波手中，并鼓励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人生。道
别之时，患病在身的李波父亲坚持要送汪路平一行出村，
并一路紧紧握住汪路平的双手，嘴上不停地重复着感谢的
话语……

这是浙农控股集团 2017年春节送温暖活动的感人一
幕。汪路平还来到尚在休养中的惠多利公司顾问杨钧家
中，关切地询问了他的病情。自患病以来，杨钧一直以顽强
的毅力进行康复锻炼，目前恢复进展良好，汪路平称赞他
意志坚强，勇于克服困难、乐观向前的精神值得浙农员工
学习。
控股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李盛梁，党委委

员、浙江农资集团副总经理王自强等也率队到困难员工家
中及医院慰问。期间，王自强将 3万元现金送到杭州武警医
院，交给爱普公司员工林永明，并看望了正在这里接受治疗
的林永明岳母。王自强表示，浙农是个大家庭，员工亲属就
是公司亲属，公司将会持续关心和帮助林永明岳母的治疗。

汪路平和李盛梁还分别看望慰问了郑军、洪子富、戴
光彬、蒋志诚、樊传誉等公司老同志，关切地询问了老同志

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并向老同志们通报了公司 2016年
的经营情况、改革举措、园区建设和“十三五”规划等重大
事项，对老一辈浙农人为公司发展打下的基础和所作的贡
献表示感谢。

汪路平代表公司全体在职员工祝愿老同志们新春愉
快、健康长寿。他表示，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同志是浙农
集团的宝贵财富，退休以后依然对集团事业非常关心和支
持。浙农集团的成绩有赖于老同志们的奉献，浙农集团的
发展需要老同志们的支持，浙农集团的未来也离不开老同
志们的关怀。李盛梁祝愿老同志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
有所成，为公司和社会发挥余热、做出贡献。

老同志们与公司领导抚今追昔，真切回忆了浙农集团
65年来的发展历程，对公司近几年坚持为农服务和推进转
型升级的努力赞不绝口。“公司发展得好，也是我们的光荣
和骄傲。”老同志们一致对公司的发展成绩表示满意，纷纷
表示将全力支持公司的改革和发展大业，为浙农集团基业
长青发挥应有的作用，并祝愿公司今后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据了解，今年公司已向所有离退休老同志和部分特
困员工发放了慰问金、慰问品，帮助他们过一个安乐、祥
和的春节。同时，公司还通过浙农阳光爱心帮扶基金向遭
遇重大疾病和突发困难的员工发放困难补助金 25万多
元。目前，该基金收到集团内部将近 800人次的爱心捐款
总共 290多万元，其中集团班子成员捐款近 200万元，已
累计发放困难补助 85万元，在危急时刻帮助员工克服困
难、树立生活信心，并在集团内部形成了一个互爱互助的
良好氛围。

冬日暖阳照人心 殷殷切切浙农情

公司春节送温暖活动火热开展

汪路平为困难员工送上帮扶金

汪路平看望退休老同志 邵峰渊中冤将野金钥匙冶交给林昌斌渊左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