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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本报记者 徐军

杭州保灵集团改制疑云

10月 19日，杭州保灵集团有限
公司半山生产区，近百名职工举行维

权活动，要求公司就国资流失、职工

安置、股份分配、下岗补偿等问题进

行回复。维权活动一直持续了 8天，
最终以杭州市政府相关部门工作组

进驻而告一段落。据职工们向《中国

企业报》记者反映，几年来，他们一直

都在不断地向政府相关部门投诉，但

收效甚微。

从公司成立之初 170 万元注册
资金的微小公司，发展到如今拥有数

亿资产的中大型公司，见证公司辉煌

的职工们却品味不到这辉煌的滋味，

留下的只有心酸。

如今，工作组进驻公司至今已过

一月，但职工们仍未得到任何回复。

《中国企业报》记者也数次要求采访

保灵公司相关领导，但都遭拒绝。

改制深入股权却变模糊

杭州保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灵公司）是一家生产经营保健食品、

药品、蜂产品的国营公司，曾经以“保

灵孕保口服液”红极一时。

该公司成立于 1985年，由浙江田
园集团公司、中国出口商品基地建设

总公司、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投资

公司三家共同出资组建，投资比例分

别为 60%、20%、20%。1994年，联合经
营期满，后两家公司清盘退股。由于当

时正值国家宏观经济不景气，保灵公

司的经营面临重重困难，两家合营公

司的退出，更是让保灵公司雪上加霜。

散伙，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结

局。在公司领导的决策鼓励下，所有

员工出资按 1:1.1溢价认购退出的两
家公司股份，形成了田园集团 60%、
保灵职工 40%的国营股份公司，并成
立了职工持股会，企业得以渡过难

关。这一做法，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

充分肯定和支持。

1995年，保灵公司与澳大利亚中
投有限公司合资创办了杭州澳医保

灵有限公司，保灵公司的资产及员工

进入合资公司，注册资金 300 万美
元。其中，澳方投资 165万美元，占
55%股份，为控股方。

合资后的 6年间，该企业上缴国
家税收 3143万元，获利 294万多元。

记者从一位姓顾的退休员工了

解到，2002年，保灵公司原领导层因
重大决策失误，遭上级主管部门集体

免职，担任田园集团财务副总的钟海

荣被派往保灵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

理。同年，保灵公司整体转制，将公司

65%的国有股（田园集团）转让给自然
人和职工持股会。资料显示，改制后

的保灵公司注册资本为 1848万元，
职工持股会占 49%，钟海荣个人占
27%股份（投资 498.96万元），其他 13
个自然人占 24%股份。

2008年，公司更名为杭州保灵集
团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增为 3200万
元，钟海荣仍占 27%股份（投资增至
864万元），职工持股会占 49%（投资
增资为 1568万元）。此时，原国营职
工身份被彻底置换。

这位姓顾的员工认为，企业改制

过程和职工身份的置换，让国有变成

了私有，铁饭碗变成了泥饭碗，他们

这些曾为国有企业的生存发展立下

汗马功劳的职工甚至连泥饭碗都没

得端。尽管这是个痛苦的过程，但职

工们并未有过多的怨言，令他们质疑

的是改制中的诸多不公，心疼的是国

有资产莫名其妙的流失。

1994年，保灵公司职工为了企业
的生存，共同集资买下了其他公司撤

资后的所有股份，次年与澳方合资

后，国有股（田园集团）和职工股又以

135万美元，占合资公司 45%股份。其
中，职工持股会出资 54万美元，占
18%。此后的几年间，公司所产生的利
润分红大部分用作企业扩大再生产

流动资金和基础设施投入。

然而，2002年以后，随着改制的
深入，之前非常清晰的过程变得模糊

起来。

原《章程》规定，职工退休后股金

只能内部转让，不得提取现金。公司

集体换班后，决策层以企业风险、确

保职工利益为由，对《章程》进行修

改，将持股退休职工股份以原本金强

行收回，并设置了最后期限，逾期作

废。这一做法，遭到了广大退休职工

的反对。职工们反映，公司不但不对

当初股本投入进行回报，甚至连按工

龄置换身份的补偿金也一分未得。

职工们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这一政策只对“民”不对“官”。2008年
退休的两位公司副总，至今仍继续享

受着公司红利，也就是退休不退股。

其实，职工们的诉求十分简单，

就是要让他们救公司于危难、倾囊相

助的行为得以肯定和回报。

改制使国资去向成疑

在合资后的澳医保灵药业公司

（以下简称澳医保灵）的股份配比中，

国有股占 27%，设备 314 台，账面净
值 101.19万元。改制时，这一数据却
被认定有账无物，是为匹配外方投入

资金而高评、多评的固定资产。保灵

公司 45%的股份，账面值为 45.53万
元，也予以了剥离。

记者在一份材料上发现，2007
年，澳医保灵有限公司变为一人有限

公司（内资法人独资），法人代表钟海

荣，注册资金 2882.47 万元。让人疑
惑的是，澳医保灵何时变为一人独资

公司，独资人又是采取怎样的形式收

购了原外资、国资、职工的股份等等

情况，持股会的职工们无一知晓。

此间，浙江保灵药业有限公司于

2006年成立，注册地为杭州经济开发
区 23号大街，法人仍是钟海荣。据保
灵公司职工反映，该公司成立后的

数年时间只是个空壳，根本没有实

质性的启动，也不知道与保灵公司

是什么关系。直至 2012年，保灵集团
和杭州爱雅管理投资公司共同注资

8800 万元至保灵药业后，浙江保灵
药业真正成了集团的子公司。此次

注资，保灵集团出资 6600 万，占
75%股份，爱雅公司出资 1760 万元，
占 20%股份，而钟海荣个人投资 440
万，占 5%股份。

此后，在 2010年的保灵集团整
体搬迁中，共获得政府 1.989亿元的
补偿资金。据公司职工反映，这笔巨

额资金，大部分已划拨到保灵药业。

在整个改制、注资过程中，该集

团自然投资人中的主要出资人、董事

长钟海荣的资金实力膨胀速度，与企

业所取得的经济效益也极不相符，受

到职工们的强烈质疑。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保灵集团

职工提供的材料中发现，钟海荣在被

上级主管部门派往保灵公司担任董

事长之前，只是田园集团的财务副

总，而田园集团当时的性质为杭州市

农办主管的国营农业企业，所有人员

的收入并不是很高。钟海荣被委派到

保灵公司后，企业步入改制，51%的国
有股被钟海荣与其他 13个自然人收
购，钟海荣一人就占 27%，注资
498.96万元。2008年，保灵公司升格
为集团公司时，钟海荣的投资已增加

至 864万元。
资料显示，2007年，澳医保灵成

了一人独资公司，注册资金 2882万
元，法人正是钟海荣。

保灵集团注资浙江保灵药业公

司时，钟海荣又注资 440万元，占该
公司 5%股份。至此，钟海荣个人在整
个公司改制中，共注资 4186万元。

保灵公司的职工们质疑的是，一

个普通的国营公司副总，怎么会有那

么充裕的资金。

截至发稿前，公司仍没有相关领

导出面回应。关于事态的进一步进

展，本报将继续关注。

木雕历史悠久，在 7000多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
址就有木雕鱼出土。东阳是著名的“木雕之都”，东阳木雕，师

承鲁班，历经千年，闻名遐迩。早在 1915年，东阳木雕和东阳
竹编就双双在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上荣获金奖。东阳木雕

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是浙江“三大名雕”

之一，位居全国“四大木雕”之首。东阳也先后被命名为“中国

民间艺术之乡”、“中国木雕之乡”、“中国木雕之都”、“全球木

雕产业合作基地”。

东阳木雕、东阳竹编，并称为东阳工艺美术界的两朵奇

葩。11月 8—12日，号称“中国木雕行业最具规模的专业展”的
第七届中国（东阳）木雕竹编工艺美术博览会（简称“东博会”）

在东阳中国木雕城举办，来自全国 27个地区的数万件木雕竹
编名品荟萃，成交额达 3亿元。此外，本届东博会还首次设立
了中国木雕艺术大师作品展区，47位“国字号”大师精心创作
的 47件作品同台出展，这是他们被授予“大师”之后的首次集
体亮相，是木雕行业最高水准的体现。

搭建会展平台
打造中国木雕行业“两大市场”

何谓“两大市场”？东阳世贸城成功转型为东阳中国木雕

城，这是东阳为中国木雕行业提供的第一个“市场”。据了解，

东阳中国木雕城汇集了全国包括“四大名雕”在内的上千家知

名厂家，产品涵盖木雕、根雕、木雕（红木）家具、仿古门窗、竹

编竹雕、木竹工艺旅游纪念品及木竹工艺礼品等数十万种优

势产品。销售网络辐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二级批发

市场及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中国木雕文化博览城项目落户东阳以及东博会“名片”

的成功打造，这便是东阳为中国木雕行业提供的第二个“市

场”———会展市场。

250万年历史的红豆杉、价比黄金的黄花梨、众香之首的
沉香、木中之皇的金丝楠木……“木文化搭台、万商集会唱

戏”，第七届东博会现场，一件件木雕工艺精品让参观者叹为

观止。据了解，本届东博会共设立 34个展区、900多个展位，
除了东阳木雕、乐清黄杨木雕、福建龙眼木雕、潮州金漆木雕

等全国四大木雕设立了专门的展区外，全国各种特色木雕产

品也纷纷加盟，新增 7个地区。同时，东博会还推出了第二届
中国木雕红木家具发展论坛、优秀作品展评、海峡两岸木雕现

场创作表演赛、2012金秋木雕文化魅力游、《寻宝———走进东

阳》、2012金秋木雕文化魅力游、东阳市招商引资项目签约仪
式等活动，这为展览会增加了新的亮点。

其实，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展会不只是一个交易、交流的

“平台”，它的价值往往超越展会的自身价值。相关数据显示，

一个好的展会对当地经济的拉动效应可达到 1：10，甚至更
高。也就是说，如果展会收入是 1，那么它所带动的交通、餐
饮、旅游、住宿、通信、广告等相关产业收入起码可以达到 10。
11月 12日，为期 5天的东博会在东阳中国木雕城完美落幕，
初步统计成交额达 3亿元。按照正常的展会经济拉动效应 1：
10来算，这对地方经济，特别是当地行业经济的影响是非同
凡响的。

首设精品展区
汇聚顶尖木雕大师 47件佳作
“中国木雕艺术大师作品展区”是本届东博会前所未有的

一大特色，该展区集中展示 47 位“国字号”大师精心创作的
47件得意之作。其中，来自东阳本地的参展大师有 13名。据
悉，这 47位艺术大师是我国首批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
“中国木雕艺术大师”称号的专业人士，是我国木雕行业最高

水准的体现。参加本次博览会是他们获此殊荣以来的首次集

体亮相。

从案头摆件到大型屏风，从单件工艺品到微型小木雕，从

大陆名品到台湾佳作……笔者从现场了解到，这 47件作品汇
集了包括东阳木雕、福建龙眼木雕、黄杨木雕和广东潮州金漆

木雕等中国传统四大木雕流派在内的众多木雕流派，各具特

色、各领风骚。其中，分别出自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吴初伟和黄

泉福之手的《台屏益春》和摆件《年年福报》两件作品，充分展

示了东阳木雕和福建木雕的流派特色和雕刻技艺；徐经彬大

师的《锦绣江南》和黄丁财大师的《荷风莲韵》，同样取材为椴

木和花梨木，也都属风景主题，但却反映了不同时代下的人文

情怀。

名家云集，佳作荟萃。这是一次商业会展，更是一场文化

盛宴。然而，东博会的成功举办，并非独立于产业之外而存在

的，它与东阳木雕悠久深远的文化及其行业地位息息相关。东

阳木雕是东阳历史文明传承下来的瑰宝，师承鲁班，历经千

年，有《文姬归汉》、《黄山风景》等一系列珍品传世。据悉，杭州

雷峰塔的大型木雕壁画《白蛇传》，江苏灵山梵宫木雕装饰、香

港回归时浙江省政府赠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礼品《航归》等都

出自东阳木雕艺人之手。此外，大型竹编屏风《九龙壁》，曾荣

获第四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杯奖，被列为国家工艺美

术珍品永久保存。

有关统计显示，东博会交易额逐年增长，影响力也越来越

大，东阳木雕行业发展越来越快。据金华市委常委、东阳市市

委书记徐建华介绍，东阳具有 1000多年的木雕竹编创作历史
和深厚的工艺美术文化积淀。全市有从事木雕产业的企业近

2000多家，从业人员近 10万人，2011年销售额突破 100 个
亿。

———47位“国字号”大师集体
亮相“东博会”

走进东阳
感受中国木雕文化

李春霞

从 170万注册资金发展至资产数亿，却陷入职工维权、政府工作组进驻困境

12日下午，由温州市政府主办的 2012温州金融 (香港)招商推介会暨项目签
约仪式在香港举行。温州市领导及各县(市、区 )负责人和企业代表带着多个项目
进行现场招商推介，来自香港金融机构与企业，香港温籍社团以及在港温商代

表等行业或领域的 160余人参与推介会。据悉，本次签约仪式上，共有 4个项目
达成合作意向，意向投资金额超 160亿元。 （李春霞）

近日，记者从嘉兴市工商局了解到，3年来，嘉兴市在重点监管的食品流通
领域推行一种叫做“食品安全电子监管平台”的管理系统。截至今年 10月 31日，
嘉兴市已有 928户食品经营主体安装了该系统。其中，食品批发市场外的经营主
体为 759户，食品批发市场内的经营户有 169户。据悉，该系统相当于为每一个
批次的食品装上“跟踪器”，能及时详细地记录食品流通的全部轨迹。（李春霞）

11月 15日，杭州统一企业有限公司奠基仪式在杭城举行，这意味着台湾大型食
品公司———统一企业落户杭州。据了解，这是统一企业在浙江省设立的首个生产基

地，也是统一企业在中国大陆投资最大、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共有 10条方便面和 4
条饮料生产线。项目首期投资 2.1亿美元，2014年一季度投产。届时，该项目引进的设
备生产能力将是统一目前在国内领跑的昆山工厂现有设备的 1.5倍左右。（李春霞）

浙江嘉兴 928户食品经营主体装上“跟踪器”

统一企业落户浙江杭州 规模全国第一

第四届“科技新浙商”评选报名 25日截止
自 10月 25日正式启动以来，第四届“科技新浙商”评选活动受到企业的高

度关注，截止 11月 13日，已有近百位推荐、自荐企业家报名，他们都是各地科技
创新榜样，也有历届“科技新浙商”参评中的积极分子。据悉，本次评选活动推荐截

止时间为 11月 25日。籍贯为浙江或在浙江创业的企业家、年龄在 50周岁以下、
企业上年度销售额不低于 1000万元的科技型浙商，都可以参与角逐。（李春霞）
温州赴港金融招商 意向投资金额超 160亿

杭州保灵集团的股权并不复杂

杭州保灵集团职工在公司生产区举行维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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