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2016年，桂林商贸服务业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市委、市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紧紧围绕“两个建成”目标，牢牢把握“稳增长”主线，

实现了在开放中发展，在发展中调整，在调整中创新，在创新中转型。全市商务工作荣获广西商务工作一等奖。

在桂林商贸繁荣发展大潮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商贸企业，这些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市场、增加就业等方面

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了更好地推动桂林商贸服务业发展，宣传、支持和帮扶企业做强做大，市商务局联合本报特别推出

了本期商贸企业专题。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
广西桂林石油分公司成立于
1951年10月，目前在营加
油站 138座，油库 2座；
2016年，油库吞吐量突破
150万吨，销售成品油近
70万吨，销售收入超过67
亿元，实现利税 2.32亿
元。

近年来，中石化广西桂
林石油分公司把推动桂林经
济社会发展和保障成品油供
应作为首要任务，积极支持
建设“美丽桂林”、主动参
与地方扶贫、各项抗灾救灾
工作及社会公益事业。公司连续 5年获得
桂林市“商贸服务企业先进单位”称号，连
续多年被桂林市授予“成品油市场保供工作

先进单位”、“安全生
产先进单位”、“重合
同守信用单位”、“纳
税创效先进单位”等荣
誉称号。

该公司经理兼党委
副书记周旺明表示，
2017年，公司将把保
障桂林成品油平稳供应
作为首要政治责任，确
保市场供应能力实现新
提高；认真履行“每一
滴油都是承诺”的社会
责任，确保油品质量保
障再上新水平；坚持

“安全高于一切，生命最为宝贵”的理念，
确保安全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为桂林发展
保驾护航。

近年来，桂林溢达纺
织有限公司通过不断研
发、设备改进和技术创
新，保障企业在行业内的
先进性，提升了产品的附
加值，突出了产品差异
性。现在，公司制衣厂随
便一件看似普通的衬衫，
就包含着上百项发明专
利。

为了做好一件普通衬
衫，溢达从源头开始进行
严苛控制，从棉种的培
育，棉花种植、收获，轧
棉到纺纱、织布、染整以
及最终成衣的制作，物料包装和辅料，都专
注地对衬衣生产的每一个步骤进行全方位把
控，对每一道工序精益求精，给客户以无可

挑剔的体验。
桂林溢达纺织有限

公司总经理谢红文表
示，桂林对环境保护要
求非常严格，溢达在桂
林发展就是要体现对纺
织行业的专注和对品质
的追求，以及对传统工
业观念的颠覆。我们将
通过新建设的“十如”
项目证明，制造全程可
以实现零排放、零污
染，我们所使用的都是
世界领先的高度自动化
和智能化的生产设备，

是目前行业内最先进的水平。“十如”项目
建成后，将成为纺织行业标杆式的工业旅游
项目。

桂林乔兰朵服饰有
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
是一家以电子商务营销
为主导的、包括产品原
创设计研发、生产、营
销于一体的新型实业企
业，专业做女装，旗下
两大品牌：“乔兰朵”
主打欧美时尚风格；
“漓布衣”主打清新文
艺风格。产品于2012年
开始上线销售，从最初
年销售额不足百万元到
现在年销售额过千万，
实现高速增长。 2013
年，乔兰朵网店客户数达32万，位列天猫
网购平台女装类目广西第一。公司以“衣披
天下，美丽生活”为愿景，以“创知名品

牌，建百年企业”为目
标，以“诚信、优质、高
效、共赢”为经营理念，
以“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立己达人”为企业精
神。

乔兰朵服饰有限公司
董事长付振雷介绍，经过
4年发展沉淀，乔兰朵服
饰已成为桂林电商行业佼
佼者，并在2015年获得
自治区“电子商务示范企
业”荣誉称号。目前，公
司除了淘宝天猫店之外，
还顺利入驻苏宁、京东、

唯品会、俪人购、融E购等电商平台，下
一步将继续拓土开疆，为桂林电商、服装行
业发展贡献力量。

2016年，桂林南药
股份有限公司直接进出口
总额超7600万美元，全
年完成外贸销售超 5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位列全市外贸进
出口第二名。

桂林南药的拳头产品
注射用青蒿琥酯，被世界
卫生组织推荐为重症疟疾
治疗的首选药物，成为了
举世公认的疟疾治疗金标
准。截至2016年底，公
司向全球疟疾流行地区供
应了超过7000万支注射
用青蒿琥酯，帮助挽救 900多万人的生
命，其中大部分是 5岁以下的非洲儿童，
为降低非洲地区疟疾死亡率做出贡献。此

外，历经 5年多不懈努
力，桂林南药终于在
2016年把第一支注射用
青蒿琥酯带进了安哥拉这
个全球疟疾死亡率排名第
七的非洲大国，未来将在
安哥拉市场大展拳脚。

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文学表示，
“2017年，公司将继续努
力，加快推进国际化发展
战略，打造包括国际认证、
药品分销、国际招标和市
场推广在内的药品国际营
销的产业链，继续拓展海

外市场，促进公司外贸进出口发展，为桂林市
外贸进出口增长贡献力量，努力成为医药行
业走向国际市场的排头兵”。

桂林市南城百货有限
公司于 2005年进驻桂
林，主营业务为超市、百
货、家用电器等连锁经
营，经营品种目前已突破
2万种。公司计划未来3
年在桂林区域开设门店
16家，提供就业岗位
3200个。

公司始终秉承“诚信
团结、服务社会”的企业
宗旨，坚持以人为本的服
务理念，诚信经营，努力
提升服务品质，以“大型
超市·家用电器·精品百
货”业态组合为经营特色，实行统一采购、
统一配送、统一结算、统一管理的模式，不
断优化经营结构，创新管理模式，强化服

务、打造品牌，以舒适便
捷的购物环境、物美价廉
的商品和健康时尚的品牌
形象，服务广大消费者。
严格把好商品质量关，特
别是加强食品安全管理，
确保食品安全。同时，引
领时尚潮流，适时引进不
同品类，满足消费者不同
需求。

南城百货总监张伟表
示，“我们将充分发挥企
业规范管理的优势，展示
企业优质服务风采，依法
经营、诚信经营，努力提

升服务品质，倾心打造服务品牌，为营造健
康安全的消费环境而不懈努力”。

桂林真龙国际汽车博
览园有限公司位于临桂机
场路北侧真龙物流园内，
是集 4s店、二手车交易
市场、机动车检测站、汽
车美容、国际希尔顿酒店
等为一体的桂林首个汽车
商圈。目前，园区已建成
奥迪、捷豹路虎、一汽大
众、一汽马自达、长安马
自达、荣威、名爵、三
菱、进口现代、雷诺、斯
柯达等 10多家汽车 4S
店。

2015年 5月 1日，
桂林真龙二手车交易市场正式营业，进驻二
手车商已达200多家，2016年市场全年二
手车交易额突破 35亿元。 2016年 10月

31日，公司投资建设的
真龙国际汽车展览馆正式
开工，建筑面积达 2万
多平方米，可承接60多
家经销商，停放1000多
辆展车，主要经营各品牌
汽车、平行进口车，还可
举办大型汽车展览会，预
计2018年年底将正式投
入使用。

桂林真龙国际汽车博
览园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俊
光表示，“我们将努力把
真龙国际汽车博览园打造
成为桂林首个汽车销售百

亿元园区，就业人数超7000人，为桂林经
济发展贡献力量”。

椿记餐饮始创于
1999年 9月，秉承“用
细节打分，以诚信待人”
的经营宗旨、“感悟需
求，超越满意”的服务理
念，以招牌“椿记烧鹅”
为代表的椿记味道、专业
贴心的卓越服务赢得广大
市民和游客的喜爱。企业
先后获得“广西著名商
标”、“中华餐饮名
店”、“中国桂菜十大品
牌”、“桂林美食地标
奖”等荣誉。 2016年实
现营业总收入近 1.4亿
元，顾客接待量超400万人次。

椿记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秦长春表示，
“目前，椿记品牌在桂林市共有 8家直营

店、1个配送中心、1个
办公中心，随着品牌稳健
发展，正积极拓展广西市
场，柳州市已有 2家直
营店，第 3家正在筹备
中。 2017年，公司将扩
大规模，升级现有研发配
送中心，加大菜品研发力
度，引进更多人才和先进
设备；坚持倡导健康绿色
的餐饮理念，定期组织美
食考察团，聚焦全国更广
泛的原材料市场，将最好
的食材带给市民，保证公
司菜品口味在行业内一直

保持着领先水平；坚持诚信经营，围绕顾客
的需求，不断提升服务，为顾客创造愉悦的
用餐体验”。

桂林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以医药产业为主业，全
资和控股医药企业 6
家，参股企业 8家。
2016年营业额近 50亿
元，是目前我市经营规模
最大的医药流通企业。公
司遵循“共创和谐，服务
健康”的经营理念，为客
户提供优质服务，连续6
年被评为桂林市商贸流通
先进企业，连续 15年荣
获“重合同守信用企
业”。

2016年，公司投资
的“桂林医药总部基地及医药物联网中心”
建设项目被列为自治区重大项目并顺利开工
建设。该项目基于网络技术，快速整合行业

资源，实现多层面的快
速、准确物流服务，使信
息流、物流，资金流融为
一体，满足生产、经营、
使用各环节多需求的集合
服务平台。

医药集团董事长周伟
表示，“ 2017年，公司
将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
为中心，以桂林和贺州为
核心，以广西为重点，以
辐射整个华南地区为目
标，在完成供应链集成服
务的同时，迅速提高区域
竞争力，成为华南地区品

牌优、门类多、网络全、成长快、实力强，
具有超强核心竞争力的大型现代医药物流企
业和独具特色的区域医药商务平台”。

桂林市明桂米粉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自创立“明
桂米粉”品牌至今，一直
坚持以企业品牌文化建设
为根基，致力于弘扬桂林
米粉文化，传承桂林米粉
传统工艺，为桂林米粉向
百亿元产业迈进添砖加
瓦。

公司积极推进桂林米
粉产业升级，自开展连锁
化经营以来，引进上海顶
级设计公司进行装饰设
计，并投入巨资进行连锁
门店装修，彻底颠覆传统
米粉店的就餐环境。实施标准化生产，核心
的卤水由中央厨房统一熬制，原材料统一采
购，确保产品品质稳定。加强技术及产品研

发，开发出高端的产品，
摆脱桂林米粉低端形象，
提升桂林米粉在全国美食
界地位。 2015年明桂米
粉祖传的卤水制作技艺已
入选桂林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明桂米粉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龙付孙表
示，“明桂米粉将继续推
进米粉产业化、规模化、
品牌化、信息化发展，坚
持走‘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五大
发展理念道路，为早日实

现桂林米粉百亿元产业添砖加瓦”。

桂林市宝路通商贸有
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1月，自 2006年起
连续 10年获得“桂林市
诚信单位”称号。

自公司成立以来，顺
应现代化的汽车4S店经
营模式，目前拥有三家标
准4S店，在多个县设有
二级销售服务网点。公司
秉承“骏驰千里·有宝路
通”的经营理念，以合理
的价格、周到的服务和完
善的管理体制为广大新、
老用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2016年，公司累计销售整车 8101台，汽
车进场维修保养 20792台次，销售额 4.8
亿元。

桂林市宝路通商贸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沙运伟
表示，“ 2017年，公司
计划销售整车9000台，
预计销售额 5.4亿元，
为实现这一目标，公司将
继续秉承‘骏驰千里，有
宝路通，专业服务，放心
托付’的经营服务理念，
加强员工服务素质，优化
现有经营渠道的销售服务
经营能力，积极拓展新渠
道，推进有针对性的市场
营销推广策略，加强目标
分解管理，狠抓流程管

控，努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

愚自乐园于1998年
由台湾企业家曹日章先生
创办，坐拥 800亩山水
奇景，集艺术创作、展
览、交流、度假、休闲、
会议于一体，以其绝美的
自然风光和浓郁独特的艺
术氛围成为世界顶级的创
作基地与度假胜地。园内
有地中海度假村、国际艺
术中心、白日梦馆，以及
以雕塑为主题的系列园林
景观。 2003年，被评为
4A级景区； 2004年，
被授予“全国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称号。

愚自乐园以艺术建园，致力于推展当代
艺术。1997年至今，愚自乐园共举办了11

届国际雕塑创作营、 7
届国际绘画创作营、 2
届小型雕塑创作营，近
47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多位艺术家参与，创作了
近 200件雕塑作品及架
上作品。 2016年，共接
待游客约 18万人次，平
均入住率达到 53%，经
营总收入 10590.7万元
人民币。

桂林愚自乐园艺术园
董事长曹光■表示，“未
来，愚自乐园将以不断的
创意，深耕艺术文化及休

闲度假领域，为桂林这个旅游历史文化名城
增添亮丽的新风景，为高端文化旅游市场的
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为加强行业管
理，规范家政服务行
为，维护家庭服务业
合法权益和市场秩
序，促进家庭服务业
健康发展，去年，桂
林市新民月嫂家政服
务有限公司等五家企
业牵头发起成立了桂
林市家庭服务业行业
协会。

协会成立以来，
努力推行广西家庭服
务五项地方标准，组
织近30家会员单位代
表 参 加 《 家 庭 服
务——— 母婴护理员（月嫂）服务质量与等级
划分》的广西地方标准培训。组织开展母婴

护理员（月嫂）星级评定工
作和开展病患陪护员评定考
核工作，全市有 100多名
相关服务从业者报名考试，
成绩合格者取得相应的等级
证书，让市民认识了标准化
服务的意义，引导从业者规
范服务。积极加强基层党组
织建设，在协会会员单位中
发展入党积极分子，不断扩
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积极
为会员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服
务。

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
会长秦新民表示，“协会将不
断采取积极措施，引导各会

员企业加强企业管理，提升服务水平，更好地
为市民服务，促进家庭服务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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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

愚自乐园：为桂林

高端文旅市场发展注入活力

家庭服务业协会：促进桂林

家庭服务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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