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季度
1月3日，花园田氏医院发展恳谈会暨十

周年庆典隆重举行。
1月7日，花园村发布《关于禁燃禁放烟

花爆竹的公告》，规定全村行政所辖区域内1
月16日起全面禁燃禁放烟花爆竹。

1月，国家体育总局在衢州江山市召开
体育工作座谈会，花园村代表金华市介绍了
农村群众体育工作开展情况。

1月，国家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中心公布了浙江省2016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
业名单，花园集团下属企业花园新材公司、
花园金波公司以及花园药业公司3家企业被
成功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月14日至20日，省人大代表、花园村
党委书记、花园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邵钦祥，
出席浙江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并参加了全
部议程。

1月15日，花园南山寺举行万福塔、财
神殿落成典礼暨开光法会。

2月20日，花园集团在众多参评企业中
脱颖而出，以第 6 名的优异成绩强势入围

“2016浙江百佳年度最受欢迎企业”。
2月25日，在北京举行的宣传贯彻中央

一号文件精神暨2017“三农”发展大会上，
揭晓了“2016中国农村新闻人物”名单。花
园村党委书记邵钦祥等10位奋斗在全国各地

“三农”领域的代表获此殊荣，浙江省仅 1
位。

3月2日，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任振
鹤一行，就花园村基层党建、经济社会发展
以及新农村建设等情况进行调研。

3月3日，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党组副
书记梅克保一行，就花园村新农村建设进行
专题调研。

3月15日，东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将环
龙、柳塘、渼陂下、乐业、桥头、西瑶、青
龙、南城、西山坞等9个村并入花园村，希
望通过“强村带弱村 先富带后富”的方
式，做大花园模式，做强花园典型。

3月，浙江省经信委公布了“2016年浙
江省重点高新技术产品开发项目”计划名
单，花园生物公司胆钙化醇环保杀鼠剂项目
与花园新材公司多功能轻质复合墙板项目双
双入列。

3月28日，中国共产党花园村第五次代
表大会在花园大厦隆重召开。

第二季度
4 月 1 日，国家水利部副部长陆桂华一

行，就花园新农村建设以及农村水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进行调研。

4月8日下午，花园红木产业发展趋势暨
红木展销会新闻发布会在花园大厦召开，新
华社、中新社、人民网、新华网、凤凰网、
新浪网、腾讯网、搜狐网、今日头条、澎湃
新闻、农民日报、浙江日报、浙江卫视等50
多家国内主流媒体参加。

4月9日上午，万人工匠风采展示以及木
艺神韵震撼巡展，在全球最大红木家具专业
市场——花园红木家具城广场上揭开面纱，
向世人彰显花园红木的“木”“艺”“匠”形
象，数以万计来自全国各地的红木家具生产
商、经销商以及消费者等在现场一睹真容，
标志着“天下红木第一村”——花园村为期
三天的2017中国·花园红木家具展销会盛大
开启。

4月9日，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揭晓仪
式暨农村改革与发展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花
园村等获选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

4 月 11 日，为期三天的 2017 中国·花园
红木家具展销会精彩落幕，市场总成交额达
5.538亿元。

4月17日下午，东阳市人民政府与浙江
师范大学共建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东阳花园外
国语学校合作签约仪式在花园大厦举行。

4月19日下午，中共东阳市花园村委员
会与中共中国银行东阳支行总支部委员会举
行结对共建仪式。

4月23日，清华大学——花园工商管理
高级研修班的50多位学员在首都北京的清华
大学校园里进行了论文答辩并举行了结业典
礼。

5月4日，随着邵君伟等7名村委会成员

投票结果出炉，标志着花园村圆满完成村级
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据悉，此次选举产生的
新一届党委、村委会以及纪委班子成员均全
票当选。

5 月 6 日，《花园报》 创刊 20 周年出刊
500期。

5月11日，备受旅游行业关注的“2016
中国旅游总评榜”揭晓，花园村榜上有名，
荣获“年度乡村旅游示范奖”称号。

5月16日，花园村党委书记、花园集团
董事长兼总裁邵钦祥与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
分行副行长厉文世分别代表双方签字，标志
着双方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农行省分行
计划在未来三年内提供总额80亿元意向性信
用额度。

5 月 25 日，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一
行，莅临花园，就花园村美丽乡村建设以及
景区创建提升工作进行调研。

5 月 26 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a-
ble News Network）发布了2017世界最佳过
节旅游图片，一张由新华社浙江分社摄影部
副主任徐昱拍摄的花园村航拍图上榜。

5月27日上午，东阳市村 （居） 主职干
部上岗培训班在花园举行，邵钦祥领誓并畅
谈五点体会。

6月8日，随着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资产经
营公司总经理、技术转移中心主任欧阳春发
与花园集团副总裁马文德分别代表双方在协
议上签字，标志着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与花园
集团共建“东阳应用技术产业研究院”正式
步入轨道。

6 月 8 日至 9 日， 2017 浙商全国 500
强”榜单正式发布。花园集团再度上榜，名
列第77位。

6月17日至18日，浙江省邵氏宗亲会成
立大会暨“盛世花园”中华邵氏书画院名家
名品展在花园村顺利举行，来自中华邵氏宗
亲会领导、部分省市分会代表以及浙江省各
地宗亲代表260多人齐聚花园。

6月17日，花园村在花园祠堂举办了以
“墨香花园 秀我风采”为主题的首届村民
书法比赛。

6月28日晚，花园庆祝建党96周年大会
暨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在花园会展中心隆重
召开。

第三季度
7月4日，东阳市“二学花园”现场会在

花园召开， 500人组成的考察团，通过实地
考察学习花园村村庄整治的经验和做法，切
实推进东阳“治危拆违”向纵深推进。

7月，《浙商》杂志首次发布了“2017年
最赚钱的100家浙商企业”排行榜，花园集
团位居榜单第26位，成为复星国际以外最赚
钱的东商。

7月12日，非洲乍得妇女能力建设研修
班学员一行莅临花园，就美丽乡村建设等情
况进行考察。

7月14日至16日，为期两天半的花园集
团2017年半年工作会议在花园大厦召开，并
提出“弘扬花园精神 打造花园铁军”的主
题大讨论。

7月18日，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车俊就 《浙江改革》（情况交流） 第
17期刊发的题为《东阳花园村推进“最多跑
一次”改革的实践探索》 一文作出重要批
示。

7月20日，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车俊一行莅临花园，就农村基层党建
以及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进行调研。

8月9日，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
书记、厅长项永丹一行莅临花园村调研“大
整大拆”工作。

8月12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副主任吴宏耀一行，调研花园新农村建设
以及村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8 月 23 日上午，浙江省重点建设项目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东阳花园外国语学校
正式落成。

8月23日下午，由花园集团按国际五星
级酒店标准投资兴建的花园雷迪森大世界举
行开工典礼，致力建成周边地区最大规模、
最有气势、最具特色的标志性建筑以及浙江
农村第一高楼。

8月24日，花园村党委书记、花园集团

董事长兼总裁邵钦祥与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
分行副行长王勇分别代表双方签字，标志着
双方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建
行省分行将提供100亿元意向性金融支持。

8 月 24 日，“2017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
榜单，花园集团继续榜上有名，位列第320
位，同时喜获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第
184位。此前两天发布的“2016年度浙江民
营企业百强”榜单，花园集团也以第55名的
排名强势入围。

8月22日下午，金华市委副书记、代市
长尹学群一行就花园新农村建设以及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8月29日，浙江省副省长孙景淼一行就
新农村建设以及现代农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
研。

9月1日，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东阳花园外
国语学校迎来了首批小学一至四年级的学
子，并举行了以“放飞梦想 播种希望”为
主题的开学典礼。

9月，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命名了
第七批“浙江省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名单，
中国农村博物馆等45家单位榜上有名。

9 月 15 日，浙江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汤
勇、副院长戚行江等领导专家组成的调研组
一行莅临花园调研。

9月23日上午，民政部专家组一行就花
园村创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示范单位进行实
地验收并举行工作座谈会。

9月26日，新华社以《我在“红木第一
村”当书记》为题，通过新媒体专线在新华
社客户端以及 《新华视界》 微信公众平台
等，报道花园村党委书记、花园集团董事长
兼总裁邵钦祥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农村、建设
农村、奉献农村的先进事迹，仅新华社客户
端直接浏览量就超过百万。

9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2017
年“中国商品市场百强”等榜单。花园红木
家具城与淘宝网、天猫商城、京东商城以及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等一同入围，以全国第43
名的成绩强势上榜。

第四季度
10月，首届世界东阳人发展大会召开之

际，花园集团荣膺“东阳贡献”。
10 月 9 日，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国家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尹成杰一行莅临花
园，就花园新农村建设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情
况进行调研。

10月10日，花园商业中心举行隆重的开
业典礼，标志着花园村大型城市商务综合体
破茧成蝶，东阳南乡一个商业新地标华丽登
场，正式开门迎接各方宾客。

10月11日，国家农业部党组成员、副部
长于康震一行就花园新农村建设以及党建引
领发展等情况进行考察。

10月16日，中央农办主任、中央财办副
主任韩俊莅临浙江调研“三农”工作，并在
杭州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浙江对起草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文件的意见建议。花园村党委
书记、花园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邵钦祥应邀参
会并作新农村建设情况汇报。

10月18日上午九时，举世瞩目的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大礼堂隆重举行。花园村各小区以
及花园集团各企业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纷纷
通过电视、手机、电脑以及大屏幕等媒介，
认真收看了党的十九大开幕会直播并密切关
注盛会。

10月21日，花园第九届体育运动会开幕
式隆重举行，来自花园村、花园集团以及花园
中学的42个代表团的2100多名运动员，在三
天时间里对20个比赛项目展开激烈角逐。

10月28日至30日，为期三天的2017杭
州全球企业家论坛暨“一带一路”经济文化
合作交流峰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G20主
会场） 隆重举行。浙江省中小企业协会会
长、花园村党委书记、花园集团董事长兼总
裁邵钦祥出席论坛并在开幕式上致辞。

10月26日，在金华第二届“证明商标”
“地理标志”金华火腿质量评比活动中，老
汤火腿夺魁获金奖。

11月14日晚，花园党校举行党的十九大
精神专题报告会，邀请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副
巡视员、省委宣讲团成员、浙江大学特聘教

授何启明进行讲课。
11月16日，金华市包装技术协会第六届

会员代表大会暨换届选举大会在花园召开，
金华市包装技术协会更名为金华市包装联合
会并正式授牌，花园新材公司董事长邵徐君
当选会长。

11月20日下午，花园村党委书记、花园
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邵钦祥带队再次来到结对
帮扶的宋宅村考察对接。

11 月 23 日至 24 日，第十七届全国“村
长”论坛期间，组委会发布了2017年中国名
村影响力排行榜，华西村、南山村、花园村
继续领跑全国农村前三甲。

11月25日下午，婺商总会成立大会暨第
一次理事代表大会在金华市文化中心召开，
花园村党委书记、花园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邵
钦祥当选副会长。

11月26日，中央电视台七套军事·农业
频道《聚焦三农》栏目播出题为《村里来了

“花灯节”》新闻报道。
11 月 29 日至 30 日，第四届世界浙商大

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召开。开幕式上，在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车俊以及省委
副书记、省长袁家军等领导的见证下，花园
村党委书记、花园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邵钦祥
与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张旭辉分别代表双方在协议上签字，标
志着双方联姻共建百亿生物医药科技园正式
步入轨道。

12 月 1 日至 2 日，2017 （第七届） 中国
电子高峰论坛暨2017全国电子信息行业优秀
企业表彰大会在湖北宜昌举行。花园金波公
司再次荣获全国电子信息行业优秀企业并受
到表彰。

12月6日，国家信访局党组副书记、副
局长张恩玺一行，就花园村“四个平台”建
设、便民服务中心、村民自治模式等进行调
研。

12 月 8 日上午，伴随着花园村党委书
记、花园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邵钦祥掷地有声
地宣布，花园中华城正式起航。开盘仪式，
吸引了众多购房者前来抢房，现场销售异常
火爆。

12 月 11 日，《人民日报》 头版显目位
置，开设“寄语新时代”专栏，首篇刊登了
题为《赶上了好时代》的文章，通过花园村
党委书记邵钦祥为讲述人的形式，诉说了花
园村的发展变迁以及产业植入具体做法，彰
显了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的美好生活。

12月，国家旅游局公布了首批10家“中
国优秀国际乡村旅游目的地”，花园村榜上
有名，与韶山旅游区、西江千户苗寨、婺源
等一起入选，成为浙江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单
位。

12 月 16 日，金华市 2017 年秋季第三届
东阳“花园杯”信鸽大奖赛颁奖大会在花园
大厦举行。会上，经浙江省信鸽协会常委会
决定，正式任命花园村党委副书记、村委会
主任邵君伟为浙江省信鸽协会副主席、赛鸽
联盟副主席。

12月18日下午，东阳市花园村总工会成
立暨第一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选举产生了
第一届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女职工委
员会名单，标志着浙江省首家村级总工会诞
生。

12 月，中国科协办公厅公布了 100 家
2017年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评选结果，花园
生物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名列其中，成为今
年金华市唯一一家上榜的全国示范院士专家
工作站，也是金华市迄今为止第二家获此殊
荣的院士专家工作站。

12月20日，浙江省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工
作推进会在湖州安吉召开。花园村党委书
记、花园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邵钦祥应邀参
会，就花园村推进依法治村的经验做法分享
交流。

12月26日，花园农发公司的“建园”牌
果蔬荣获“浙江品牌产品”称号。

12月29日，中国银行东阳花园支行正式
落户花园商业中心。

12月，民政部公布了首批“全国农村幸
福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名单，花园村榜上有
名，成为浙江8处获奖单位之一。

12月，花园铜业公司荣获“2017中国铜
板带材十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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