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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再高袁只要步履维艰往上攀袁总能登顶曰
路再遥袁只要砥砺前行往前走袁定能到达遥

2018年 12月 18日袁是一个野双喜临门冶的日子遥 一部波澜壮阔尧气势恢宏的改革史诗缓缓呈现袁一张同频共振尧同向发力的发展画卷就此

打开遥 这一天袁既是祖国改革开放 40周年袁又是温州市现代集团成立 8周年遥 作为野现代人冶袁能够与祖国的改革发展尧集团的转型升级野同舟共

济扬帆起袁乘风破浪万里航冶是我们无比的荣幸与自豪遥
新的一年袁新的挑战遥 站在 2019年新的起点线上袁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尧改革创新不断深化尧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尧城市建设突飞猛进遥 我们要

坚定信仰尧持守信念尧重振信心袁以野遇水架桥袁逢山开路冶的改革精神袁向基层一线延伸开展党建尧经营尧服务野三大擂台赛冶袁持续推进清廉尧暖
心尧先锋尧平安和改革攻坚尧经营攻坚及理旧账野4+2+1冶行动袁继续打造农贸物流尧会展商贸尧旅游酒店野三大核心业务冶袁以铿锵有力的步伐朝着

营收最高尧利润最高尧缴税最高的目标迈进遥
新的一年袁新的机遇遥 站在 2019年新的海平线上袁我们碰触到了青春活力的时代脉搏袁聆听到了催人奋进的改革强音遥 温州市委全面吹响

野奋战一一六一尧奋进二〇一九冶的进军号袁号召全市上下以奔跑之势奋战奋进袁用奋斗力量继写野再造改革开放新优势尧再创高质量发展新辉

煌冶的温州创业创新史遥打开集团 2019年作战图尧攻坚表袁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整合重组尧业务外拓尧管理输出尧旅游投资尧资产上市等野井喷式冶的

发展机遇正在等待野现代人冶去试水遥 我们要以野时不我待袁只争朝夕冶的攻坚精神袁进一步发挥融资尧管理尧
经营尧创新等优势袁在新的拓展领域集聚一批新人才袁打造一片新天地袁干成一番新事业遥

大河奔流劈新路袁层峦竦峙争高峰遥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袁攻坚的目标已经敲定遥这一年袁高质量发展势必跨上新台阶袁全

面深化改革势必呈现新态势遥 我们野现代人冶要抢抓机遇尧迎难而上袁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
旗帜袁必能在新的征程上继续沿着野135冶战略和第二轮野358冶发展扬帆起航袁为野五美新温

州冶建设贡献新的更大的野现代力量冶遥

以奔跑之势奋战奋进
姻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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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味十足 “瓯”韵峰回
温州大酒家重装开业迎客

编者按院温州大酒家作为温州人家喻户
晓的聚餐地袁因其历史悠久散发着古朴的芳
香袁因其蝶变魅力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袁因其
菜谱特色吸引着本土的食客遥温州大酒家的
重装袁在现代建筑中穿插了古风元素袁实现
了现代文明与传统风格的完美融合袁其盛大
开业势必颠覆温州餐饮业的文化印记遥

去年以来袁市现代集团积极响应我市五马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
升号召袁决定重新收回温州大酒家的自主经营权遥该项决定袁需要承
担经营风险袁更需要承担改造费用遥

野作为国企袁我们需要义无反顾地支持和承担政府公益性项目
建设遥 冶温州大酒家经理池赵炼表示袁大酒家整个外立面改造和内饰
装修契合历史文化保护价值袁共出资 500万元袁历时 1年完成袁打造
了 23个包厢尧2个宴会厅和 106间客房袁可同时容纳 400人就餐遥
自始至终袁温州大酒家铆足干劲袁奋力冲刺袁在禅街历史文化街

区改造中发挥了排头兵角色遥 改造期间袁市领导多次协调改造工作袁
集团始终以国企使命承揽社会责任袁在兼顾经济效益的同时袁更加
注重社会效益遥 温州大酒家的如期开业袁不但彰显了野现代速度冶袁更
是彰显了野现代担当冶袁让温州市民为之一振遥
如今袁温州大酒家以独特的装修风格将我市野瓯文化冶彰显得淋

漓尽致袁 并与改造后的温州八中等成为禅街的标志性历史文化建
筑袁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尧文化研究的好去处遥

位于禅街的温州大酒家袁创办于 1956年 10月 1日袁系新中国成
立后我市开办的首家国有餐饮企业遥 历经 60多年的沧桑巨变袁温州
大酒家见证了我市餐饮文化尤其是瓯菜文化的迅速崛起袁 也见证了
瓯越大地经济腾飞带动餐饮企业的发展遥

温州大酒家是一家有野故事冶的酒店袁足以让上了年纪的温州人
勾起童年的记忆遥 上世纪 60年代袁这里名厨辈出袁名扬浙南遥 上世纪
80年代袁 借势改革开放富起来的温州人对温州大酒家的情有独钟袁
一度让其成为温州人钟鸣鼎食的好去处遥 上世纪 90年代袁温州大酒
家进入了昌盛期袁于 1996年获评国家内贸部野国家一级酒家冶荣誉称
号遥 然而袁随着我市餐饮业竞争的不断加剧及大酒家包括停车资源尧
场地资源在内的配套设施的制约袁 温州大酒家逐步走向萧条袁于
2008年起开始转包民营企业继续经营餐饮尧 客房等业遥 直到 2017
年袁我市启动五马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工程后袁温州中亚渊旅投冤公司从
恢复大酒家的历史文化元素出发重新收回该大酒家的自主经营权袁
让大酒家重返温州记忆袁重现温州味道遥

当 2019年第一缕阳光从瓯越海平线徐徐升起之时袁温州大酒家
借着元旦的黎明曙光迎来了盛大开业遥 从此往后袁广大市民在自己的
家门口袁就能吃到地地道道尧原汁原味的瓯菜遥

温州大酒家要要要城市记忆的承载者

步入温州大酒家袁一股浓郁的野瓯风冶诗情气息四溢而来袁一楼
的野瓯冶字在古典风格的衬托下格外引人注目遥

温州大酒家装修风格别具匠心袁以厚重的文化底蕴呈现出复古
感尧民国风袁可以说这是一家以植入野瓯冶文化为主题的酒店遥二楼汇
集了瓯窑尧瓯绣尧瓯塑尧瓯剧等经典元素袁做到现代与古代的完美融
合袁体现野瓯居海中冶的山海文化气息袁让市民真正体验到复古感尧品
质感和厚重感遥 包厢命名更是别具一格袁全部用温州人耳熟能详的
地名来命名袁如六虹桥尧八字桥尧五马坊等袁给消费者一种亲切感遥食
谱的打造上袁最大的亮点在于主打素有野中国八大菜系冶要要要浙江菜
之称的瓯菜遥 在这里你可以吃到素有野瓯菜三绝冶之称的三丝敲鱼尧
锦绣鱼丝尧爆墨鱼花遥

野到温州大酒家消费袁不但要让市民享受到物质上的盛宴袁更要
让市民享受到精神上的盛宴遥 冶温州大酒家经理池赵炼表示袁大酒家
自 2018年 11月 7日试营业以来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袁尤其
是 2019年 1月 1日正式营业以来袁前来参观尧消费的市民更是络绎
不绝袁且大多数人都是冲着酒家特有的野瓯文化冶野瓯菜系冶慕名而
来遥旺盛的人气让我们对打造野瓯文化冶的传播基地和温州城市文化
旅游的金名片有了更足够的信心遥

消费者张先生表示袁温州大酒家装有他满满的童年记忆袁此次
特意带上家人来消费袁就是要体验一番古朴风格的消费环境和瓯味
浓厚的文化盛宴遥 同时袁吃完饭后全家人还可在二楼的野书香门第冶
大厅拍张野全家福冶带回去袁真是其乐融融遥

温州大酒家要要要瓯越文化的承接者

温州大酒家要要要国企责任的承担者

现代集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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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袁市现代集团资产中心紧盯资产出租率尧租金收取率尧大宗资产盘活率
等关键指标袁通过提升资产管控 2.0版强化野五色法冶管控和资产平台监管袁全年实
现资产盘活 71宗袁面积约 5万平方米袁增加租金收入达 1924多万元遥 全集团出租
资产规模为 55.74万平方米袁出租率高达 96%袁实现租金收入 1.63亿元袁租金收入
同比增长高达 25%遥

编者按院2018年袁市现代集团付出了努力袁也收获了硕果遥 盘点 2018年集团
各大业务板块经营数字袁既是分享 2018年的喜悦袁又是激励 2019年的征程遥

2018年袁菜篮子检测中心共完成样品检测 116021批次袁检出不合格样品 245
批次袁合格率 99.79%遥 其中检测蔬菜市场样品 99336批次袁检出不合格 149批次袁
合格率 99.85%曰 检测水果市场样品 4877 批次袁 检出不合格 18 批次袁 合格率
99.63%曰检测淡水鱼市场样品 2726批次袁检出不合格 23批次袁合格率 99.16%曰检
测现代农贸城样品 6907批次袁检出不合格 55批次袁合格率 99.20%曰检测肉品市场
样品 79批次袁全部合格曰检测配送公司样品 2096批次袁全部合格遥 检测项目包括
农药残留尧亚硝酸盐尧二氧化硫尧甲醛尧吊白块尧孔雀石绿等遥

舌尖上的安全
要要要肉品合格率最高

2018年袁现代物资公司下属的二手车交易中心成绩喜人袁机动车转移登记量
占我市的 30%袁在温州市五个服务站中排名第二遥 据统计袁交易中心年交易量达
25282辆袁同比增长 25.93%袁收入 215万元袁同比增长 18.39%遥该中心停车场地仅
1150平方米袁员工仅 9人袁同我市其他几家同类服务站相比不占优势袁仅凭野一站
式冶优质服务取信于民遥

物资二手车交易全市排第二
要要要全年交易 2.52万辆

2018年袁会展中心共举办展会活动 51个袁展览面积 63万平方米袁同比增加 1
万平方米袁 其中 3万平方米以上展会 6个袁2-3万平方米展会 6个袁2万平方米以
下展会 18个遥 展览天数多达 270天袁参观人数 280万人次袁同比增加近 20万人
次遥其中袁中国渊温州冤国际皮革鞋材鞋机展已发展成为亚洲四大皮革展之一袁中国
渊温州冤国际眼镜业展在全国同类展中排名前三袁中国渊温州冤国际工业博览会和中
国渊温州冤机械装备展跻身华东地区同类展十强之列遥

会展中心观展人数创新高
要要要全年高达 280万人次

2018年袁菜篮子蔬菜市场供应量达到 116万吨袁同比增长 0.87%袁实现保障
供应的社会民生职责遥 剔除外来人员减少因素袁蔬菜供应量增幅较为可观遥 据电
子结算中心数据显示袁2018年十大蔬菜交易排行榜分别是牛心苞尧 土豆尧 白萝
卜尧西红柿尧菜瓜尧大白菜尧散花尧玉米尧莴笋尧冬瓜遥其中排名第一的牛心苞全年供
应量突破 6.6万吨袁排名第十的冬瓜全年供应量 2.9万吨遥

市民最爱吃的蔬菜是牛心苞
要要要全年交易蔬菜 116万吨

2018年袁温州一百有限公司下属的一百家电分公司业绩逆势增长袁销售额从
2017年的 7903万元增长至 8257万元袁增长 4.5%曰利润从 2017年的 203万元增
长到 230万元袁增长 13%袁真正实现扭亏为盈遥在过去的 2018年袁一百家电推出
了微信商城袁实现线上线下同步曰同时开辟企业购专区袁针对企业采购派专人上
门推广袁效果明显袁目前已与邮政局尧中信银行尧中国银行尧移动通讯等单位建立
了定点采购意向遥

一百家电业绩逆势增长
要要要销售额突破 8000万元大关

温州一百有限公司下属的副食品商场是一家百年老店袁自 2018年 10月 1日重
装开业到年底袁商店营业收入 155万元袁一百公司实际产生毛利 35万元袁达到预期
目标遥重装后的五味和商场共有 4层袁合计面积 1850平方米遥目前商场已经在二层
开设美食广场经营本地特色美食袁三尧四层餐饮美食的引入工作也在紧张进行中遥

五味和重现“温州味”
要要要开业 3月营收 155万元

华侨饭店首推简约婚礼
要要要承接 49档 1209桌

2018年是我市开展移风易俗改革攻坚年袁华侨饭店首推简约婚礼菜单袁积极探
索 野婚礼大外卖冶尧送婚宴进文化礼堂袁并计划在松台山设立外部野公益婚礼主题广
场冶袁在饭店内部设置固定简约婚礼场地袁充分践行野让利于民冶的承诺遥活动自 2018
年 7月开展以来袁已承接简约婚礼 49档袁合计 1209桌袁价位在 3000-4000元之间遥
另悉袁华侨饭店共承接婚宴 3031桌袁营收约 2036万元遥

2018年袁锦华房开工程项目计划投资 3.05亿元袁累计完成投资 3.35亿元袁完成
率 109.67%遥 截至 12月底袁全年完成招标采购工程项目 124个袁总投资 5.24亿元袁
总金额渊中标价冤4.86亿元袁平均下浮 7.2 %袁节约投资额 0.38亿元遥据悉袁2018年温
州商贸城北片提升一期 C12项目荣获温州市建设工程瓯江杯奖袁 锦华工程管理部
荣获温州市野工人先锋号冶遥

锦华房开喜获“工人先锋号”
要要要全年投资 3.5亿元

2018年袁国贸集团共与全球 137个国家的客商开展外贸进出口业务袁进出口总
额达 37.82 亿元袁同比增长约 0.58%遥 其中野一带一路冶国家贸易占比 28.31%袁共
10.71亿元曰野金砖国家冶贸易额 3.86亿元袁占公司进出口额的 10.21%遥

国贸集团联姻 137个国家
要要要进出口总额达 37.82亿元

集团资产中心强化“五色”管控
要要要租赁收入高达 1.63亿元



代表发言

本报地址院温州市鹿城区十八家路 31号 主编院尤增国 联系电话院88192211 电子信箱院214035078@QQ.com 承印单位院浙江方正印务

4
2019年 1月 18日 星期五
责编院叶乐峰
编辑院刘晟盛 郝佳秀 陈伯虹 林恩明 杨博 汤伟伟职代会专版

1月 18日袁市现代集团在东方学院金海校
区召开二届四次职工(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遥大会
由集团党委副书记朱思月主持遥 大会应到代表
213名袁实到代表 178名袁列席人员 63名遥
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长杨作军作题为叶攻坚

再吹号 扬帆再启航 在新一轮野358冶发展中追
梦现代服务业辉煌曳的讲话遥 杨作军指出袁过去
8年袁集团上下精诚团结袁在产业谋划和转型中
实现了野现代发展冶曰在经营管理中做到了野现代
管控冶曰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贡献了野现代力
量冶曰在国资经营发展中树立了野现代标杆冶曰在
攻坚作战中体现了野现代效率冶袁在物业管理尧产
教融合上彰显了野现代品质冶曰在整合重组中涌
现了野现代担当冶曰在党群建设服务中打造了野现
代党建冶遥

杨作军指出袁2018 年是第一轮野358冶发展
的收官之年袁也是新一轮野358冶发展的蓄势之
年袁集团业务转型有了新方向袁深化改革有了新
进展袁服务民生有了新突破袁融资方式有了新尝
试袁党建工作有了新亮点遥
杨作军强调袁未来 8年袁我们要抓住温州精

彩蝶变的优势袁 国资国企改革的优势和集团精
细管理的优势袁力争在 2015年实现农批外拓 8
处袁配送业务外拓 2处袁菜篮子新增市内管理输
出 10处袁市外输出 4处袁邻里中心拓展 6处袁进
口优选通网点拓展 6处袁酒店管理输出 8处袁旅
游项目合作开发 5处袁 住房租赁拓展 10处袁温
州大酒家外拓 2处袁 华侨物业管理拓展 10处袁
酒店管理输出新增 8处袁 运营市场贸易采购区

2处袁东方学院达到万人在校规模并实现野专升
本冶遥

杨作军强调袁我们要在 2018 年的基础上袁
实现营收平均每年保持一位数的增速袁利润平
均每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速袁成为市属国资系统
营收最高尧利润最高尧缴税最高的国企遥我们要
坚持聚焦核心业务发展不动摇尧坚持打造野五
型国企冶不动摇袁坚决围绕野三大抓手冶不动摇袁
努力追梦袁共同创造我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辉煌遥

集团党委副书记尧副董事长尧总经理岑利
作题为 叶深化国企改革 推进转型升级 为 野五
美冶新温州建设贡献现代力量曳的经营工作报告遥
报告指出袁2018年集团转型升级取得新进展尧整
合重组取得新成果尧资产管理取得新成效尧现代
管控取得新加强尧克难攻坚取得新突破尧风险防
范取得新提升袁 全年预计集团资产总额 157亿
元曰实现利润 3586万元袁同比增长 62.48%曰营业
收入 46.9亿元袁缴纳税金 2.33 亿元曰融资余额
为 35.15亿元袁平均融资成本为 5.07%曰项目投

资 3.35亿元袁完成率 109.67%曰盘活资产 71宗袁
全年实现租金收入 1.63亿元遥 报告指出袁新的
一年袁集团将按照 野135冶战略袁以野4+2+1冶行动
为载体袁以野3+2冶擂台赛为战术袁深化国企改革袁
推进转型升级袁形成集团核心竞争力袁努力实现
营业收入 60亿元袁 同比增长 27%曰 利润总额
4000万元袁同比增长 10%曰缴纳税金 2亿元曰资
产负债率控制在 55%左右遥 报告强调袁2019年
是集团第二轮野358冶打基础的关键期袁我们必须
深入经营攻坚行动尧深化现代清廉行动尧实施关
爱暖心行动尧实施改革转型行动尧实施平安创建
行动尧开展旧账清零行动尧实施党建先锋行动袁
以优异的成绩献礼建国 70周年遥

集团工会主席周兆森作题为 叶积极打造职
工暖心港湾 奋力谱写现代锦绣篇章曳的工会工
作报告遥报告用组织发展有力尧服务发展有力尧帮
扶维权有力尧宣传教育有力尧综合保障有力回顾
了 2018年工作遥 全年走访慰问 468人袁救助 92
人袁为 2716人办理参保手续曰打造职工之家和活

动中心惠及千人遥 新的一年袁工会将深化暖心行
动袁持续开展野双十冶活动袁进一步创新竞赛载
体尧强化职工维权袁打造标准化示范性工会遥
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长杨作军作闭幕讲话遥

他要求坚持问题尧目标尧效果野三个导向冶袁推进
工作更有成效曰牢记站位要更加高尧谋划要更加
深尧指导要更加准尧协调要更加快尧督办要更加
严尧沟通要更加勤尧点子要更加多 尧创新要更加
强尧自身要更加硬尧心态要更加好 野十个更加冶袁
提升履职更显担当曰提高服务大局尧组织引领尧
统筹协调尧依法维权尧对下服务野五个能力冶袁保
障职能更见发挥袁 不断攻克发展道路上的一个
个难题袁攀登发展征程中的一个个高峰袁为温州
再造改革开放新优势尧 再创高质量发展新辉煌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浴
大会审议通过了经营报告尧 工会报告和经

费审查报告曰通过了代表尧委员增替补名单和免
去代表资格名单遥

新增市国资委大楼的物业项目袁对接温
州市教师院洞头分院和城投集团野世界温州
人家园冶管理项目袁拓展简约婚宴和婚礼外
卖服务袁共承接简约婚礼 49 档尧合计 1209
桌遥

东日代表
对报告中提及的外拓市场充满信心袁可

发挥管理尧品牌尧融资等优势开展对外投资袁
建议加快冷链南区建设袁加快肉品市场冷链
中心布点袁加快人才引进和人才培育袁提高
市场竞争力遥

集团机关
食品研究所
集体企业代表
建议对改革项目进行梳理袁对子项目进

行区分袁使改革攻坚野专精冶与野大全冶共进遥
深化企业文化与党工团的融合袁提升职工凝
聚力遥 注重工匠培养袁把握职业经理人引进
试点工作开展遥

中亚公司代表
对报告中提到大酒家传统经营模式恢

复受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及社会各界的好
评表示振奋遥 2019年中亚公司将挖掘大酒
家文化袁努力发展特色餐饮经营袁全力打好
经营攻坚战遥

华侨饭店代表
对报告深感振奋袁2019 年将按照集团

的工作思路袁 加强团队建设和员工培训袁做
好目标市场分析定位袁做好民生服务产品管
理袁共同打造效益华侨遥

市现代集团二届四次职工（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基层党建篇

现代菜篮子

深化野四化冶党支部创建袁加强党建引领袁
实现党建经营双赢遥 野红动菜篮 党旗领航冶党
建品牌联合社会各单位袁开展党建活动共 26
场袁新增母婴室尧爱心捐衣墙尧夕阳红扶贫惠
民卡等便民服务遥 开展志愿者服务 15场遥

经营管理篇

菜篮子配送公司
围绕野并购尧外拓尧人才冶三大战略袁搭建信

息平台袁实施技术管理输出袁其中外拓布点提
升市场占有率获评野温州市食品配送服务业标
准化优秀试点项目冶遥

整合重组篇

国贸集团

野九层之台袁起于累土遥 冶我们认为袁整合重
组应始于精心的谋划遥野逢山开路袁遇水架桥遥冶
我们认为袁整合重组应该有攻坚的气魄遥 野新故
相推袁日生不滞遥 冶我们认为袁整合重组应促进
企业的提升遥

业态创新篇

温州一百
五味和商场重装开业袁野一百窑无料书铺冶

开业袁 为街区引入新业态袁 改变业态单一状
况遥 谋划推进一百邻里中心袁确定锦华城商业
楼作为邻里中心项目示范点袁 双屿地块鞋类
产业链平台正式上线袁 目前已收取第一期保
底收益 242万元遥

业务转型篇

中亚旅投

实施野旅游+冶特色品牌战略袁推出首期
野旅游+文化体育冶袁谋划野旅游+研学冶遥今年
启动等级评定工作袁争四星目标袁努力申请
境外业务的许可资质遥

攻坚克难篇

市场开发
完成约 255亩国资片区市场租金收缴

1940万元曰十天铁腕推进押金户补偿奖励协
议签订袁签约率高达 97%曰全年累计接访约
57批次共计 3690人次遥 成功的背后在于建
立维稳工作机制尧巧妙运用法治思维尧与属
地街道同苦同心等遥

绩效改革篇

会展中心
2018年会展中心营收 8767万元袁利润

457万元袁实现扭亏增盈曰实现拍卖行营收
616万元袁较预算增加 96万元遥 其秘诀是抓
业务特点袁抓增量文章袁抓结果运用遥

服务管理篇

华侨饭店

代表建议

菜篮子代表
市场开发代表
建议加大用人机制改革袁加快培育农贸

新商业袁强化数字市场建设袁并表示有信心
打造冷链物流园区遥目前已经与菜篮子共用
办公楼袁建议共享员工活动中心袁提高利用
率遥

温州一百会展中心
锦华公司代表
建议对报告中改革发展和激励机制的部

分加以完善补充袁对野三高一低冶的发展目标
予以提炼量化遥 还建议集团理清企业发展的
三个关系袁即改革创新与容错机制的关系尧内
部协同与外部竞争的关系尧 增强活力与风险
管控的关系遥

东方学院代表
认为将东方学院打造成万人大学袁实

现专升本的目标符合学院实际发展趋势袁
希望得到集团的大力支持袁不仅在资金尧人
才引进等方面袁 还要在教学场地上给予支
持遥

国贸集团代表
认为优选进口工作处于公平的市场竞争

中袁存在诸多压力和挑战袁希望集团在新业态
培育方面上多多扶持袁建立容错机制袁鼓励员
工大胆探索袁实现工作新突破遥

现代集团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