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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商品市场百强”榜单揭晓

花园红木家具城强势上榜

本报讯 （记者陈德鹏） 9 月 26 日，在金
华召开的第十届中国商品市场峰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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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峰会“新跨越、新发展——中国商
品交易市场转型与创新”主题的成功市场代
表之一。
花园红木家具城位于花园村。花园村是
中国红木家具第一村，被誉为“天下红木第
一村”，位列中国十大国际名村以及中国名
村综合影响力 300 佳第三位，2016 年，花园
村全村实现经营收入 461.23 亿元，村民人均
年 收 入 达 16 万 元 ， 拥 有 个 私 工 商 户 2827

家，其中红木家具以及木制品行业个私工商
40 万 平 方 米 ， 入 驻 红 木 家 具 品 牌 经 营 户
户达 2149 家，占比 76.1%，全村已形成了花
1800 多家，是全球最大红木家具专业市场，
园原木市场、板材市场、雕刻·油漆中心以
既引领着全球红木家具批发市场的发展方
及产业核心区块等红木家具全产业链和产业
向，也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最周全的红木精
群，涵盖了从原木、板材、锯板、烘房、雕
品，还为广大红木家具生产企业提供了一个
刻、油漆以及红木家具设计、生产、销售的
世界级的红木家具批发展示交易平台。
所有产业环节。
与此同时，花园红木家具城还让“红木
得益于此，作为花园村红木产业的销售
盛会”开启“世界之窗”，让花园红木走出
终端，花园红木家具城市场拥有生产基地、 中国、走向世界！去年，花园红木家具城三
货源充足、价格实惠等优势，广大经销商与
千工匠向世界发出“工匠精神 花园传承”
消费者可以零距离参观、零距离接触、零距
铿锵声音，绘就了一幅展示中国千年工匠的
离交易，成为了厂家的营销平台、客商的配
历史画卷。今年，花园红木家具城创新主
货中心、顾客的购物天堂，在全国乃至全球
题，即集世界名贵木材于花园，向世界展示
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据介绍，花园 “木”；创神州“十里红”红木艺术精品家
红木家具城分五期建设，市场总建筑面积约
具，向世界展示“艺”；汇万名中华工匠于

趣味运动
增友谊
9 月 30 日，由花园民资公司承办的
“东阳市新型金融组织工会联合会第二届
趣味运动会”，在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东阳
花园外国语学校体育馆举行。来自东阳市
金融办以及小额贷款公司等 10 多支代表
队的近百名运动员，参加了抛绣球、我是
乔丹、仙女指路以及花式跳绳等八项趣味
运动比赛，丰富了业余生活，展现了精神
风貌，培养了合作意识，增强了团队凝聚
力，增进了彼此友谊。
（本报记者王江红 周振平摄）

花园艺术团在不断成长中走过五周年

以艺术之名
本报记者吴浩宇
走进位于美丽的摩天轮旁的花园剧院，
到处散发着艺术气息、弥漫着青春芬芳、舞
动着跳跃音符。五年前的 10 月 5 日，花园艺
术团在花园会展中心举行了首场演出 《走进
十月阳光》 并获得了满堂彩。五年来，演员
们以婀娜的舞姿、动听的歌声、优美的旋
律、惊心的杂技、精彩的武术、幽默的小品
等艺术形式，把花园村的创业情景和发展历
程完美地展现出来，以新农村建设成果为主
线，唱响主旋律，传递新风气，弘扬正能
量，演绎花园梦。
“随着花园艺术团在业界的名气越来越
大，去年一整年的时间里，团里的演职人员
几乎没怎么休息过，不是在排练，就是在演
出。”花园旅游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花园艺
术团团长朱华萍开心但又有些烦恼，如何权
衡好抚慰好就成为了她的心头大事。每天，
朱华萍像母亲一样关心着演员们的吃穿住
行，生怕他们体力不支，希望能让他们每天
多点微笑、多点正能量，以面对未来更加广
阔的舞台。“演员们都很争气，不怕苦不怕
累，每次看到演出后一张张疲惫但自豪的笑
脸，我很骄傲。”从朱华萍坚定且温柔的眼
神中可以读懂这句发自肺腑的心里话。
五年的时光里，花园艺术团独立承担和
参与完成了多场国家级、省市级大型文艺演
出，编排创作了众多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节目以满
足不同层次观众的不同需求，演出场次达
1100 多场，足迹遍布整个浙江乃至全国。源

演绎花园梦

源不断的新节目才能更好地引起观众的共
鸣，这就需要花园艺术团的所有人智往一处
谋、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保证新编排
的节目既有艺术性又有观赏性，并从中融入
花园元素，最大程度地展示花园良好形象。
五年的时光里，花园艺术团团结一致、
砥砺前行，为花园村和艺术团增添了一笔笔
荣光：2013 年，花园艺术团在浙江省社会艺术
团体舞蹈类大赛中荣获金奖；2015 年，花园
艺术团的舞蹈节目登上央视三套的 《星光大
道》，表演完后好评如潮；2016 年，花园艺
术团在全省近 1000 家剧团评选中获评全省
仅有的四家浙江省民营优秀剧团之一……荣
耀的背后总是充满着各种辛酸苦楚，演员们
一次次的刻苦排练、一次次的带病表演、一次
次的汗流浃背、一次次的眼泪打转、一次次的
无悔坚守，才让一场场盛大的演出完美地呈
现出来，使得花园艺术团在各类演出中屡屡
出彩，
获得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五年的时光里，无数次的掌声和喝彩声
是对花园艺术团最好的褒奖，更是对花园新
农村建设成果的充分肯定。“今后，我们团
一定不会忘记创办的初衷，坚持宣传党的方
艺术团队，引进了先进齐全的灯光音响设备
针政策、展示花园良好形象、推动花园文化
和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经验丰富的专业编导和
繁荣、促进花园旅游发展，扎实推进‘深入
创作团队，从当初的“一无所有”到如今的
生活、扎根村民’，努力开拓市场，塑造花 “名声大震”，表演了众多贴近实际、贴近生
园艺术团品牌，为花园快速发展贡献力
活、贴近群众的形式多样和内容丰富的节
量。”朱华萍坚定不移地说道。
目，一场场高水平、高规格、高档次的演出
活动，在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不同文化需求
花园艺术团是一支具有朝气和充满活力
的年轻队伍，也是一支新型现代化农村级专
的同时，无不彰显花园艺术团高超的专业技
业文艺团体，目前，已拥有歌队、舞队、民
术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力。
文化兴村，文化育人。花园艺术团作为
乐队、曲艺队、杂技队、魔术队等多支专业

胡海清正在制作包子。
胡海清正在制作包子
。
本报记者应展羽

花园大厦特色肉包持续走俏

全球最大红木家具专业市场—
全球最大红木家具专业市场
——花园红木家具城

花园，向世界展示“匠”。
不仅如此，花园红木家具城还积极提出
立身之本——引导商户守诚信、重服务、优
质量。早在一期开业时，市场就倡导各商户
向消费者郑重承诺十大服务，宁可错失商户
也绝不错失客户。近两年，花园红木家具城
又出新招：向各商户分发最新的“一证一卡
一书”（红木家具产品合格证、产品质量明
示卡和产品使用说明书）。花园红木家具城
还规定，凡有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偷工减
料产品出现的摊位，商户都要受处罚，严重
的要收回店铺使用权，特别严重的要移送相
关部门处理。
据了解，第十届中国商品市场峰会由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
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金华市人民政府和
浙江省市场协会联合承办。与会人员包括省
内外实体市场、网络市场、省外工商系统相
关负责人、省外嘉宾和全省工商系统人员，
共 560 多人，共同论道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利
用现代思维实现转型与创新方法、实体市场
未来的发展等问题。
今年，浙江省有 38 家省内市场以及 5 家
省外浙商市场入围“中国商品市场百强”，
是全国入围商品市场数量最多、规模最
大、交易额份额最高的省份。2016 年，浙
江省 3926 家实体市场共实现成交总额 2.05
万亿元，175 家网上商品交易市场共实现成
交总额 3.57 万亿元，商品交易市场在引领
产业转型、引导消费升级方面的作用日益
明显。此外，浙江省 2016 年成交额亿元以
上 市 场 达 到 1302 家 ， 较 2015 年 增 加 466
家，成交总额达 1.96 万亿元，占实体市场
份额的 95.6%。

近日，花园大厦特色肉包持续走
俏，成为了就餐客人必点的点心之
一，有的甚至还预订打包，带回去与
家人亲友们一起分享，大家在享受美
食的同时，也给出“花园第一包”的
美誉。那么，这“花园第一包”到底
有什么独到之处呢？为此，记者专程
来到花园大厦餐饮部探访奥秘。
花园大厦餐饮部面点师傅胡海清
揭开了包子好吃的神秘面纱。
“包子好不好吃，关键在于揉面
和调馅。”胡海清介绍道，首先是和
面。用电子秤和克秤精确称量面粉、
酵母、泡打粉，科学配比，随气温变
化调节酵母粉比例，保证春夏秋冬口
感一致，同时在面团中加入新鲜牛
奶，增加细腻度，使口感更加 Q 弹。
胡海清接着说，揉面是最基本
的，并非人人都能得到真传。白面加
入盐水，使蛋白分子的阵列变得紧
密，反复揉压十多分钟，增加弹性和
光泽度，反复摔打，直至面团发白发
亮，达到“色白筋柔”的标准。“馅
料取自金华土猪的新鲜五花肉，调馅
时以顺时针方向调和均匀，更能保证
肉的鲜嫩不松散。”
记者在现场看到，包子制作整个
过程至少需要三个人，一个擀皮，一
个装馅，一个包裹，这样的流水线操
作，一能防止水分流失，二能保证包
子大小一致，每个包子基本在 50g 左
右，误差不超过 5g。只见师傅们手
指飞快，不一会儿蒸笼就摆满了包
子，可想而知，这需要几年的功力。
包子做好了，然后就是一系列醒发和
蒸的过程。
据介绍，“花园第一包”食材讲
究，面粉是香港进口的紫兰花面粉，
泡打粉是不含铝的泡打粉，猪肉要是
金华土猪，合面机、压面机、工作
台、蒸炉、蒸笼、电子秤、台刮、赶
面棍、夹子、油刷等各种专业工具一
个也不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食材不好不新鲜，好师傅也救不
了。”胡海清这样告诉记者。
香气扑鼻又有嚼劲的新鲜五花肉
混合着薄薄的包子皮一起下肚，肉鲜
而不腻，不像平时在大街上吃的那些
包子，里头全是肥肉。肉包子发得非
常蓬松，肉汁味道很容易浸透在里
面，放心大胆地吃了几口，相当满
足。如念，花园大厦每天销量在不断
上升，由于不能确定每天的销量，有
时候会让消费者扑个空。
有人在传统中创新，也有人坚持
着或将逝去的传统。胡海清从事面点
行业已经有十五年了，团队里的新人
也最少有 3 年的从业经历，几年的面
点师经验使包子的口感得以保证，但
他们并不满足。胡海清坚持传统工艺
和现代科技相融合，不断尝试新产
品。“我上次用面皮混了火龙果汁，
颜色特别漂亮，但不行，蒸出来颜色就变了，不过我还会继续
尝试创新，让‘花园第一包’这美誉一直延续下去。”胡海清
笑着说。
食物和人的关系是微妙的，人类通过食物感受自然、传
统、温度、节气，食物的口感能够反应创作者的手艺、当时的
心情。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成为一名优秀面点师的
路，胡海清和他的团队才刚刚起程。

象山县创建办领导莅临花园

考察乡风文明建设

文化传播的桥梁之一，一直担负着对内丰富
村民和员工文化生活、提升文化品位、加深
旅游文化内涵；对外塑造花园村和花园集团
良好形象、增强综合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重要
任务。花园村的日益强大与花园艺术团的付
出密不可分，数以万计的观众通过节目了解
到了花园村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
发展之路，潜移默化地促使更多人践行“两
山”重要思想，推动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
展，为实现花园百年梦注入不竭的动力。

本报讯 （记者应展羽） 9 月 22 日，象山县委宣传部常务副
部长、县文明办主任励胜利带领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公安
局、住建局、卫计局、市场监管局、商务局、审管办等部门相
关人员莅临花园，就花园乡风文明建设、环境卫生整治以及新
农村建设等情况进行考察。
励胜利一行先后走访了花园村史馆、花园便民服务中心、
花园红木家具城、中国农村博物馆等地，切身感受了花园村在
村容村貌以及民风民俗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在花园村史馆，励
胜利一行了解了花园人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和先富带后富的互
帮互助精神。在花园便民服务中心，励胜利一行对花园深化
“最多跑一次”改革、引进物联网智慧小镇管理平台、实施村
民自治模式来真正确保“矛盾不上交，纠纷不出村、村民零上
访”的做法大加赞赏。在花园红木家具城，励胜利一行走店
家、逛市场、聊经营，对花园红木产业致富平台的建立赞叹不
已。在中国农村博物馆，励胜利一行则参观了政策制度馆、农
村变迁馆、农村民俗馆、中国名村馆、中国江河源头馆等，为
花园村民能有这样的精神食粮感到高兴。
一路上，花园村井然有序的交通状况、鳞次栉比的居民住
宅、连片排列的企业厂房、清新优美的乡村风光和种类齐全的
商铺店面，给励胜利一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励胜利指出，花
园村的成功经验告诉大家，乡风文明创建的成功经验在于深入
推进村民参与文明乡村创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带
领村民脱贫致富了，农村的文明程度才能真正得到提高。同时
物质和精神要两手抓，加大品质乡村建设，进一步提高乡村文
明程度和村民文明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