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徐莹波 实习生李丽菁

“公司将根据广西特色产品的属
性，整合绿色的、有内容的农产品，结
合产品不同品类、不同特性在京东商城
运营推广，全方位展示广西绿色的生态
环境、优质健康的农副产品和得天独厚
的旅游资源，推进广西人文地理、历史
文化、旅游传播的发展，为广西特色产
品的发展开辟出一条无障碍的互联网
‘高速公路’。”广西茗益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总经理蒋军旺在接受专访时说。

蒋军旺介绍，广西茗益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是京东中国特产广西馆、京东桂
林馆、京东荔浦馆的 TP 运营服务商。
茗益电商立足广西，充分发挥当地优质
物产资源、区位优势，结合线上互联

网，开发优质的产品内容、寻找地道广
西味道，努力打造广西特色农产品专业
电商平台。而京东广西馆是自治区商务
厅、京东商城及茗益电商倾力打造的中
国地方消费门户网站，定位民族特产
馆，通过“政府+运营服务商+电商平
台”的“ 1+1+1 ”开放运营模式，打
造地方电子商务生态圈，推广地方特色
品牌。

蒋军旺表示，公司将全面挖掘广西
的农特优产品，通过打造京东广西馆大
的 IP ，推广广西的民族文化、美食文
化，打造出全新的广西互联网名片。

为广西特色产品发展开辟互联网“高速公路”
访广西茗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蒋军旺

□本报记者徐莹波 实习生李丽菁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将不断
创新、探索，走‘品牌经营’之路，以品牌质
量带动企业发展。”桂林三金大药房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吴志宇接受采访时说，作
为桂林本土品牌窗口企业，我们将为桂林
国际旅游胜地建设做好宣传和服务。

吴志宇介绍，桂林三金大药房有限
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0 年，是隶属于桂
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公司连续 8 年被市消协评为诚信

承诺单位， 2011 年乐群店成为“广西
安康工程示范店”。近年来，公司以获
得药品零售电商牌照为契机，全面推进
电商工作开展，并在天猫、京东开设
“桂林三金大药房旗舰店”；电商板块

以医药养生、健康服务等产品为核
心。本着桂林本土企业共同发展的理
念，公司还与相关公司达成线上销售
的战略合作。除本集团公司的药品及保
健品，还挑选罗汉果、土红糖等地方特
色产品作为补充，努力打造具有本土特
色的医药养生电子商务。通过开展丰富
的消费者优惠活动，建立会员管理制
度，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

吴志宇表示，未来五年，公司将
努力实现连锁门店达 100 家，销售额
达 2 亿元的“ 512 ”发展目标，成为
区域药品零售连锁领导者。

以品牌和质量带动企业发展
访桂林三金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志宇

□本报记者徐莹波 实习生李丽菁

“思奇公司将紧紧践行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不断创新商业模式，推进企业
做强做大，为桂林经济发展作贡献。”桂
林市思奇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彭铁
雁接受专访时说。

彭铁雁介绍，思奇公司成立于
2000 年，致力于微波传输设备的研
发、生产、销售、工程安装和技术服
务。近年来，公司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并在商业模式上创新，在短时间迅速占
领海外某个国家的市场。如 2011 年公

司在斯里兰卡使用项目总承包模式，找
到当地实力较强的合作方，通过派遣工
程技术团队，建立起覆盖斯里兰卡全国
的付费地面数字电视网络，与合作方共
同运营项目。双方在合作中建立起良好
的互信和协作关系，公司还获取长期的

运营收入分成。公司不断总结经验，拓
展新业务，陆续在吉尔吉斯斯坦、哥斯
达黎加、马达加斯加、瓦努阿图、利比
里亚和非洲多国开展项目。

彭铁雁表示，公司在走出去时，不但
输出产品和技术，还输出中国数字电视
标准 DTMB。2011 年 12 月，国际电联
认定中国数字电视标准 DTMB 为第四
个地面数字电视国际标准。我国第二代
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 DTMB-A 紧随
推出。公司在海外国家的项目建设中，采
用中国数字电视标准进行建设，使中国
数字电视标准成功输出海外多国，为中
国标准的输出作出贡献。

创新对外经济合作 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访桂林市思奇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彭铁雁

□本报记者徐莹波 实习生李丽菁

“ 2017 年，桂林南药的核心产品
注射用青蒿琥酯全球销量累计突破 1 亿
支，帮助全球 2000 多万重症疟疾患者
重获健康，其中大部分是 5 岁以下非
洲儿童。”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王文学在接受专访时说。

王文学介绍，为了推动企业发
展，桂林南药不断开拓市场，坚持国
际化建设之路。截至目前，公司已分
别在非洲加纳、科特迪瓦、尼日利亚
和坦桑尼亚成立了 4 家子公司及在乌

干达、肯尼亚、赞比亚和马拉维成立
4 个办事处并实现员工当地化，不断
搭建和完善产品的外销渠道。 2017
年，桂林南药还在上海成立了国际货
运公司，推动和加快药品国际流通和
分销的步伐。截至目前，桂林南药已

有 14 个制剂和原料品种通过了世界
卫生组织的认证，成为国内通过世界
卫生组织认证最多的制药企业。在不
断拓展市场的同时，桂林南药还致力
于打造丰富的出口产品线。在抗疟药
领域，成功开发出双氢青蒿素哌喹片
等新一代青蒿素复方口服制剂及复方
磺胺多辛+阿莫地喹片等儿童疟疾预
防药。

王文学表示，桂林南药将继续坚持
自主研发，坚持国际化、智能化、创新
化和整合式发展，继续拓展海外市场，
加大出口力度，为桂林市外贸工作发展
贡献更多的力量！

扩大外贸出口 帮助全球疟疾患者重获健康
访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文学

□本报记者苏展

“只有祖国繁荣稳定富强，我们个人
及企业才有未来，才有机会。”桂林市日头
火饮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温耋周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传统餐饮行业从
业者，在新的历史征程下，唯有多思考新
时代将“干什么”“如何干”，才能抓住机
遇，推动行业迈上新台阶、引向新高地。

“2017 年，桂林米粉行业出现了很
多后起之秀，新的店铺开了很多，品牌百
花齐放。而作为老字号桂林米粉品牌，

‘日头火’反而更加注重沉淀，做了许多
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温耋周介绍，这一
年“日头火”组建了新的产品研发团队，
做产品创新，专门为 90 后、00 后以及

“中产阶层”等渐渐崛起的餐饮消费主力

军设计一些更有特色、更有“格调”的产
品和服务。研究消费者评价模式，关注消
费者对于“产品”、“服务”等体验的内容
与数据，同时不断迭代内部的运营管理
流程与效率，降低顾客体验的差评率。做
自动化设备研究及构建大数据分析。

“在未来我们不仅仅想着市场，想着
利益，我们也关注公益。”温耋周表示，希
望通过桂林米粉产业为贫困人口提供更
多就业机会，同时利用米粉消费者对葱、
酸豆角、酸笋等配料的大量需求，积极联
系各相关部门大力发展产业扶贫，为扶
贫事业多做实事。

抓住新时代机遇 推动桂林米粉迈上新台阶
访桂林市日头火饮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温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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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徐莹波 实习生李丽菁

“今年，公司将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契机，推动企业全面提
质增效升级。”桂林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
司执行总经理蒋力接受专访时说，去年，
公司全体干部员工团结一心、齐心协力，
夯实业务基础，力保增长。

蒋力介绍，为了推动企业发展，公司
全面提升硬件、经营档次和形象，围绕大
众、时尚、精品、专业的经营发展思路，科
学规划布局，加大品牌引进，拓展销售空

间，全力打造桂百创新型经营特色。公司
投入 4000 多万元全面升级王城商厦软
硬件设施，去年 9 月底已完成商场外立
面改造，其夜景灯光与王城片区夜景灯
光融为一体，成为市中心一道靓丽风景

线。目前，该商场空调系统更新、电力增
容、内部装修工程也在稳步推进，预计 4
月中旬全面完工。屈臣氏、麦当劳、星巴
克、京东之家、ZARA 集合店等众多知
名品牌纷纷申请入驻，将引领顾客向更
高消费层次延伸。

蒋力表示，公司将全方位加强主题营
销、品牌营销、体验营销、服务营销、形象
营销、文化营销、公益营销，全力突破零售
实体店销售瓶颈，提升企业附加值。推出

“购物零风险”服务管理体系，用商品质
量、服务质量、环境质量，确保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提高企业信誉。

拥抱新零售 推动企业提质增效升级
访桂林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蒋力

2017 年，桂林市商务局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着力完善“三大体系”，全力实施“十大工程”，桂林商务工作实现稳中有进，进中有新。外贸增速超

过预期，对外投资理性发展，流通消费创新增长，跨境电商、民宿产业、市场采购探索前行，电商扶贫惠及乡村，开放型经济格局逐步形成，商务发展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担当，走在前列”是桂林商务战线的使命宣言和职责担当。 2018 年，市商务局将努力把握新要求，跟上新时代，开创新局面，做到敢作为、能作为、有作为，

推动全市商务事业实现高质量新发展、新提高、新突破。

在桂林商务砥砺奋进的征程中，涌现出一批经营管理颜值高、气质好、活力足、韧性强的企业。为了更好地宣传、支持、帮扶企业做强做大，市商务局联合本报特别推出本期企业负责人专访

宣传。

□本报记者徐莹波 实习生李丽菁

“桂林溢达在发展产业的同时，将
努力保护支撑其产业发展的资源，把传
统工厂转型为知识密集型的综合制造枢
纽，努力把企业建设成为 CEPA 示范
基地。”溢达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车克焘在接受专访时表示，桂林溢达
纺织有限公司在发展创新的同时，还将
打造一个工业、环境和当地社区共同繁
荣的典范。

车克焘介绍，桂林溢达纺织有限公

司是由溢达集团在桂林投资设立的大型
出口型及高新技术型纺织服装企业。自
2012 年正式运营以来，桂林溢达在竞
争激烈的纺织服装市场大环境下坚持稳
步发展，目前具有年产纱线 8200 吨，

成衣 350 万件的生产能力。位于桂阳
公路东侧的“十如”项目是溢达发展的
重点项目之一，项目总占地 800 亩，
总投资 20 亿元人民币，旨在建立一个
与桂林山水相得益彰、行业内标杆工艺
和旅游结合的生态园区。

车克焘表示，桂林溢达秉承溢达
集团理念及企业文化，注重产业提升
和可持续的发展理念。目前桂林溢达
所有工厂都实现自然采光和 LED 照
明。自动化生产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和
操作技术，也为员工提供了高质量的
就业机会。

精耕细作 把企业建设成为CEPA 示范基地
访溢达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车克焘

□本报记者苏展

“今年公司将坚持高举服务‘三农’的
大旗，支持桂林农业可持续发展，提升桂
林农业流通服务平台，为果农、菜农提供
一个良好的交易平台和信息平台。”桂林
五里店果蔬批发市场总经理崔萌佳接受
采访时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
就“三农”工作提出很多新概念、新表述，
公司将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契机，不断优化团队结构，为越来
越高的农产品消费需求提供条件，降低农

产品流通成本，保障农产品供应和质量，
稳定桂林及周边县市的果蔬菜价。

崔萌佳介绍，桂林五里店果蔬批发
市场于 2009 年 12 月 22 日投入使用。
成立以来，公司不断优化团队结构，以保

证果农、菜农的正常基本利益为宗旨，调
动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市场目前已成为
湘桂黔三省区的重要农产品流通枢纽。
据统计，2017 年，市场交易量超过 168
万吨，交易额超过 42 亿元，销售覆盖区
域以湖南、贵州、广西和广东为主，成为
3500 万人口的“菜篮子”和“果篮子”。

“今年市场将提升改造，重点建设门
禁系统、监控系统及各区域交易大棚。”
崔萌佳表示，为了让市场及辐射范围内
的人口吃上放心果蔬，市场还将农产品
追溯、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作为重
点建设内容，把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关。

创一流交易平台 真诚服务“三农”
访桂林五里店果蔬批发市场总经理崔萌佳

□本报记者苏展

“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人们对
生活的品质也是越来越在乎。作为餐饮人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思考，不仅要传承本
土味道，同时也要跟随时代的潮流。”桂林
市曾三饮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津涛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作为桂菜十大名店，

“曾三”一直传承着桂林本土家常菜系匠
人精神，不断创新的同时保持着桂林本土
的家常味道风格。健康、养生开始成为曾
三家味馆菜谱定位的趋势走向。

曾津涛介绍，曾三家味馆创始于

1996 年的西门曾三大排档，至今已有
第 21 个年头了。“曾三”始终专注于
“桂林家宴”（家庭聚会、酒席宴会）
的服务理念，成为桂林家宴优选地之
一。招牌菜“麻包鸡”、“曾三跳水
鱼”深受桂林市民和外地游客欢迎，两

道菜品荣获“桂林餐饮十大经典菜品
奖”，入选“桂林地标美食”。

“ 2017 年年末，我们开启了第六
家分店——— 曾三家味馆百悦店，在桂
林市的东、西、南、北处的西北地段
实现了让桂林市民出门即可近距离到
店用餐。”曾津涛说。目前，曾三家
味馆已经发展至 6 家门店和 3 家兄弟
店（曾三麦园新概念油茶店、幸福里
恭城油茶餐厅、桂言时尚餐厅）。
2018 年“曾三”还会加强互联网的互
动，让顾客“线上”、“线下”都能
体验餐饮带来的优质服务以及家的味
道。

在创新的洪流里熬煮“家味”
访桂林市曾三饮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津涛

□本报记者徐莹波 实习生李丽菁

“民宿是以分享生活，传递美好为
初衷的幸福产业。它不以赚钱为第一目
的。像我们这样小而美的企业，它对一
个城市的影响，就像一盏夜归的灯，温
暖路人，它提高的是城市的温度，增加
的是城市的黏度。它起到的是一个软性
竞争力的作用。”桂林榕忆酒店有限公
司总经理莫建辉说。

莫建辉介绍，榕忆酒店成立于 2013
年，从诞生之日起，便获得来自消费者的
各种肯定，很多客人给酒店的留言是“因

为榕忆，爱上桂林”。比尔·波特这样的美
国文化名人也选择光临榕忆酒店并在此
举办文化沙龙。目前，酒店在世界旅游
权威网站“猫途鹰”排名第四，年年获
得 猫 途 鹰 卓 越 奖 ； 在 国 际 网 站
“ BOOKING ”上保持 9 . 0 的高分，

携程网上有近 3000 条点评保持 4 . 7 的
高分，并获得多家知名网站颁发的“最具
口碑奖”、“最具品味酒店奖”、“最受欢迎
酒店奖”等荣誉称号。2017 年，酒店还被
市商务局、桂林民宿协会等部门评为“桂
林民宿银宿奖”。

莫建辉表示，今后，我们将继续深
化榕忆品牌的内涵，更多地与本地文化
相结合，形成具备桂林特色的山水文化
旅游品牌，努力让榕忆酒店成为桂林的
文化客厅。让榕湖畔，榕树下的美好时
光能在更多消费者内心种下难忘的记
忆。同时，也希望桂林民宿行业能产生
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品牌。

发展民宿 温暖桂林山水
访桂林榕忆酒店有限公司总经理莫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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