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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商故事

作为区工商联常委、区农业

企业联合商会副会长企业，杭州

万佳水产有限公司在发展历程

中，积极引入先进的经营理念、管

理方式、物质装备和生产技术要

素等，拓展多元化经营，优化“菜

篮子工程”，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

睹。

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杭

州万佳水产有限公司自觉承担起

社会责任，为一大批下岗工人拓

宽了就业，带动了增收。并时刻

不忘回报社会，用自

己的爱心、慈善行

动，诠释自己的社会

责任与担当。

区工商联点评

■文/首席记者 洪凯 摄/首席记者 范方斌

万佳水产、万佳海鲜、万佳水果……杭州万佳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佳”），
作为一家在萧山风雨兼程一路前行了20年的本土企业，始终致力于服务百姓的“菜篮
子”，在求实创新、不断进取的同时，时刻不忘回报社会，用自己的爱心、慈善行动，诠
释自己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日前，随着万佳水产新大楼的落成开业，董事长郭子余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争做一家百年老店。

20年来，万佳做了那些善事，究竟捐
出了多少慈善款、物？

万佳的在册登记本上已经密密麻
麻。拥军、敬老、济贫，只要对社会有益的
善事，万佳的付出不嫌多，也会尽力去做。

受万佳帮助最多的就是老人和小孩，
与万佳结对的学生不以成绩为标准，因为
每个孩子都是一样的，多资助一个孩子，
就给他们多增添一份希望。

在贫困助学过程中，万佳都是通过当
地政府和学校把钱发到每一位受资助孩
子手上。每完成一笔捐助，都能收到孩子
照片以及家里的情况介绍，每一笔企业资

助都要真正送到困难家庭当中去。
每隔一段时间，公司的传达室总能收到

受资助孩子们的来信。郭子余把这些信像宝
贝一样，与公司的重要资料保存在一起。因为
字里行间流露着真情实感的篇篇文字，是一笔
宝贵的财富，激励着公司领导和每一位员工。

来自云南大山深处一名叫李艳玲的孩
子在信中写道：尊敬的叔叔，您好，我是您
资助的一名学生，开学我就要读初二了。
感谢您资助我，我一定会加倍再加倍努
力，不辜负您的期望，长大后我一定会像
您一样，资助更多的贫困学生。在困难面
前，你越不将它放在眼里，它越对你表示

恭敬，这句话让我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
灰心，阳光总有一天会出来……

前几年，万佳又在云南会泽县结对了
17名困难学生，这些孩子原先是有人资助
的，但原来结对的企业破产后，他们便失去
了资助。得知这个消息后，万佳立刻提出
了结对要求。作为浙江省光彩事业促进会
常务理事单位，“积小善为大善”，已经成了
万佳发张壮大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20年间，万佳先后与青海、云南、宁夏、
贵州从江等地的100余名贫困学子结对。这
段时间，万佳公司正在与多方联络寻找，计划
在2018年资助贫困山区建一所学校，尽全力
帮助山区的孩子们解决上学难、读书难问
题，让慈善的大义一直流淌、延续下去。

翻开万佳的发展“履历”，你会发现，
这是一家土生土长的综合性企业。

1995年万佳刚起步时，一辆嘉陵牌摩
托车是当时公司仅有的配送工具，飞驰在
城乡各个角落；到了1999年，万佳换上了
皮卡、轿车，驶入了规模化经营的快车道；
如今，万佳的水果种植产业已拓展到了齐
鲁大地，迈出了多元化稳健发展的步伐。

多年来，万佳不断发展壮大，但企业

的诚信与担当始终未变。万佳对优质产
品质量孜孜以求，万佳为下岗工人创造条
件实现再就业拳拳关切。

何国英，10多年前下岗后来到了万佳，
实现了她的再就业梦想。如今已是部门经
理的她，说起自己的二次就业，不禁竖起大
拇指说：“在万佳，还有许多像我这样的兄
弟姐妹，大家在一起工作得很开心，在万佳
工作我们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

何国英说的这个“家”，至今已经安排
了300多位下岗工人就业，他们在这个

“家”里，不仅能得到一份固定收入，更有
了一份安逸的生活。

“萧山区诚信企业”“萧山区农业龙头企
业”“萧山区十大农副产品基地”，作为服务百
姓“菜篮子”的萧山本土企业，万佳获得了诸多
荣誉。郭子余也先后被评为萧山区劳动模范、
杭州市劳动模范，并分别担任了工商联、农商
会、关怀基金、慈善分会等多项社会职务。

万佳的品牌门店不仅在萧山遍地开
花，而且在山东等外省也是声名远扬。水
果种植、水产养殖，这些基地化生产的农

副产品，为万佳产品确保品质，提供了坚
强的后盾。现在，万佳公司经营着多家连
锁门店，两大水果、水产基地，形成了种养

殖、自产自销的产业链。
在做精农业产业的同时，万佳把目光

投向了无人自动售货机，目前已向企事业
单位投放的数百台自动售货机因其可靠
的产品质量和便利的售卖方式，受到了消
费者的欢迎。接下来，万佳将进一步增加
市场投放，让这种便利的生活方式进社
区、进企业。目标在五年内，投放市场的
无人自动售货机数量达到1200台，并积
极向外省拓展。

20年的创业历程，让万佳“掌门人”郭
子余形成了自己为人处世的风格：诚信行
走天下，担当铭记心间。

做企业 以诚信担当走天下

做慈善 不求回报撑起爱的大义

每年春节前为困难群众送温暖

万佳公司万佳公司：：
服务百姓服务百姓““菜篮子菜篮子””争做百年老店争做百年老店

万佳新大楼落成

山东苹果种植基地

■通讯员 黄俊男 吴洁 记者 杨圆圆

本报讯 日前，浦阳镇在区法院的
指导下，召开了桃北新村拆迁动员大
会，传达贯彻浦阳拆迁征地专题会议精
神，组织动员各部门、各单位以时不我
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投入到桃北
新村的征迁工作中，妥善处理因登峰集
团破产而引发的相关问题。

据了解，桃北新村由原小湖孙、横
塘倪、许家、於家4个自然村合并而成，
因“水中国宝”桃花水母和“桃花源”文
化而声名鹊起。2005年，桃北新村引进
登峰集团以企业加项目模式建设新农
村，通过10余年的开发建设，先后获得
省、市级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杭州市

首批风情小镇等荣誉称号，也是首个通
过国家康居住宅示范工程验收的农村
住宅项目，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处理桃北新村征迁工作时，由登
峰集团破产而引发的资产、债权等问
题，成为阻碍征迁推进的关键问题。

登峰集团于 2015 年 8月 28 日因经
营不善，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正式宣告
破产。同年11月，区法院正式立案受理
登峰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等 21家公司的
破产申请，同时由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指定泽大律师事务所、星韵律师事务所
和德威会计师事务所担任联合管理人，
全面处理登峰集团的资产评估和债权
审核工作，到破产时，该区域尚有 160
余户10多年未完成拆迁的农户。

由于登峰集团资金缺口巨大，所以
桃北新村拆迁区块的土地使用权成为今
后登峰集团清算资金的重要来源。登峰
集团联合管理人负责人、泽大律师事务
所副主任徐起平律师说，只有尽快完成
拆迁工作，才能最大限度保护债权人的
利益。管理人基于历史和破产的实际情
况，决定重新启动桃北新村未完成的拆
迁安置工作, 优先切实保障被拆迁人的
合法权益，完成破产企业的社会责任。

浦阳镇党委书记劳伟刚表示，桃北
新村开展这一轮拆迁意义重大，为助推
浦阳早日建成萧山南部生态经济发展
先行区做出了贡献，也与登峰集团破产
处置的必然要求相符。对管理人来说，
因拆迁地块未完成拆迁，土地不能净地

交付，将严重影响其资产价值最大化，
因此，重启拆迁势在必行；对发展意愿
强烈的桃北新村村民来说，拆迁工作的
推进能够切实保障村民利益，促进桃北
新村谋求新的发展；对浦阳未来发展规
划来说，在“三化联动”的背景下，桃北
特色小镇的打造与南片宜居、宜业、宜
游发展的理念高度契合，乡村振兴将成
为浦阳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

“桃花源项目的最后一轮拆迁工
作，是关系到村民根本利益和村级发展
的头等大事。”桃北新村党委书记倪丛
越说，“村三委班子将积极支持区法院
和登峰集团管理人的工作安排，克难攻
坚、勇于担当，认真细致做好群众思想
以及其他各项工作，全力确保拆迁安置

工作如期完成。”
此次征迁，不仅存在企业破产所引

起的资产和债权分割、审核的复杂问
题，还面临着时间跨度较大、政策协调
难度大、利益平衡较难等诸多困难。对
此，浦阳镇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桃北新
村此次拆迁安置工作，专门抽调机关干
部和村三委干部组成桃北新村拆迁指
挥部，协助管理人做好拆迁相关工作。
根据拆迁工作安排，拆迁指挥部目前已
经分组开展入户走访工作，宣传拆迁政
策。征迁工作计划从下周开始全面进
入评估、试算和签约阶段，签约时间截
至 2018 年 1 月 10 日，力争奋战 30 天，
为历时 13年的桃花源项目画上圆满句
号。

奋战30天 浦阳打响桃花源项目拆迁收尾战

■记者 郑海龙 通讯员 罗岚

“效绩攸勤莫等闲，分阴不惜去难
还。勉旃汝等当齐力，欲振家声克念
间。”……走进航民村文化礼堂，美德励志
廊上有一些很明显的文字摘录，那就是家
风家训。

航民村是全国知名的当代中国经济
十强村之一，已率先跨入全国富裕村行
列，并被评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
位。航民村的发展，可迹于其深厚的文化
底蕴及源远流长的文脉传承。

“我们航民村家风家训主要由朱氏和
沈氏组成，历史应该是久远的。”航民村的
方琴在介绍村文化礼堂时，特别提到了村
里的家风家训。“效绩攸勤莫等闲……”这
句，即是航民村朱氏《家训祖训》十戒中的
第三戒：勿荒废职业。

航民村朱氏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春
建祠并纂修瓜沥《萧山朱氏宗谱》。其中
《家则十条》《十戒》作为朱氏子孙后代为
人处世的准则。

今年，作家陈崎嵘撰写的长篇报告文

学《航民：一个共富的村庄》由作家出版社
出版，这是一部农村题材的力作。作品讲
述了浙江首富村航民村在主人公朱重庆
和村领导班子带领下，几十年坚持创业创
新、共享共富、和谐和美的发展理念，矢志
不渝地建设新农村、构建农村命运共同体
的动人故事。

航民人把创业、敬业作为立身之本。
在朱氏《家则十条》中的第六条是：务职业
以安本分。士农工商四者各务一业。大则
显亲扬名，小则成家立业。如子孙有克务
本业者，族长等察其实绩公议登簿，以俟奖
赏。其有不习正业，游手好闲者议罚。

航民村所在的航民集团，是航民人不
断艰苦创业的成功样板，航民股份是萧山
较早的几家上市公司之一。在航民的企业
文化展厅内，我们观看了航民集团起家的
染缸等物品和创业故事。“航民人对事业的
执着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特质，”航民集团
文化事业部的陈国龙这样说，“发展集体
经济，坚持共同富裕，航民一直是这样做
的。”

在航民村田园广场，可以看见一排排

整齐干净的江南农居，依山傍水，向人们
展示着航民人勤劳致富后的景象。航民
人的文化是一种包容的创业文化，这在航
民村的发展中，从全国各处奔来的创业大
军中可见一斑。

“我们经常到航民文化剧院、游泳池
来玩的，我们那儿也有家风家训，但文化
礼堂还没有呢!”在杭州航民雪贝儿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工作的张小姐是四川人，觉得
航民的创业氛围很浓。

“人生在世，自己要习些劳苦，家道平
常不怕，不劳苦若家道有余，件件要人服
侍，把身养坏了。”“有容德大，无欲天全。
俭以养廉，勤能补拙。物力宜恤，人力宜
勤。”……沈氏的列祖列宗在《萧山长巷沈
氏宗谱》中给后代子孙留下《家训》作为治
家格言。

勤劳的航民人，一代又一代地谱写着
创业敬业的故事，而家风家训，则一代又
一代地激励着后人。

家风家训激励人

昨日早上，在新塘街道田畈里的小水沟出现薄冰。
今天是“大雪”节气，天气将进入寒冬。 通讯员 傅灿良 摄

昨日水沟现薄冰 美
今日节气入“大雪” 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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