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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玉梅伊玉梅：：在繁琐枯燥中不断提升自我在繁琐枯燥中不断提升自我

“百草味”入选第六批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名单

一、产品内客
微网贷是农行专门为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业主提

供的，以借款人房产(住宅或商住两用房)为抵押物,
用于生产经营的线上贷款。
二、贷款对象

年龄在18周岁(含)以上、65周岁(含)以下的个体
户和私营业主。

农行农行微网贷微网贷
指尖上的贷款神奇指尖上的贷款神奇

线上申请、快速授信、基准利率，助您生意更轻松!

三、产品特点
额度高,最高单笔可1000万元
速度快,线上申请,绿色通道
利息低,基准利率,还款轻松
用款活,随借随用,自主循环
零费用,免评估费,免抵押费

想贷款,又怕——
贷款流程慢?贷款利息高?

做生意缺资金?创业缺启动资金?
一切难题,

农行微网贷,统统帮您解决!
扫描二维码关注浙

江农行微银行，在线测试
贷款金额！

详询新区农行各网点:

中国农业银行杭州临江支行:新湾街道盛凌路86号，82198130
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头蓬分理处:义蓬街道头蓬街218号,82181420
中国农业银行杭州义盛支行:义蓬街道义盛路399号,82161303
中国农业银行杭州河庄支行:河庄街道永丰路557号,83899730

宏德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入驻杭州市高科技企业孵化园区

■记者 李均晓
通讯员俞福军

药品检测是
一项繁琐的工作，
部分药物检验时，
检测报告需要结

合机器数据和人工审核加以分析，很多检验工序会不
断重复。虽然枯燥，但检测是药品投向市场的最后一
道安全栅栏，伊玉梅就在这道栅栏前驻守了17年。

41岁的伊玉梅任职于浙江康莱特药业有限公
司，从事药品检测工作。从她毕业开始，就一直沉
浸在这个工作里，从化学实验室精密仪器的使用，
再到检测方法、验证方案的起草与实施，尹玉梅熟
悉药物质量检测的每一道工序。

康莱特药业每天生产的产品有两大批次，每个批次
约20000瓶，这些药品都需要做检测。检测的项目繁
多，微生物检测、理化检测等，对一个产品进行多次检测
是常有的事。而且检测作为生产的一个环节，有时间上
的限制，如果在检测这道程序花了太多时间，后续的工作
也将被耽搁。但药品安全是个严肃事，这些压力也都压

在伊玉梅以及像她一样的药品检测人员的肩上。
“公司主打的产品原料并不复杂，我们每天的工作比

较重复。”伊玉梅说，“有人认为这份工作是枯燥的，像是机
器人按部就班完成任务，但其实我们所做的不止这些。”

例如检测出现了数据的偏移、含量和正常趋势有
变化等情况，原因出在哪里？怎样能做得更好？这些
问题都需要解决。“检测也可以不仅仅是检测，药品的
合成反应里总有许多奥秘。”伊玉梅表示，带着深入研
究的心态去做工作，像是解谜一样一点点去破解，就
能在工作中感受到乐趣。

付出总有回报，伊玉梅在去年获得金牌工人的荣誉
称号，她还先后获得“杭州市医药行业十佳技术能手”、“杭
州市优秀青年岗位”等荣誉。现在，已经升任组长的伊玉
梅有了新目标，“我要带着班组一起提升技能，提高我们班
组管理能力，让我们整体实验室和康莱特更有影响力。”

■记者 吴宇翔
通讯员戴锋 肖霖

日前，第六批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名单公示，
拟认定“百草味”（杭州郝姆斯
食品有限公司）入选农业产业
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也是杭
州唯一一家入选企业。

根植区位优势
打造品质零食网购王国

新区共有省级骨干型农业
龙头企业2家，百草味就是其
中之一。自其2010年完成电
商转型之后，已实现自身年销
售额2300万元到50亿元的增
长。目前，百草味已经成为一
家以休闲食品研发、加工、生
产、贸易、仓储、物流为主体，集
线上、线下为一体的综合服务
型企业。

百草味于2015年被认定
为“杭州市农业龙头企业”和

“浙江省农村电商龙头企业”，
并成为中国（杭州）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实验区首批试点企
业，在全国拥有 16个仓储物
流中心。借助新区交通区位
优势，百草味在临江街道建立
了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全智
能综合体——杭州大江东临
江基地，物流覆盖华北、华东、
华南、西南、华中等地，快递日
发货能力可达110万件。

此外，为突破行业同质
化困局，百草味还成立了占
地面积约 2300 平方米的食
品研究院，下设 2 个研发中
心、1 个检验中心以及多个
外部合作机构。正是在这
个过程中，百草味完成了
从“流量思维”向“产品思
维”的转变，成就了今天

的“零食网购王国”。

反哺三农
用零食助力新区发展

“以农业为‘根’，公司还采
取自建基地、与农业龙头企业
战略合作等方式，打造了市场、
企业、基地、农户的多种组合生
产模式，实现了一、二、三产业
的融合。”据郝姆斯有关负责人
介绍，百草味95%以上的产品
来自于农产品再加工，也因此
可以直接由产业反哺农业。
2018 年，企业直接或间接带动
农户数4万户以上，联结基地
种植业超过17万亩，养殖猪约
4万头，养殖牛约7000头，养
殖鸭约754万只。

“百草味这样的龙头企
业，是最具创新活力的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也是新区推
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助力农
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
展、激发乡村振兴发展活力
的领头羊。”新区农发中心有
关负责人表示，长期以来，新
区充分结合农业发展实际，
对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及
产业发展带动性强的企业，
明确补助政策，就是要引导
企业发展成为具有带动性、
引领性的优质农业企业。

“接下来，新区将联合市农
业农村局，通过百草味的组织
和带动，与杭州市内各区县市
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合作。”新
区农发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
新区将借助百草味的平台，充
分发挥各方技术和资源优势，
建设集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
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互动分享”
型农业综合示范项目，成为杭
州市真正的一、二、三产业融合
的全产业链典范。

本报讯 日前，杭州宏德智
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在和达高
科·孵化器所属的孵化园区正式
开业。活动现场，宏德智能与中
国银行、万向集团万向租赁和浙
江鸿博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签约。

据了解，宏德智能是一家特
种机器人领域、集智能装备的设
计、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
高新技术企业，拥有智能装备领
域的硕士、博士等专业人才20
余名，获得了安徽省科技进步一
等奖和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等荣誉。同时，宏德智能与浙江
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浙江工
商大学、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等院校建立了稳定的战略合作
关系。其产品包括破拆机器人、
多功能液压机械手、直推式土壤

取样钻机机器人、智能消防机器
等，主要应用于工业、建筑交通、
抢险救援、土壤污染修复等领
域。

作为新区重要的“双创”平
台，杭州市高科技企业孵化园区
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招引智能制
造领域产业项目，加快布局建筑
环境、新能源新材料、计量检测
等三大产业生态链，奋力打造新
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接下来，杭州市高科技企业
孵化园区将继续向纵深拓展，不
断创新孵化模式，打造拥有自有
品牌的孵化产业链，开创孵化创
新成果源源不断、优质企业持续
涌现的新局面，建设新区高质量
发展的“主要承载地”。

（向超 吴宇翔）

■记者 董科娜李均晓

“一起盖楼，瓜分 20 亿红包”“预购享受多重好礼”“先领券再下

单”……随着“双十一”的脚步不断临近，面对各大平台、商家“甩”出的优惠

措施，剁手党们积攒日久的购物欲望也愈发蠢蠢欲动，剩下的念头只有“买

买买”。当然，这样一场全民参与的消费盛宴背后，有这么一群人，在为“双

十一”的大促狂欢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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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新推理财产品浙商银行新推理财产品
永乐理财365天型4.25%

★5分钟在线申请 ★1小时自动化审批
★有房线上贷 ★生意周转快

详询95527或银行网点客户经理
点易贷专员：高志平13282820720，82921287。
徐伟刚18258888258，82921293。
浙商银行杭州钱塘新区支行:
钱塘新区义蓬街道义隆路203、205号。
本广告内容仅供客户参考，并不构成本行的任何要约、承诺或义务最高500万元，最长可贷3年，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资金需要

小企业房抵点易贷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须谨慎

手机点点

快速申请房产抵

押贷款

★浙商银行个人借记卡客户通过我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ATM等所有电子渠道跨行转账手续费全免！浙商银行理财产品可转让、可质押!

浙商银行杭州钱塘新区支行: 钱塘新区义蓬街道义隆路203、205号 82921285，82912751

理财子单元简称
一、永乐1号大众客户理财
永乐1号180天型
永乐1号365天型

永乐1号99天型

永乐1号182天型

永乐1号180天型

永乐1号365天型

永乐1号363天型
二、永乐2号高净值客户理财
永乐2号187天型
永乐2号365天型

永乐2号99天型

永乐2号182天型

永乐2号180天型

永乐2号365天型

永乐2号363天型
三、永乐5号私行客户理财
永乐5号187天型

永乐5号92天型

永乐5号182天型

永乐5号365天型

理财子单元代码

AC1243
AD2536
AB4091
AB4092
AC3619
AC3620
AC1242
AD2534
AD2535
AD1074

BC2073
BD2486
BB4101
BB4102
BC3664
BC3665
BC1137
BD2484
BD2485
BD1091

DC2036
DB3160
DB3161
DC3233
DC3234
DD2258
DD2259

业绩比较基准

4.32%
4.25%

4.06%

4.12%

4.10%

4.20%

4.18%

4.38%
4.30%

4.10%

4.17%

4.15%

4.25%

4.23%

4.42%

4.13%

4.22%

4.32%

起点金额

新客户专属款 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双十一特别款 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款 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柜面款 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款 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柜面款 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新客户专属款 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双十一特别款 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高净值款 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款 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柜面款 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款 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柜面款 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新客户专属款 100万元起，上限1亿元

感恩九点款
100万元起
上限1亿元

认购期

11月07日-11月12日
11月11日-11月12日
11月07日-11月10日
11月11日-11月13日
11月07日-11月10日
11月11日-11月13日
11月07日-11月13日
11月07日-11月10日
11月11日-11月13日
11月07日-11月13日

11月07日-11月13日
11月11日-11月12日
11月07日-11月10日
11月11日-11月13日
11月07日-11月10日
11月11日-11月13日
11月07日-11月13日
11月07日-11月10日
11月11日-11月13日
11月07日-11月13日

11月07日-11月13日
11月07日-11月10日
11月11日-11月13日
11月07日-11月10日
11月11日-11月13日
11月07日-11月10日
11月11日-11月13日

风险等级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地点：如意仓
时间：“双十一”倒计时6天

和往年“双十一”一样，今年雒师域
依旧很忙碌。“其实整体的准备工作从6
月时就陆陆续续开始了，11月初正式进
入备战状态。”雒师域是如意仓下沙保税
仓发运主管，自进入全面备战状态以来，
他便每天都重复着“收货、拣货、入库”等
一系列繁琐的工作。“每一个环节都要保
证信息正确，不然后面的流程都会出错，
影响发货速度。”雒师域表示。

如意仓以全渠道同仓共配解决方案为
核心，通过以商品为中心的物流数据应用
和全国分仓网络，为客户提供BC同仓管
理、多区域分仓配送、跨境保税、供应链金
融等物流解决方案和仓配运营服务。目前
杭州跨境仓主营品类为宠物食品及美妆、
保健、母婴等品类。今年的“双十一”即将
到来，由于前段时间备货压力大，雒师域每
天基本要到晚上9点多才能下班。

和往年“双十一”不一样的是，今年
雒师域的身份变了。从原来的组长变成
如今的主管，需要雒师域更加顾全大局。
由于宠物食品保质期长短不一，需要及时
清理库存，所以最近除了一般的工作，雒
师域还要格外留意库存情况，做好理货的
工作。“正式进入大促后，我也要参与整个
发货流程，做好协调统筹的工作，连续十
几天上班也是正常的。”雒师域说道。

地点：海沧科技
时间：“双十一”倒计时5天

如果你在“双十一”抢购到一款
Michael Kors的包，它可能并不是当天
从美国跨越太平洋来找你，它或许已经
提前“入住”位于综保区内海仓科技轻奢
仓的防尘货架上，享受24小时恒温恒湿
的保姆式待遇，戴着独一无二的电子防
伪码，由海仓科技员工精心打包好，再由
快递员送到你手上。

“如果收货地址是在杭州市内，你当
天就能收到。”作为海仓科技杭州仓的仓
储主管，这是毛飞参与的第五次“双十
一”。十月开始，毛飞所管理的仓库陆续
收到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他们会
事先分出能够预测到的“爆品”，这些商品
被集中起来，存量会得到实时监控，一旦
单量增加，货架上的空位将得到及时补
充。“针对‘双十一’，我们会提前做好有效
的临时预警方案，比如自动化分拣时货物
被卡住了，或者货物在某个环节有纰漏，
这些都要在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双十一”当晚以及接下来的几天，

对于毛飞还有像他们一样的1500多名
海仓科技员工来说注定是忙碌的，但这
忙碌当中也有期待，这期待来源于知道
自己能够做好工作，拿下硬仗的自信心。

地点：百草味总部
时间：“双十一”倒计时5天

“百味一心 不胜不归”“2019‘双十
一’倒计时 5 天”“电力满格 无惧熬
夜”……走进百草味总部大楼，一条条征
集自员工的口号被悬挂在公司的角角落
落，王莹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启了她
打鸡血般的“双十一”备战之旅。

截至11月5日，今年天猫“双十一”
坚果零食预售品牌榜单中，百草味位列
第二。面对庞大的商品需求量，保障供
货至关重要。王莹所在的是商品计划
部，主要工作就是“备货”，前端需要对接
产品中心和运营，接到相关需求后则需
要向采购“下单”，然后再根据占比把相
关货品分配到全国15个仓库。

工作看上去简单，但实际却很繁琐，
“007”已是家常便饭。“特别是大促期间，由
于订单多，库存变动频繁，做好沟通和跟踪
就非常重要。”王莹表示。为了能更加直
观、快速地掌握产品库存，王莹近期还在系
统流程上不断做优化。“‘双十一’之前我主
要在做库存中心，原来会有多个系统统计
库存，如果要知道总量就需要挨个系统抓
取，大促期间就会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货可
以卖。”王莹表示，“近期就一直和技术合逻
辑、对数据，确保系统在大促前上线。”

地点：壹网壹创
时间：“双十一”倒计时4天

“双十一”是一场硬仗，不过对于壹
网壹创的创意总监司狼来说，“双十一”的
硝烟早在7月就已经点燃。和一般的电
商企业以及仓储物流服务不同，壹网壹创
参与“双十一”的方式是帮助其服务的品
牌在“双十一”中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品牌的销售看似在短短一天完成，但这
背后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战役。”司狼表示。

“‘双十一’其实是商家争夺流量的
一个过程，我们的工作是帮助商家获取流
量。”在司狼的理解里，“双十一”是场竞争
消费者注意力的游戏，而精通游戏规则的
商家能够在平台更显眼的位置夺得先机。

伊丽莎白雅顿是一个著名的美妆品
牌，司狼对其做“双十一”的策划时，注意到
雅顿有两张“好牌”，迪士尼的支持和优质
的明星资源，他和团队策划将两者充分结

合，迎合今年天猫“双十一愿望一
一实现”的主题，让品牌更
得天猫运营商的青睐。

创意是另一个
能引人注目关键
要点。“美肤宝在
今年有个去油的
产品，我们把这
个点和现在许多
年轻人熬夜结合，
策划把产品做成方
便面的样式，起名叫

‘熬夜有面’。”司狼表示。

地点：杭州味全食品
时间：“双十一”倒计时4天

不似其它企业那般忙碌，杭州味
全食品有限公司运作依旧十分平稳。

“这两年我们在电商端的销售额也在
不断增长，今年各品类的产量
需求上升了大概10%—
20%，特别是“每日C”

“味全严选牧场牛奶”
等果汁类和奶制品
类的产品销量很
好，前两年大促期
间生产还会有点
忙，今年因为前后
产量变化不大，生
产比较平稳。”味全
食品的EHS专员朱
昭庆表示。

线上的热烈促销，最
终离不开产品的稳定生产供
应。“为了公司的生产、质量管理我们
也 导 入 了 先 进 的 管 理 体 系 如
ISO14001、ISO45001、AIB、SQF，运
用体系的规范化运行促进管理的全面
提升，保障公司的安全生产及平稳运
行。”作为管理者，朱昭庆的工作就是
把各项工作都执行到位，确保大促期
间各类产品的供应。不仅要保证数
量，更要保障质量。“近期我们还在环
境改善上也下了不少的功夫，确保产
品质量。”朱昭庆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