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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欢迎阅读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社会责任报告，为便于您的阅读，浙江东日股份有

限公司在本报告中以“浙江东日”、“本公司”、“公司”、“我们”等方式进行表述。 

报告组织范围：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机构 

报告时间范围：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部分数据及内容超出上述范围。本报告为浙江东日股份有

限公司自 2008 年度以来连续第十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报告发布周期：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为年度报告。 

报告数据说明： 

本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如与年报有出入，以年报财务报告为准，其他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

计。本报告中所涉及货币金额以人民币作为计量币种，特别说明的除外。 

报告发布形式及解读： 

为减少纸张使用以及油墨印刷对环境的污染，本报告以 PDF 电子文件形式发布，读者可登

录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或登录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

（www.dongri.com）下载阅读。 

本报告力求完整、客观、便于阅读，但受到各种条件限制，披露中难免有未尽如人意之处，

欢迎您通过公司公告的联系方式，及时反馈意见与建议，推动公司社会责任披露工作的持续改

进。公司将本着博采众议、精益求精的原则，力求下一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工作日臻完善。 

解答报告及其内容问题的联络人：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联系人：谢小磊 

电话：0086-577-88812155 

Email: 600113@dong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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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7 年 10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

简称为“浙江东日”，股票代码为“600113”。截止 2017年底，公司注册资本为 

31,860 万元。公司以专业市场的开发与经营为主业，公司及子公司现运营多家

专业市场，具体包括： 

温州东方灯具大市场，占地约 38.75 亩，建筑面积 33150.30 平方米。先后

荣获“浙江省重点市场”、“全国文明市场”等称号，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员曾

先后视察市场，并予以高度赞扬。 

温州菜篮子农副产品批发交易市场，市场占地面积约 440 亩。其中蔬菜交

易区大棚总建筑面积 41000 平方米，划分为基地蔬菜、外埠蔬菜以及冻品、副

食品等交易区域，日均交易量约 3000 吨。水果交易区建筑面积 28480 ㎡，拥有

店面、摊位 373 个，商铺内配备小冷库 102 个，常驻商户 333 家，上市的品种

达 70 多个，日均交易量约 1000 吨。先后获得“国家农业部定点市场”、“中国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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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商品市场”、“浙江省三星级文明规范市场”、“浙江市场消费者最满意品牌

单位”等荣誉称号。 

温州市生猪肉品批发交易市场，占地面积 15亩，设有肉品交易大厅、分割

肉交易厅、结算中心、冷库等配套设施，是温州市实行“三区合一”定点屠宰

生猪肉品上市批发交易的中心市场，先后被评为“星级文明规范”市场， “市

级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 

温州市水产批发交易市场，占地面积约 10.49 亩，主要从事活、鲜、冷冻

水产品批发交易业务。市场通过交易服务平台的运营发挥着温州地区水产品批

发价形成和满足水产品消费需求的民生主渠道作用，确保消费市场常年货源充

足、价格稳定。市场曾被评为温州市农业重点龙头企业，是省农业“百龙工程”

企业之一，国家农业部定点市场。 

温州现代农贸城，占地面积 60亩，商品类别涵盖了淡水鱼、高档海鲜、水

产、鲜肉、蛋品、粮食制品、蔬菜、副肉、豆制品、冷鲜禽、水果、调味品、

干货、南北货、名特优新农产品以及酒水饮料等 10 余类品种，成为我市酒店、

餐饮、伙食单位采购食料食材的一站式批发中心。 

除专业市场的开发运营之外，公司还涉足工业气体生产、农副产品配送、

运输及金融投资等领域。公司参股投资温州银行，是该行的大股东和董事股东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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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通过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系统、高效的公司 

治理结构，加强公司规范运作，提升决策水平，保 

障投资者的各项合法权益 

 

组织结构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战略委员会 

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监
察
部 

信
息
部 

财
务
部 

投
资
部 

证
券
部 

人
事
部 

办
公
室 

董
事
会
办
公
室 

温州东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温州东日气体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董事会 

 总经理 

温州市益优农产品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公司 

全资子公司/间接

全资子公司 

参股公司 

上证380 指数样本股   

上证公司治理指数样本股    

温州菜篮子经营配送有限公司 

温州菜篮子肉类运输有限公司 

温州菜篮子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温州东日淡水鱼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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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团队 

 

 

 

 

 

 

 

 

 

 

 

 

 

 

 

 

 

 

 

 

 

注：管理团队人员名单为本报告公告之日在任的相关人员 

 

董事会建设 

公司董事会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部控制，促使董事和董事会有

 

董事会 

董 事 长： 杨作军先生 

 

副董事长： 南品仁先生 

 

董    事： 杨澄宇先生    叶郁郁先生 

           

黄育蓓女士     

 

独立董事： 车  磊先生    李根美女士 

  

           鲁爱民女士 

 

监事会召集人：周 前先生 

 

 

    监      事：温兴群先生   陈乐鸣女士 

 

监事会 

 

总  经  理：         杨澄宇先生 

 

常务副总经理：       叶郁郁先生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谢小磊先生 

 

副总经理：           庄克进先生 

 

                     戴元仁先生 

 

赵阿宝先生 

 

 

 

 

 

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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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履行其职责，提高董事会规范运作和科学决策水平；同时，进一步推动决策

机构、监管机构和经营管理层之间权责分明、各司其职、协调运作、有效制衡，

为企业规范运作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董事会下设战略、提名、审计与风险管理、薪酬与考核四个专业委员会，

在公司战略、人才选拔、风险管控、绩效考核等方面发挥引领、推动、保障和

监督作用。 

 

规范运作 

 

 

 

2017 年度，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4 次、董事会 8 次、监事会 4 次，其会议召

开、表决等程序能够严格依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

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专业委员会工作条例》以及公司相关内部控制

制度等规定，有效确保公司治理机构的规范运作、谨慎决策，切实维护股东和

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同时，公司一直重视信息披露，按照信披有关规定要

求，公司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信息披露相关的制度及管理办法，对董事、独立

董事、监事和信息知情人等进行了详细规定，确保相关单位和责任人做到各尽

其责，从制度上促使信息披露规范和准确。 

截止 2017 年末，公司公布实施有关治理细则 29 项，有效规范担保行为、

内幕信息、信息披露、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的决策和管理程序。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治理细则一览表 

序号 名称 

1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15 年第一次修订） 

2 浙江东日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工作条例 

3 浙江东日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和薪酬管理办法 

2015 年 3 次股东大会 5 次监事会 8 次董事会 2017 年 4 次股东大会 4 次监事会 8 次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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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浙江东日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制度 

5 浙江东日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6 浙江东日分红回报规划 

7 浙江东日内幕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8 浙江东日子公司管理制度 

9 浙江东日董事会议事规则 

10 浙江东日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11 浙江东日监事会议事规则 

12 浙江东日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13 浙江东日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14 浙江东日突发事件处理制度 

15 浙江东日投资者接待与推广制度 

16 浙江东日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17 浙江东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制度 

18 浙江东日关联交易制度 

19 浙江东日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20 浙江东日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21 浙江东日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 

22 浙江东日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23 浙江东日对外信息报送和使用制度 

24 浙江东日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条例 

25 浙江东日战略委员会工作条例 

26 浙江东日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条例 

27 浙江东日总经理工作细则（2016 年修订稿） 

28 浙江东日对外捐赠管理办法（2016 版） 

29 浙江东日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内部管理 

30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6 修订） 

 

企业文化 

公司一直注重企业文化建设，着力在价值观念、经营理念、管理机制、企

业形象等方面不断创新，逐渐形成适应公司自身发展的企业文化特色，成为东

日人共同遵守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公司坚持“规范经营，稳健发展” 的经营

宗旨，奉行“敬人、敬业、实力、实惠”的企业精神，提倡“推进发展就是职

责，办成实事就是能力，解决问题就是水平”的从业原则，注重价值分享、人

文关怀、环境生态和企业公民责任，追求投资者、消费者、员工和社会利益的

和谐发展。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6-05-14/600113_20160514_6.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7-01-04/600113_20170104_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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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实体经营，加码区域外拓   

2017 年是公司积极开拓、创新发展的一年，我们面对复杂而严峻的外部环

境和愈加激烈的市场竞争，紧紧依靠全体员工，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围绕

公司“外拓、并购、人才”三大战略，按照“建标准、提形象、搭平台、促改

革，实现公司跨区域发展”的年度工作任务，积极行动，谨慎应对，团结拼博，

克难攻坚，出色地完成了各项经营任务，按计划实现旧市场的搬迁和改造，拓

展了新的市场业态，推动了农批业务的跨区域发展。 

 

进一步完善分红政策，积极回馈全体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加强投资者利益保护和上市公司分红的

有关规定，在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浙江东日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5-2017

年）等前提下，结合公司发展阶段、盈利水平及资金状况，为兼顾股东利益和

公司发展需要。公司以 2017 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318,600,000 股为基数，拟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91 元（含税），计 28,992,600.00 元（该项利润分配方案

尚需通过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与投资者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互动与交流，通过建立常态化与动态

管理相结合的沟通机制，进一步健全投资者交流的平台，提高投资者对企业的

认知度、认同度，实现公司信息与价值在资本市场的有效传播，树立企业在资

本市场良好的企业形象。 

采用现场接待日方式：2017年 4月 12日，即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发布后，

公司召开 2016 年度现场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接待日活动，总经理杨澄宇先生、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谢小磊先生针对经营情况、公司战略、现金分红、公司

提质增效  为股东和社会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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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下一步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广大投资者进行现场交流和沟

通，同时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日常，公司建立由上海证券交易所 E 互动网络平台、公司官方网站、投资

者关系专栏、官方微博等组成网络互动平台，采用网上“股票信息”、“公司公

告”、“公司治理”、“法律法规”和“投资者互动平台”的专栏，实时披露公司

经营信息动态，开通投资者热线，让所有投资者、分析师、媒体记者在同等条

件下公平地获取公司信息，实现与投资者多方互动的零距离沟通。 

 

规范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信息披露原则，确保真实、准确、及时、

完整的披露各类临时公告、定期报告，构建公司内外部合规的信息传递机制。 

2017年，公司内部除需董监高亲笔签署的会议材料外，利用 OA 系统设置内

部信息审核、传递机制，既保证信息留痕，更增加董监高审阅便利性；在董事

会、监事会等重大会议方式上，积极采用通讯、现场和通讯会议结合的方式，

通过电子化提升效率；在信息披露方面，掌握上证 E 互动平台和信息披露直通

车平台，妥善完成信息披露工作，公司年度信息披露公正、准确、及时、完整，

未出现一起公告更正。 

同时，公司进一步加强外部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采用舆情日常监控方式

关注市场相关信息和有关公司动态，避免内幕信息的泄漏或不实传闻的传播；

同时，密切关注证券市场波动，进一步完善危机公关的制度建设和组织保障。 

 

 

 

 

 

 

84 份 

临时公告 

4 份 

定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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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建引领  促进企业文化建设 

公司党委以党建为引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将党建、工建、团建

等工作融入公司中心工作，开展各类活动促进企业文化建设，丰富职工业余生

活。报告期内，公司还完成了对《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修订，明确

了党组织在公司的核心领导作用，将党建工作加入了公司《章程》。 

高温慰问送清凉 情系基层暖人心 

夏日炎炎，酷暑难耐，为了关心职工健康，消除高温生产的安全隐患，确

保公司各个生产各个环节正常运行，公司领导与工会等一行来到各下属子公司，

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职工，并亲自给一线职工送上慰问品和防暑用品，叮嘱

他们适逢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科学合理安排作息时间，确保身体健康。 

 

 

 

 

 

 

 

 

 

 

 

 

  热衷公益   奉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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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济困  奉献爱心 

2017 年，公司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举行以“扶贫济困、共奔小康”为

主题的“慈善一日捐”活动，提倡支持慈善事业，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乐

善好施，相互关爱、同舟共济的传统美德。捐款活动得到了公司领导及工作人

员的积极参与，大家慷慨解囊，奉献爱心。据统计，参加捐款共 677 人，募集

善款 18686 元。 

 

 

 

 

 

 

 

 

 

 

追忆党史   坚定信念 

为庆祝党的华诞，公司党委下属各党支部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以开展纪念

建党 96周年主题活动作为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有效载体，分别赴

江心屿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纪念馆等学习浙南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光辉历程、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学习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始终坚持

无私奉献，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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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志远   悦读阅心 

公司党委联同工会于共同发起的 2017 年度“读书节.好书分享会”活动，

该活动旨在以“读书节”为载体掀起员工读书的热潮，养成读好书、勤读书的

好习惯，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阅读分享者分别带来经典国学、文学名著、

经济史书、小说绘本等书籍并以他们的阅读视角、阅读诠释和阅读探究，给大

家带来一场耳目一新的阅读盛宴，他们既是阅享者又是朗读者，他们既分享好

书又分享快乐，他们在释放阅读情怀的同时也收获了阵阵掌声。与会人员在他

们的导读感染中沉浸书香，同醉经典，不亦说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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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作为社会

公民对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通过技术革新可首先减少生产活动各个环节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同时也可

以降低能耗，节约资源，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从而使产品价格更具竞争力。企

业还可通过公益事业与社区共同建设环保设施，以净化环境，保护社区及其他

公民的利益。这将有助于缓解城市尤其是工业企业集中的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

污染严重，人居环境恶化间的矛盾。 

坚持推行电子化办公理念，对办公用纸采用节约使用、重复使用、循环使

用的措施，减少纸张能耗。针对办公区域纸能消耗较大的打印机，采取默认双

面打印、单面打印废纸回收，提倡废纸再利用于草稿及发票粘贴。推广无纸化

办公等措施，以节约办公纸张消耗 

坚持在办公区域内全员推行节约用电，要求下班后关闭电脑主机、显示器、

打印机、饮水机、复印机、投影仪、私人加湿器、私人台灯等设备电源；办公

室空调温度限制在 26 度以上；通过在办公区域内张贴节约用电小贴士，在温馨

提示和潜移默化中传递、普及节约用电理念。 

在废弃物的管理上，设立废弃物定点回收，包含至少 5 种垃圾（不限于废

纸、玻璃、金属、硬纸板、塑料等可回收材料），回收处方便可达，便于使用，

尽最大能力减少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过去 2017年度，公司始终坚持遵循与社会道德价值观相符的企业伦理，以

履行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追求企业、社会及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宗旨，

努力实现和谐共赢目标。2018 年，公司将继续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做好经营管

理，合规运作，为股东创造价值，为员工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追求经济效

益的同时，也不忘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反馈社会，将经营活动建立在环境

保护的基础上，重视节能减排与技术创新，推动企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3月 9日 

倡导绿色办公  推行节能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