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原金牛 戴丽月
5月 27日袁意大利 SCL 集团全球 CEO保罗渊Paolo Bonini冤尧副总裁汤姆斯渊Tommaso

Trigona冤及 SCL集团中国区经理孙晋等一行到访浙农集团袁与石原金牛签订了叶战略合作
深度推进协议曳袁明确在现有产品总经销的基础上拓宽合作产品线袁并由浙江石原金牛作为
SCL有关产品在中国的平台商开展运营等事项遥

编辑部地址：杭州滨江区泰安路 199号浙江农资大厦 2508室 /邮编：310052/电话：0571-87661888

04
本版编辑 / 金莉燕

ZHEJIANG AMP INCORPORATION 2017年 6月 23日

编委会主任：汪路平 副主任：包中海 总编：叶郁亭

内部刊物窑仅供交流

总第 118期

2017年 6月 23日 /星期五

主办

ZHEJIANG AMP INCORPORATION
浙企准字第 S047 号

第 期6
微
信
号
钻浙
农
控
股
集
团
纂

邵峰寄语浙江农资集团新一届领导班子

稳中快转 稳中快进 再创新业 再圆新梦
浙江农资 胡大为
6月 9日，省供销社主任、兴合集团董事长

邵峰在出席浙江农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度
“三会”时表示，希望公司新一届班子带领企业
实现稳中快转、稳中快进、再创新业、再圆新梦。
兴合集团副总裁姚曙光出席会议并讲话。浙农
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浙江农资集团公司董事
长汪路平主持会议，浙农控股集团公司总经理
包中海、浙江农资集团公司总经理林昌斌和浙
江农资股东（代表）、董事、监事等参加会议，浙
江农资经营班子成员、职能部门和子公司负责
人列席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总经理工作报
告、董事会工作报告等有关议案。

邵峰对浙江农资过去三年取得的成绩表示
肯定，对上一届领导班子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
示感谢，对新一届法人治理结构的产生表示祝
贺。他同时指出，面对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新

一届班子使命光荣，任务艰巨，要坚持翻篇归
零，持续奋斗，推动发展再上台阶、再上水平。一
是坚持认清大势，增强工作紧迫感。即充分认识
调结构的迫切性，认识转方式的迫切性，认识合
规经营的迫切性，认识融合发展的迫切性，认识
做好上市工作的迫切性，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
情办好。二是坚持登高望远，再创发展新辉煌。
进一步以战略视野把全局，牢固树立宏观思维、
长远思维、利他思维、共享思维，善于从长远看
当前，从整体看部分，从外部看内部，走出一条
体现时代特征、富有实际成效的路子。三是坚持
人才强企，提升团队战斗力。重视和加强人才队
伍、经营团队建设，推进企业干部年轻化、全能
化、融合化、革命化，并进一步通过管理制度创
新，增活力，强激励，防风险，促创新，发挥人才
的最大效用。四是坚持文化提升，营造发展好氛
围。与时俱进推进企业文化建设，注重文化、制

度和行为的一脉相承，努力做到联合发展、共建
共享，强化职能、优化形象，塑造价值、凝聚人
心，开拓创新、奋斗创业，使文化成为发展的重
要动力。

姚曙光积极评价了公司过去一年的工
作，指出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公司经营班子
带领全体员工攻坚克难、奋力拼搏，实现了收
入、利润双丰收，成绩来之不易。对下一阶段
工作，姚曙光强调了两方面重点，即规范有序
推进上市工作、着力提升业务核心竞争力。规
范有序推进上市工作，一是要做到统一思想
认识，深刻理解上市的重要意义，服从服务上
市大局；二是要立足上市相关要求，保持业务
发展和财务指标的稳定性、成长性，并进一步
加强规范运作和管理；三是妥善解决上市过
程中的问题，处理好内外各种关系，研究明确
具体方法和技术路径。提升业务核心竞争力，

一是要深化为农服务工作，优化完善涉农业
务、产品和渠道，增强农化服务能力，加快与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结合；二是要提升经营
的质量，进一步推进转型升级工作，推进轻资
产运作、综合化经营，增强核心竞争力；三是
要加强精细化管理，提升管理理念和模式，发
挥好总部的管理协同和子公司的管理创新作
用，实现管理增效，并抓好团队建设。

林昌斌代表公司新一届经营班子在会上表
态发言，表示在新的岗位上，忠实履责，积极作
为，一起为公司发展贡献新一代浙农人的努力。
他指出浙江农资当前将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
一是规范有序推进企业股改和上市工作；二是
强化内控体系建设，系统提升管控能力；三是稳
步推进主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树立高端意识优
化经营结构，树立服务意识推动盈利模式转型，
树立创新意识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浙农浙盐探讨跨行业协作
办公室 陈江
6月 13日，浙江省盐业集团公司董事长

蒋移祥、总经理朱妙顺率考察团到访浙农集
团，与公司董事长汪路平、总经理包中海就企
业改制、公司治理和业务发展等议题举行座
谈。双方一致认为要加深在相关方面的交流，
努力构建紧密的跨行业协作关系。浙农控股集
团资深顾问、纪委书记赵剑平，省盐业公司纪
委书记刘宏斌、副总经理丁庆明、党委委员鲁
向明以及双方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等参加了
座谈。

蒋移祥在座谈中表示，通过此次走访活
动更加真切地了解到浙农集团的员工创业
体制、多元主业模式和转型升级成果，感受
到浙农先进的发展理念和运行机制。蒋移祥
指出，浙盐集团在我国食盐行业内具有较好
的网络优势和较高的营销水平，盈利能力多
年位居同行业首位。浙盐与浙农在长期发展
历程中已经建立了互信、互助的关系，在当
前国家推进盐业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浙盐

集团希望学习浙农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经
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实现跨行业、深层
次、多渠道的协同发展。他希望以本次考察
走访为契机，进一步密切双方高层和业务单
位之间的联系，为争取合作创造条件。

汪路平感谢蒋移祥对浙农集团的关注与
信任，并向来宾详细介绍了浙农集团在改制
创业、持股经营、多元发展和转型升级等方
面的成果。汪路平指出，食盐制品流通与农
资商品流通皆为涉及国计民生的基础性流
通行业，浙农与浙盐拥有长期服务城乡居民
生产生活的历史，是模式相近、人员相熟、理
念相通并且在体制上同根同源的行业骨干
企业，可以在广泛的领域内建立合作关系。
浙农将持续关注有关行业和企业的改革进
展，希望能够与浙盐加强沟通、紧密协作、共同
发展。

期间，蒋移祥、朱妙顺一行还在包中海的
陪同下参观了“浙农视界”展厅，详细了解浙农
集团各方面情况。

中国农资流通协会会长会议在烟台召开

汪路平应邀介绍浙农经验

本报综合报道
6月 6-7日，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会

长会议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农业生产资料局局长、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常
务副会长李殿平，总社农资局副巡视员、协会秘
书长符纯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经济贸易司有关
领导和山东省、烟台市供销社有关负责人，以及
来自全国 40多家协会副会长单位的负责人和代
表出席了会议。协会副会长、浙农控股集团董事
长汪路平应邀在会上发言，介绍了浙农集团有关
情况及转型发展方面的经验。

李殿平在会上指出，本次会议围绕着农资行
业面临的热点、痛点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交流，达

到了凝聚行业共识、引领行业发展的目的。针对
当前农资行业发展困境，李殿平指出，要坚定信
心，抢抓机遇，创新服务，转型升级，加快推进传
统农资流通企业向现代农业综合服务商转型发
展。第一，要把握大势、以变应变，增强危机意识，
不断化解各种危机，实现转型发展；第二，要坚守
主业、服务农民，农资企业发展的脚步必须与现
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和农民的切身利益保持一致；
第三，要强化内功、联合发展，协会副会长企业要
充分发挥行业引领作用，认清形势、找准目标，脚
踏实地、坚持不懈，切实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发展
新动能，走合作共赢、联合发展之路；第四，要锐
意创新、转型升级，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
创新经营服务，全面推进农资企业转型升级。要
通过转型发展，走出行业困境，推进农资行业持
续健康发展，为我国“三农”事业发展做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汪路平以“多元创新、转型创业，探索农资
企业新型发展路径”为题，向参会代表全面介
绍了浙农集团的改革历程、业务现状和发展思
路，着重分享了公司在构筑涉农服务五大平
台、加大汽车业务横向收购、实施塑化业务走
出去战略、探索房地产综合体开发路径、形成
多元类金融业务体系以及推动主业 + 互联网
融合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并和与会代表深入探
讨了供销社企业在体制机制改革、为农服务模
式创新、智慧农资平台建设以及参与“一带一
路”战略上的探索等话题，相关思考和见解得
到与会人员的广泛认同。

1999年，千禧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这
一年澳门回归，举国欢庆。那年我六岁，记
忆中的场景模糊却也鲜艳，红色是国旗，
金色是盛世莲花，大街小巷似乎都飘着儿
童的歌声，气氛深情而又酣甜。

唯有一件事是我清晰记得的：十三
岁的姐姐穿着白衬衫，纽扣扣紧到最上
端，蓝底白圆点的连衣裙，白色的长筒棉
袜，配上一双小黑布鞋，俏皮的羊角髻，
红脸蛋，粗黛眉毛。这幅打扮在六岁的我
眼里，简直美极了。我也想像姐姐一样身
形高挑，穿上盛装，站在大礼堂舞台上的
第一排，唱响《七子之歌》，神采飞扬。

父亲从楼道里取出他的二八自行车，
这是全家唯一的交通工具。二十八寸的车
轱辘威风凛凛，车杠车把锃亮，反射着银
色的光，车把手上的车铃响声清脆，如木
槌敲薄磬———这种声音存留在记忆中像
添加了柔光滤镜一样，与一个城市联结，
如北京上空的鸽哨、黄土地上的信天游，
不止因为悦耳而动人心魄，还有记忆的模
糊处理使之光彩熠熠。父亲如果把我放在
鞍座上，我的脚就无法够到车镫，而父亲
却能轻而易举地单脚上车，这种伟岸与二
八车一起植根在我幼年的印象中。

父亲把我抱上后座，让我双手环抱
在他的腰上，车脚镫一蹬，骑上了前往学
校礼堂的路。十二月的夜晚不再有蛙声
虫鸣，夜风显得冷清。双手紧紧环抱着父
亲的我抬头看着天空，那夜的天空就像
王小波《三十而立》写的：“满天都是星

星，好像一场冻结了的大雨。”父亲骑着
车，我不能一颗颗地数，车子往前行进，
星图往后拉拽，头顶略过了一条没有边
垠的银河。西边的云团正在向我们这一
边浮动，像是得到了什么召集令。
当晚大礼堂里上演了哪些文艺节目

我无从记起，只记得最后一个姐姐参与
的大合唱———《七子之歌》。百人的队伍
里，我一眼看到姐姐，她未必是站在最中
间的那个，但她一定是最瞩目的那个。我
听不懂歌词唱了些什么，只想告诉大家
那个最漂亮的是我的姐姐。父亲紧紧地
环拥着欣喜不已的我，让我能够安静下
来，但他的目光也锁定在舞台上的女儿
身上，笑意炽热。

晚会结束，礼堂外下起了雨，堂檐下
站满了前来送伞的人，母亲也捎人送来了
大雨披。父亲穿戴好雨披，活像个田间归
来的蓑衣老头儿。他将我和姐姐一前一后
地安放在二八车的前杠和后座上，我们躲
进了父亲为我们支起的天空里。车脚蹬一
蹬，父子仨行进在了归家的路上。
“阿囡，再唱一遍台上的歌给我们听

听。”父亲说。姐姐显然有些不好意思，
“刚刚台上不是唱过了吗？”“姐姐，我还
要听，我和爸爸还要听！”我似乎每个关
节都叫嚷起来，车头一跛。“坐好！坐好姐
姐才唱。”父亲的话总是很灵验，我立刻
就卧下身子却竖起耳朵。姐姐没有清嗓
子就自然地哼起来：“你可知 Macau不是
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但是他
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
心的灵魂……”

当孩子们再次唱起这首歌的时候，
澳门回归十八年，父亲六十岁。父亲的
二八车只有一个边际柔化的轮廓印在
我脑海里，那银色的梦境般的光芒逐
渐地像翳一样封存在积灰的角落。二
八车是真的老了，父亲也是真的老了，
能感受到的那种老，姐姐也不再是那
个绾着羊角髻的小女孩，已然成了两
个孩子的母亲。父亲抱起两个外孙，像
《岩间圣母》中身着蓝袍的玛利亚面露
平和的微笑，当他唤起孩子的乳名，总
让我想起那阵远方飘来的歌声“请叫
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人离不
开家，就像澳门离不开祖国。当历史汹
涌地碾进这个时代时，已经不再有二
八车的身影，但它永远熠熠生辉于十
八年前的那个夜晚，承载着一家人的
幸福时光———我听着姐姐从后座飘来
的夹杂着微湿空气的歌声，在父亲为
我们支起的那一小片天空里陶醉。

（明日控股 朱华青）

歌声中的“二八车”

记忆中的父亲似乎总是沉默寡言，在我们幼年时光留

下不多的记忆，但父爱却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厚重。蓦然抬

头，你是否注意到父亲脸上如沟壑般的皱纹、蜷曲又发皱的手指？你的父亲，他正在老去。在父亲节之际，你是否

也有很多话想跟父亲唠一唠？

【你养我长大 我陪你变老】

【爱心之路】

浙农 124位员工无偿献血 30250毫升

集团团委 金莉燕
6月 16日, 浙农控股集团工会、团

委共同组织的“七一献热血 迎接十九

大”无偿献血活动在浙农大厦一楼进行，
124位员工伸出爱的臂膀，奉献热血，总
献血量达 30250毫升，创历史新高。控股

集团董事长汪路平、总经理包中海分别
到现场看望献血员工和工作人员，对大
家的无私奉献精神表示赞赏，并嘱咐他
们注意休息。

下午 13:00开始，献血员工陆续到
达一楼大厅，填表、体检、采血、登记
……一系列流程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有人说：“我身体
壮，多抽点！”有人说：“这是我第五次
献血了，明年还来献！”也有姑娘害怕
看到抽血，却在同事的陪同下，捂着眼
睛坚持献血……

由于献血人数众多，现场一度排起
了长队，一本本红色的献血证代表了一
颗颗火热的爱心。一些错过了前期报名
的员工，现场加入献血队伍；一些不符合
献血要求的员工，主动当起了志愿者，维
持秩序，照顾献血完成的同事。

124位浙农人用自己的一腔热血表
达了对生命的关爱，为亟需鲜血的病人
带去生的希望，也传达了浙农人无私奉
献的爱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本报综合报道
6月上旬，第四届浙江财经大学

和浙江工业大学“浙农 -阳光”奖学
金评选活动先后在浙农大厦和浙江
工业大学举行，浙农控股集团副总
经理兼明日控股董事长韩新伟，集
团财务部、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
以及学校老师分别担任评委。

浙江财经大学“浙农 - 阳光”
奖学金基金总额 100 万元，由浙
农控股集团发起设立；浙江工业
大学“浙农 - 阳光”奖学金基金
总额 60 万，由浙农控股集团及其
所属的明日控股共同发起设立。
两所学校的“浙农 - 阳光”奖学
金均创立于 2014 年，每年奖励每
个学校的 10 名优秀学生。今年，
浙农控股集团与两所学校续签奖
学金协议，再启三年新篇章，继续
关注与支持更多优秀学子的发
展，为品学兼优的学子顺利完成
学业提供了一份保障，也对密切
校企合作、更好地培养和引进对
口人才产生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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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陈江
5月 25日，首期农资营销订单班毕业

汇报会在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学院党委书记劳赐铭、浙江省兴合集团
公司副总裁姚曙光、浙农控股集团公司
总经理包中海等听取了首期订单班毕业
生的成果汇报，勉励他们在未来的人生
道路上不忘初心、再接再厉，继续为梦想
而打拼。经贸学院有关院、处、室负责人，
浙江农资集团及其所属石原金牛、金泰
贸易、惠多利等单位有关负责人参加了
当天的汇报会。

劳赐铭指出，订单班是经贸学院创
新人才培养方式和校企合作途径的探
索，实施两年多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
热烈祝贺首期农资订单班学生顺利完成
学业和实习任务，肯定了他们抉择的眼
光、刻苦的精神和表率的作用，同时祝愿
他们在今后的岗位上取得新的更大成
绩。劳赐铭勉励毕业生要感恩、忠诚、有
为、担当，进一步加强实践学习，为社会
做出更大贡献。

姚曙光赞扬汇报会接地气、动真情、有
创意，充分展现了订单班同学的学习成果
和精神风貌。他指出，同学们选择订单班就
是选择了好的平台、好的企业和好的起点，
希望大家珍惜进入浙农成员企业实习与工
作的机会，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提
升素质、坚定情怀、扩大视野，争取用五到

十年时间把自己锻炼成为拥有强大内心、
掌握真正本领、善用国际思维的新型农资
人，让父母放心、让企业满意、让学校骄傲。

包中海感谢经贸学院和兴合集团领导
对农资订单班工作的关心与支持，高度肯
定了浙江农资集团公司及所属企业在举办
订单班工作中所付出的努力。他希望系统、
学院和企业各方能够着眼于增强系统合
力、培养新型应用人才和拓展选人用人渠
道，继续密切配合、加强对接，争取把订单
班这件好事办好、办久、办出特色。同时他
热情欢迎更多订单班学生加盟浙农，共同
放飞梦想、实现价值。

汇报会上，首期农资营销订单班的 9
名毕业生以 PPT的形式展现了他们在校
学习及在浙江农资集团实习期间的所
学、所悟、所感。部分学生家长、订单班教
师和企业指导老师也上台讲述了他们帮
助学生克服困难、增强才干的故事，并透
露了期间复杂细腻的心路历程。石原金
牛董事长蔡永正为每位学员和班主任献
上了精美礼物，祝愿他们前程似锦、如花
艳丽。惠多利公司总经理缪宏德、金泰贸
易总经理蔡康华也送出真情寄语，勉励
学生怀揣梦想、创业浙农。此情此景，令
前来旁听汇报会的第二期订单班学生及
报名参加第三期订单班的学弟学妹们群
情激昂，更加坚定了他们完成订单班学业
和加入浙农大家庭的信念。

两年精心培育 农资新花绽开

首期农资订单班学员顺利毕业

年幼时母亲对我颇为严厉，
自然而然地，我更喜欢亲近父亲
一些。印象最深刻的是父亲宽大
的手掌，温暖厚实，有着深深的
纹路，感觉父亲的大手抬起，便
可以替我阻挡外界的一切困难
与险阻。

幼年时，家乡下了一场大雪，
淘气的我在雪地里狂奔，冷不丁
“扑哧”一个踉跄摔倒在雪地上，
陷在柔软的雪里起不了身。我焦
急地正要喊出声，突然一双大手
把我拦腰抱起。“糟了，要挨骂
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怯生生地
看向对方，恰好对上了父亲满眼
的宠溺与慈爱，“真淘气……”
小时候的我，只顾着玩耍，眼

前只有新奇的世界，看不到背后
父亲默默的注视，守护如山。

转眼我已步入高中，眼里的
世界从新奇变为了乏味，作业本
成了摆脱不掉的紧箍咒。我见过

深夜整个城市睡去的模样，也见
过清晨四五点的天空，见过教室
空无一人的样子，也见过考试结
束后照进课桌的阳光。本以为可
以收获胜利的果实，现实却跟我
开了一个玩笑，我小心翼翼怀揣
的梦想，在高考后变得支离破
碎。太过突然的打击让我不知该
用怎样的情绪去面对。这时，一
双大手温柔地按在我的肩膀上，
“尽力就好了，别难过。”我回
头，是父亲。

那一刻，我再也没忍住泪水。
想起多少个埋头苦读的深夜，这双
手帮我轻轻关上房门，轻轻的一声
嘱咐：“早点休息。”

那时的我，只顾着往前奔跑，
眼前也只有自己小小的目标和梦
想，看不到背后的父亲，关怀如
山。
再后来，父亲工作渐忙，和他

聊天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我逐渐

习惯于向母亲倾诉，小到细碎琐
事，大到人生规划。有一次在饭桌
上和母亲聊得不亦乐乎，母亲突然
问：“你是不是很久没给你爸打电
话了？”我这才意识到已经记不起
上一次和父亲聊天的时间。在沉默
的间隙，母亲轻叹一口气：“你爸其
实很想你，他亲口说的。”

我愣了，父亲素来不擅长表
露自己的情感，不知道这一句“想
我”，费了多大的力气。拨通通讯
录第一位的号码，听到父亲一声
略带诧异的“喂”。父亲仍然习惯
叫我全名，但是，那语气里掩藏不
住的欣喜，和一点点不知所措，让
我悄然哽咽。

我想，我还是会继续向前奔
跑，追逐更高更远更广阔的天
地，但是这一次，我再也不会忽
视背后的父亲，忽视他如山般深
沉的爱。

（浙农金服 丁姣）

背后的父亲

被太阳晒成带紫红色的皮肤，
粗糙，皱纹不多，但很深。手上的老
茧摸着很舒服，两只手的食指和中
指夹烟的地方是焦黄色的，烟草味
闻着很温暖。头发是花白的，却回
忆不起到底是黑的多还是白的多。
说话激动的时候下嘴唇抖得厉害。
外出劳作进家门之前总会用力地

咳嗽一下，就像一个信号，提醒偷
懒的我赶紧做正事……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是他

能讲出来的最有文化的句子了
吧。四年级的时候，父子两也曾经
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否正确
争得面红耳赤，其实我们都理解
错了，但再没有讨论的机会。最后

一次聊天是我要去常驻边境小镇
之前，在家门口，抽了两根烟，聊
了半个小时，具体聊什么却记不
起来了。两个月后，他走了，我赶
到时他已口不能言。

其实父亲节本无所谓有无
的，你在天堂，也在心间。

（浙农爱普 叶蓬）

忆

父亲一生操劳，小时候要照
顾两个弟弟，每天放学回家就上
山去砍柴割猪草，为家中减轻负
担；成家后供养一大家子，让我们
衣食无忧，自在成长；直到现在，
他还在努力干活，为了不成为我
们的负担。我的父亲是苦大的，我
的父亲也是苦老的。

从小父亲对我和姐姐都特别
严厉，我们很少见到他的笑，他也
不轻易表扬我们。长大以后，父亲
似乎变得不那么严苛，会和我们
一起开母亲的玩笑，喜欢和我们

一起在饭后散步。母亲说，父亲曾
说起对她的羡慕，因为我和姐姐
会与母亲挽手倾诉，却不曾在他
膝间停留撒娇。

我的父亲好强、倔强，不轻
易低头，更不轻弹泪水。但就是
这样一位父亲，在我结婚那天，
躲着不见我。那一天，父亲一直
陪着宾客，我几乎没有见过他。
临出门的时候，我看到了站在人
群中的他，周围人都在笑着，只
有他，显得那么突兀，他的嘴角
向上扬起，却抿紧了嘴唇。父亲

没有出门送我。后来我才知道，
父亲不出现在我面前，是怕我
哭，更怕自己哭。父亲的爱，与母
亲相比，多了一份无言的深沉和
隐忍，似高山般坚定沉稳。

有一回翻起手机相册，却发
现满屏全是孩子的照片和父亲抱
着孩子的背影。我们都在看着孩
子长大，希望留住他们儿时的模
样，却往往忘记回头去看，那一直
看着我们长大，正在慢慢变老的
父母。

（华都股份 包菁）

父亲，您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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