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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民营企业西安投资洽谈会

约项目共 9 个，占签约项目总数的 30%，均已按国家现行
土地政策（招标、拍卖和挂牌交易的方式）取得了项目土
地使用权。六是签约项目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政
策，确实已具备相应的签约条件，体现了“求真务实”精
神。
项目签约后，市上将狠抓项目落实工作，有关部门将
建立责任制，加大跟踪督察和协调力度，以确保所有签约
合同项目能如期实施，签订协议的项目能尽快转化为合同
项目。
西安市南安商会常务副会长、陕西新世纪集团总裁王
玉田应邀参加了本次洽谈会，进行了投资洽谈与交流。

袁纯清与全国民营企业代表座谈时强调

签约项目 30 个 总投资近百亿
合同项目民营企业占八成以上

为中外客商提供最大方便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10 月 17 日，市委、市政
府举行招待酒会，盛情款待前来我市参加全国民营企业西
安投资洽谈会的 300 余名企业家。随后，在大南门广场举
行了隆重的仿古迎宾入城式，以最高礼仪欢迎中外民营企
业家投资西安共谋发展。
10 月 18 日上午，由全国工商联和西安市人民政府联
合举办的全国民营企业西安投资洽谈会在古城西安隆重
开幕，来自海内外的 300 余名民营企业家代表参加了本次
盛会。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省委书记
李建国，省政协主度艾丕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王以铭，
省委常委、代省长陈德铭，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袁纯清，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郑跃文，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
张生朝，市长孙清云，市政协主席傅继德等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由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陈宝根主持。黄孟
复作重要讲话。袁纯清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出席洽谈会的
各位嘉宾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陈德铭代
省长致辞。孙清云作了“互惠互利，共谋发展，携手创造
美好明天”的主题演讲。
在随后举行的招商项目推介会上，杨广信为广大与会
者介绍了西安市鼓励投资发展的八大产业领域，越来越好
的创业环境和已经形成的若干个良好的投资平台，希望大
家了解西安、选择西安，在西安投资创业。
洽谈会期间签约项目共计 30 个，投资总额 99.66 亿
元，客（外）商投资额 99.28 亿元，其中合同项目民营企
业投资占八成以上。
总体上看，本次签约项目的主要特点可用“四多一少
一符合”来概括：一是合同项目多。合同项目共 24 个，
占签约项目总数的 80%。最大的合同项目为万向集团拟在
高新区内投资建设的汽车零配件和汽车服务体系项目，总
投资 8 亿元。二是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多。民营企业投资项
目共 26 个，占签约内资项目总数的 86.7%，充分突出了
本次洽谈会的主题。三是东部沿海地区客商多。东部沿海
地区客商投资项目共 18 个，占签约内资项目总数的 60%，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东西
联合、优势互补、实施“双赢”的大趋势。四是在开发新
区内投资的项目多。高新区、经发区、曲江新区、泾河工
业园的签约项目共 24 个，占签约项目总数的 80%。五是
房地产开发、商业、娱乐等经营性签约项目较少。此类签

市委、市政府邀请部分参加全国民营企业西安投资洽
谈会的民营企业代表进行了座谈。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
袁纯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今后我市将进一步把环
境建设作为发展的第一因素，下大力气治理环境，改善环
境，管理环境，为广大企业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市长孙清云等出席会议，会议由市委副书记、常务副
市长陈宝根主持。
座谈会上，代表们对我市在宏观调控政策下，仍能一
如既住地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表示感谢，一致认为市领导
求真务实的精神、招商引资的决心和实际行动使他们深受
鼓舞，也增强了大家投资西安的信心。代表们也提出了一
些很好意见和建议，希望我市将招商活动持续化，扎扎实
实做好招商后续工作，树立诚信意识，以商引商，形成良
好的投资氛围。海星集团、荣华集团、丹尼尔集团、西安
汉港公司等本地民营企业代表也现身说法，诚邀企业界的
朋友到西安投资创业，获取更大发展。
袁纯清指出，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既是对民营企业
最直接、最有效的支持，也是各级政府引导和促进民营企
业发展的重要责任。对西安来说，当前，要创造良好的政
策环境，在进一步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加快构建公平
竞争平台、切实规范行政许可行为、加大金融财政扶持力
度、完善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为民营
经济创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取得一视同仁的社会地
位，使每个有条件创业的人，都能公平地进入市场；要创
造健全的法制环境，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增强
投资者的安全感，依法保护民营企业投资者、经营者和从
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为民营企业家创造更安全的投资预
期；进一步加快建设“诚信西安”
，吸引更多的中外有识
之士来西安投资创业；要创造温馨的人居环境，坚持以人
为本，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高效益经
营，把西安建设成为西部最适宜人居和投资创业的优美城
市。
袁纯清诚恳表示，市委、市政府对中外客商在西安投
资过程中遇到的一切问题都要尽最大的努力去解决，提供
最大的方便，给予最大的支持。热切希望来自海内外的企
业家代表，通过这次考察洽谈活动，为西安送来先进的企
业管理理念，带来新的投资项目和开辟新的合作空间，为
西安民营企业的加快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进一步加快西安
的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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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崛 起 的 南 安 规 模 工 业
南安市树立发展、创新、务实意
识，全力推进沿海、东西溪沿岸、山
区三个层面联动快速发展，加快“工
业立市”进程，规模工业的资产规模
明显扩张，运营能力显著增强，对综
合经济实力的提升作用愈益彰显，并
呈现几个新的特点：
一是资产规模扩张化。去年，该
市规模工业企业 392 个，比 5 年前增
加 174 个，增长 79.8%，规模工业拥
有资产总额 113 亿元，比 5 年前增长
1.6 倍，平均年递增 21.3%；户均资产
达到 2883 万元，比增 46.2%，新增资
产最多的行业上以石材、陶瓷为主的
非金属矿制品业，其次分别是造纸及
纸制品业、金属制品业、纺织服装业、
机械制造业。
二是经济总量扩大化。去年全市
规划工业生产经营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14.9 亿元，比 5 年前增长 2.7 倍，年
均增长 29.7%，销售收入超 5000 万元
企业有 61 家，而 5 年前不到 10 家。
三是产品销售外向化。各规模工
业坚持内外贸并举，在努力扩大国内
市场份额的同时，加大国际市场的开
拓力度，外贸出口交货值快速增长，
去年达到 27.7 亿元，占销售总值的
23.8%，比 5 年前增长近两倍，平均

年递增 23.6%。
四是企业经营优质化。各规模工
业积极转变经营观念，强化内部管理，
开展技术改造，降低产品成本，提高
工作效益，企业的赢利能力不断增强。
经济效益稳步提高。
五是非国有经济主导化。几年
来，私营、三资企业不断发展扩大，
非国有经济成为拉动该市工业经济快
速发展的主导力量。去年规模工业中
非国有经济占 91.7%，其中，外商及
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38.7%，股份制企
业占 29.0%，集体企业占 1.7%。
六是工业结构重型化。尽管近几
年该市轻工业发展速度有所加快，但
工业结构仍然朝重工业发展方向演
进。全市规模工业轻重比例由 1998
年的 44.4﹕55.6 改变为 39.4﹕60.6，
重工业比重提高 5 个百分点。
七是优势行业集中化。初步形成
了以溪石、宏发、东升、鹏程、康利
等企业代表的石材加工业；以协进、
澳盛等企业为代表的陶瓷制造业；以
南益集团、奇丰纺织、万家美等企业
为代表的纺织服装业；以贵格、金格、
联兴、恒利等企业为代表的造纸及纸
制品业；以中宇、申鹭达等企业为代
表的水暖工业；以南安轴承、福山轴

中国厨师节 闽南世家荣获金银大奖
“第 14 届中国厨师节暨中国海峡两岸美食节”10 月 21
日至 24 日在福州举行。
厨师节从 1991 年至今已举办了 14 届，作为餐饮行业的
年度盛会已经成为我国餐饮业是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品牌活
动，并列入国家商务部重点支持和行业展会。
本届厨师节由中国烹饪协会和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其
宗旨是“崇尚职业道德、推动交流创新、弘扬饮食文化、促
进餐饮发展”
。全国各地名厨代表志来自香港、台湾、金门、
马祖等地及新加坡、日本、韩国、法国餐饮业代表近万人出
席这次盛会。
本届厨师节期间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中华烹饪美食展暨名
点、名宴、名菜认定会、中华风味小吃展销、全国名厨专业
委员会年会和中外烹饪技术表演、中国餐饮烹饪论坛、中华
闽南菜文化游等活动。在 4 天的节庆中，来自海内外名师名
厨精心制作的菜点和名宴争奇斗艳、中国饮食文化得到完善
的体现。
西安市南安商会会员企业陕西新世纪集团闽南世家大酒
店厨师长、国家特级厨师林德龙参会竞技，捧回金、银大奖，
其中闽南世家招牌菜品“佛跳墙”夺得“金厨奖”
，并列入中
国十大名菜，
“玉簪鲍鱼卷”荣获“银厨奖”
。

承、敏捷机械等工业为代表的机械工
业；以宏发食品、金穗米业等企业为
代表的食品加工业等支柱行业，在全
市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达到 70%左
右。
八是骨干企业大型化。一批对全
市经济有较强辐射和带动力的大中型
骨干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工业经济
的支撑作用日益显现。5 年前，全市
只有大中型企业 3 户，到去年则拥有
大中型企业 22 户，年产值超亿元的企
业 25 户。这 25 户产值超亿元企业的
总产值为 49.2 亿元，占全市规模工业
产值的 40.5%。
九是主导产品规模化。通过扶优
扶强，该市一批主导产品市场竞争力
明显增强，产量居全省、全国前列。
石板材产量全国最大，陶瓷、水暖、
消防器材、雨伞、塑料日用品产量居
全省前列，食品加工、纺织服装、造
纸及纸制品、机械等行业也在全省占
有一席之地，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十是区域工业特色化。经过多年
的发展，该市基本形成了六大各具特
色的工业区域，即：官桥、水头、石
井、柳城的石材、陶瓷区域；洪濑、
梅山、美林的纺织服装鞋帽区域；仑
苍、英都、溪美的水暖、消防器材区
域；诗山、码头的造纸区域；丰州、
霞美的机械电子区域；省新镇的塑料
日用品区域。

满汉全席第一菜

至尊迷你“佛跳墙”

据传，此菜是[清]光绪二年（公元 1876 年）
福州扬桥巷官钱局一官员，在家宴请布政司周莲
时，由其妻亲自下厨烹制的，系选用鸡、鸭、猪
肚、猪脚、羊肉等 20 多种原料，一并盛入绍兴酒
坛煨制而成，周莲尝后赞不绝口。事后，周莲携
衙厨郑春发登门求教官员夫人，领悟烹调的奥秒。
在仿效其法时，郑在用料上加以改革，多用海鲜、
鱼翅、鲍鱼、婆参、龟裙等名贵原料，少用肉类，
使之菜肴愈加荤香可口，不油不腻，闽南世家基
本沿袭这一做法。1877 年，郑春发与人合伙开办
“聚春园”菜馆（它的前身是“三友香茶馆”
“聚
春茶园”），将此共及时应市。一天，几住高官显
贵、文人墨断结聚该店饮酒品菜，郑春了即捧此
菜上桌。坛盖揭开，满堂浑香，令人陶醉。有人
忙问此菜何名，回答是：尚未取名。于是，有位
秀才即兴赋诗道：
“坛启荤香飘四邻，佛闻弃禅跳
墙来……”众人应声叫绝，拍手称奇。从此，这
一诗意的缩写“佛跳墙”便成了此菜的正名，距
今已有 100 多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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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召开会长会议
研究部署重要工作
西安市南安商会 9 月 26 日召开
会长会议，会上对今年以来商会工
作进行回顾，并根据去年 12 月商会
周年庆典大会上王添泉会长工作报
告提出的要求，对下阶段工作进行
了讨论、研究和部署。
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进一步提
高商会运作能力，加强组织制度建
设，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并在原
有基础上不断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拓
展会务，决定商会设立“四部一室”，
年内做好筹备工作。
为了帮助会员企业开拓市场，
做大做强，会议认为建立商会闽南
企业网络中心是必要的、可行的，
立即着手准备，争取年内建成，明
年初开始运营。
今年 12 月商会成立两周年，会
议决定今年不举行庆典活动而召开
会员大会。为了开好会员大会，12
月上旬召开一次理事会议，研究部
署大会具体筹备工作。
会议就加强领导班子建设问题
进行了认真研究，经讨论，建议增
补苏跃龙、黄文艺二名同志为西安
市南安商会副会长，并报请中共南
安市委统战部、南安市总商会审批
（2004 年 10 月 20 日中共南安市委
统战部批复：同意苏跃龙、黄文艺
二名同志为西安市南安商会副会长
候选人，请按有关规定程序办理）。
同时，根据姚臣元同志由于个人原
因提出的辞职请求，经慎重研究，
同意姚臣元同志辞去西安市南安商
会常务副会长职务。
会议还就健全商会财务制度，
加强会费收缴等事宜进行了讨论。
会议听取了商会法律顾问工作
汇报。
会上对中共南安市委办公室、
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
委统战部、市工商联（总商会）
《南
安市异地商会工作制度》的通知和
《南安市异地商会工作制度》进行
了专门的学习和讨论。
会长会议由常务副会长王玉田
主持，王添泉会长作重要讲话和指
示，并宣布：会长不在西安期间，
由 常 务 副 会 长 王 玉 田 代行 会 长 职
务，主持商会工作。

热烈祝贺王玉田同志获得“中国优秀企业家”殊荣
10 月 29 日至 31 日，
“首届中国经济财富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经“首届中国经济财富论坛”组织委员会研究推荐和首届中国经济财富论
坛评委会评选，西安市南安商会常务副会长、陕西新世纪集团董事长王玉
田同志荣获“中国优秀企业家”称号，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尤永图颁发证牌。
这是王玉田同志继 2003 年荣获“陕西省优秀青年企业家”和“陕西省青年
突击手”称号后又一次获得的更高殊荣。西安市南安商会谨向王玉田同志
表示热烈祝贺！

我市赴港招商团满载而归

18 个 项 目 花 落 西 安
经过近一个星期的招商与洽谈，11 月 28 日，赴港参加“2004 陕西·香港
经贸合作周”的西安代表团满载着丰硕的成果，返回西安。在两次集中签约
中，共有 18 个项目花落西安，投资总额高达 5.22 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额为
3.68 亿美元。
在为期一周的洽谈中，由西安市市长孙清云、副市长李雪梅带领的我市
代表团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洽谈工作。本次活动准备充分，本着节俭实效的办
会原则，项目推介和洽谈、重点拜访和会见以及考察学习等活动均达到了预
期的目的。活动中，市政府领导拜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高层人士，会见
了英国太古股份公司、香港恒基集团等投资企业高层负责人。
本次经贸合作周期间，我市共推出 88 个洽谈项目，主要涉及服务贸易、
城市基础配套设施、高科技项目等领域，总投资 215 亿美元。这些项目受到
参会港资企业的广泛关注，其中部分项目与港商建立了初步联系。另外，本
次我市带来的 61 个拟洽谈项目，通过在港期间的积极洽谈，也达成了进一步
意向或协议，其中签订合同项目 1 个，总投资 500 万美元，签订协议项目 4
个，总投资 18 亿元人民币，这些项目将在会后加快落实。
在我市的 18 个签约项目中，有合同项目 11 个，投资总额 3.2 亿美元、外
商投资额 1.9 亿美元；协议项目 7 个，投资总额 2.02 亿美元、外客商投资额
1.7 亿美元。其中商贸、旅游、物流、运输、餐饮等服务类项目较多，占签约
项目总数的 66.7%，体现了我市在这些领域的比较优势，也突出了本次经贸
活动的主题。

闽 南 企 业 网 络 中 心 正 在 筹 建
为了帮助会员企业以及全国各地的闽南人的企业做大做强，提供快捷的
服务平台，西安南安商会正在筹建闽南企业网络中心。目前，“闽南人网”
（www.minnanren.com）建站工作紧锣密鼓，预计明年初正式启动。
弘扬闽南文化、发展闽南经济、服务广大企业、开拓经营天地是“闽南
人网”的创站宗旨。网站既是外界了解闽南的一个窗口，也是闽南走向世界
的一个舞台。
闽南人网内容不仅汇集了闽南经济、教育、旅游、农业、社会生活等全
方位信息，同时汇集了闽南三地以及在外闽南企业的权威信息。网站下设频
道多达 20 多个，重点为广大企业提供优质的上网服务、介绍企业情况、推荐
名优产品、提供信息查询、发布供求信息、网络广告、人才招聘等丰富多彩、
内容齐全的信息服务和网上应用。力争在商务资讯交流、企业网站建设、企
业 CI 设计、企业财务管理软件、企业形象推广等方面的服务做出努力。
随着网站的不断发展壮大，还将根据用户的需要推出更多的方便用户使
用的网络服务。真诚期望用户朋友予以关心和支持，大家共同努力把闽南人
网办的更加绚丽多彩。
目前网站有关软件正在紧张制作中，有意在网上宣传、推广的企业或个
人，请与该站周春进先生联系。
（电话：029-85291149 手机：1360924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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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⑹做好一般性接待服务；
⑺物资保管，一般办公用品的购
置和补充；
⑻其他内务和服务工作，以及四
⑸加强与国内外兄弟商会的联
部移转的工作。
系，交流经验、改进商会工作；
⑹组织开展社会公益活动；
二、“四部一室”的运行机制
⑺安排对外的联谊活动、礼仪活
1、
“四部一室”是商会理事会下
动和庆祝活动；
设的具体执行机构，是贯彻执行商会
⑻安排商会的对外接待事宜；
章程、商会代表大会决议以及理事会、
3、市场开拓部（发展部）
会长会议决策、决定、工作部署的分
职责范围：
工负责的工作机构。
⑴负责加强会员之间的商务沟通
2、每部确定三名负责人，原则
及商会与外界商务来往与联系；
上由副会长担任，负责本部业务，商
⑵ 开 展 会 员 企 业 调 查 和 市 场 调 会办公室由秘书长直接负责，副秘书
查；
长协助，工作人员具体执行。
⑶组织参加各项商务考察活动；
3、在会长、常务副会长及理事
⑷ 组 织 参 加 商 展 和 投 资 洽 谈 活 会的领导下，各部室独立开展工作，
动；
力求迅速、高效。
⑸为会员提供信息、人才、科技
4、重大事宜或在必要时，各部
服务及管理决策咨询。
室负责人可以直接征求理事会或会长
4、宣传教育部（宣教部）
的意见，及时商定，同时可以寻求其
职责范围：
他部室的协助，或吸收其他理事成员
⑴办好本会会刊，宣传党和国家 参与工作。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反映
5、各部室既要分工明确，又要
两地的经济发展的社会进步，提供商 相互协作，及时通报情况。
务信息，报道商会活动，介绍优秀会
6、各部遗留的文秘类、程序性
员企业，彰显好人好事；
的后续工作可直接移转办公室完成。
⑵加强与报纸、杂志、广播、电
7、商会的大型、综合性活动，
视台等媒体的联系，向社会广泛宣传 可召开各部室联席会议，由会长或常
本会重大活动及优秀会员或会员企业 务副会长统一协调，共同完成。
的业绩，帮助会员企业策划广告宣传，
8、各部室年终填写年度工作报
提高商会的社会影响力；
告表，主要负责人向理事会述职。秘
⑶ 组 织 参 加 或 自 行 举 办 企 业 管 书长根据各部室工作报告安排完成商
理、经济法律法规培训班或讲座，开 会全年工作总结。
展诚信守法、职业道德教育，提高会
9、各部室负责人，不因所负责
员的政治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
的部室工作而影响其理事会成员的各
⑷举办商务座谈会，结合实际介 项权利和义务的履行。
绍交流经验与教训，改善与提高会员
企业经营管理的实践能力；
冬季多喝蜂蜜少吃姜
⑸负责组织商会向有关部门推荐
进入冬季，由于主要气候特点是
人选的文字材料。
干燥，空气中缺少水分，人体同样缺
5、商会办公室（办公室）
少水分。我国古代医学家就替我们提
职责范围：
“朝朝盐水，
⑴负责商会文秘、文件收发事务 供了一条最佳饮食良方：
晚晚蜜汤。”白天喝点盐水，晚上则喝
及文档管理；
⑵及时接收和传递各方面的信 点蜜水，这既是补充人体水分的好方
法，又是养生、抗拒衰老的饮食良方，
息，充分发挥信息平台作用；
同时还可以防止便秘。
⑶负责会刊的编辑、出版；
冬季一方面要多喝盐水和蜜水，
⑷负责商会财务管理中的会计、
出纳工作，以及房租、物业费、水电 另一方面不吃或少吃辛辣烧烤之类的
食品，这些食品包括辣椒、花椒、桂
费等常规费用交纳；
⑸负责理事会各种会议的会务 皮、葱及酒等，特别是生姜。
商贸、投资等经济信息；

建立“四部一室” ⑷向两地上级党政部门及工商联
反映商会及广大会员的困难、建议和
要求；
运行机制
搞好商会工作不仅要有好的想
法，还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会
员代表大会是商会最高权力机构，理
事会是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但鉴于
商会理事会成员都是企业家、生意人，
自身企业商务缠身，理事会贯彻执行
大会决议和理事会、会长会的决策、
决定，有很大难度。因此，如何做到
商会繁多的工作事事有人管，而且管
得好，建立健全工作机构和有效的运
行机制，充分发挥领导成员的积极作
用，分工合作尤为重要。根据我会的
实际情况，商会建立健全“四部一室”
工作机构及运行模式势在必行。

一、“四部一室”的职责范围
1、会员事务部（会员部）
职责范围：
⑴广泛联系本会会员，为会员服
务，反映会员的困难、意见、要求和
建议；
⑵帮助会员解决商会可以解决的
困难；
⑶组织开展会内的联谊活动及康
乐性活动；
⑷开展会员福利活动，使会员在
手机通讯、宾馆入住、车辆保险、宴
请宾客等方面享受优惠待遇，以及可
能的交通票务服务；
⑸安排商会与会员之间的礼仪活
动；
⑹通过顾问律师为会员提供法律
咨询、民事、经济质量纠纷的调解、
仲裁、诉讼以及刑事诉讼、产品质量
认证、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商标、
专利申请、房产随购、参与商务洽谈、
招投标草拟合同等方面的法律帮助；
⑺发展新会员；
⑻督促会员按时交纳会费。
2、对外联络部（外联部）
职责范围：
⑴负责加强本商会与西安、南安
两地党委（统战部）
、政府、政协等有
关部门的业务与行政联系，处理相关
事宜；
⑵负责加强本商会与两地工商联
（总商会）的联系，完成上级交办的
任务；
⑶负责与经济单位的联络，收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