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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下梧桐树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引来金凤

凰凰””。。西宁凤凰投资开发有限西宁凤凰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在青海省委公司在青海省委、、西宁市委西宁市委、、城城

中区区委的大力支持下中区区委的大力支持下，，围绕围绕

““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建设

幸福西宁幸福西宁””这一总目标这一总目标，，坚持稳坚持稳

中求进总基调中求进总基调，，突出融资突出融资、、重大重大

项目建设项目建设、、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安全生安全生

产产、、经营管理等重点抓实抓细经营管理等重点抓实抓细

各项工作各项工作，，不断提高公司经济不断提高公司经济

效益和竞争力效益和竞争力，，为提升服务中为提升服务中

区城市建设区城市建设，，助力改善服务民助力改善服务民

生水平做出了贡献生水平做出了贡献。。

西宁凤凰投资开发有限公西宁凤凰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司（（城中区批准成立的国有独城中区批准成立的国有独

资公司资公司，，注册资金注册资金 10001000 万元万元））

结合城中区发展规划及重点项结合城中区发展规划及重点项

目推进情况目推进情况，，先后成立先后成立 55 个子个子

公司公司（（西宁宏津餐饮服务有限西宁宏津餐饮服务有限

公司公司、、西宁市城中区宏康颐养西宁市城中区宏康颐养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西宁水井西宁水井

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西宁水西宁水

井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井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西宁西宁

水井巷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水井巷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司、、西宁宏晰会计代理记账有西宁宏晰会计代理记账有

限公司限公司），），并与青海银行和青海并与青海银行和青海

开信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开信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

同设立西宁凤凰发展基金同设立西宁凤凰发展基金。。目目

前前，，公司下设办公室公司下设办公室、、财务部财务部、、

工程部工程部、、建筑垃圾运营部建筑垃圾运营部、、拆迁拆迁

办公室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农业农村部等 66 个职个职

能部门能部门，，经营范围涉及城市建经营范围涉及城市建

设项目开发和管理设项目开发和管理，，房地产综房地产综

合开发经营合开发经营，，城市道路工程城市道路工程、、绿绿

化工程化工程、、亮化工程施工亮化工程施工，，土地储土地储

备综合开发备综合开发，，棚户区改造棚户区改造，，房屋房屋

征收拆迁征收拆迁，，建设项目设计等建设项目设计等 2727

项经营权限项经营权限。。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承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承

““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诚信至上诚信至上、、和谐共和谐共

赢赢””的经营理念的经营理念，，坚持坚持““审慎经审慎经

营营、、风险可控风险可控、、安全第一安全第一、、稳健稳健

发展发展””的经营原则的经营原则，，锐意进取锐意进取，，

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的竞争力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的竞争力，，

力求为城中区经济发展提供更力求为城中区经济发展提供更

好服务好服务。。

凤凰飞舞幸福来
■本报记者 拉毛措

幸福食堂 情暖老人心

近年来，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

城中区空巢、高龄老人逐渐增多，解决就餐难

题、提升生活品质已成为老年人最关心的民

生大事。为深入推进城中区居家和社区养老

服务改革试点工作，积极探索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改革，根据城中区委、区政府安排，由

西宁凤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承接城中区爱老

幸福食堂中央厨房的建设运营工作。为抓紧

落实中央厨房建设进程，西宁凤凰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成立了西宁宏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具体负责城中区爱老幸福食堂中央厨房的建

设运营管理工作，2019 年 6 月 18 日，城中区

爱老幸福食堂中央厨房正式启动运营。

城中区爱老幸福食堂中央厨房位于逯家

寨 54号，建筑面积约 1500平方米，设置验货、

分拣、粗加工、切配、烹饪、面点、检测室等 10
大功能区，配备的热风循环高温消毒柜、餐具

清洗烘干线、洗箱线及静音灶等 37种餐厨设

备 均 符 合 国 家 质 量 标 准 ，并 具 备 ISO9001:
2008、ISO9001:2015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从根源上保证食品安全。配送规模每

日可达 6000 人，配送范围覆盖全区 29 个社

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城中区爱老幸

福食堂中央厨房已向辖区 29 个社区用餐老

人、环卫工人等共计配餐 176065 份，其中为

老人提供助餐配餐服务 132873份，老年人日

就餐人数最高峰达 1281人，平均每日提供服

务 956人次。城中区爱老幸福食堂中央厨房

自运营以来，共收到辖区老年人表扬信 134
封、锦旗 8 面。共接待参观 33 次，参观人数

715 人，受到辖区老年人及社会各界的高度

评价。

城中区爱老幸福食堂中央厨房在日常运

营管理过程中，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强化主体

责任，保证食品安全，被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评为“绿色餐厅”。今后，城中区爱老幸福

食堂中央厨房将充分发挥配送平台的核心与

辐射作用，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原

则，逐步实现助餐服务的专业化、规模化，提

高养老助餐服务质量和效率，成为政府“构建

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的重

要载体和有力抓手。城中区爱老幸福食堂中

央厨房老年助餐送餐配餐工程，不仅体现的

是一份社会责任，为老人送上的也不仅仅是

一份“热乎饭”的情怀，更是对“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的传承。

颐养服务 搭建群众“连心桥”

为顺应社会老龄化发展趋势的需要，更

好地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解决

老年人的生活困难、提高他们生活水平与质

量。西宁凤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了宏康

颐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于 2019 年 5 月正式

运营，中心本着“为社区老人服务，为繁忙儿

女分忧，做奉献的使者”的服务宗旨，积极发

挥 29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作用，组建

居家养老服务领导小组，配备专兼职服务人

员及社工、康复师、志愿者共 96名，有效提升

了社区养老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满足了老

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城中区 6945 名享受政府购

买服务项目的老人提供服务，为老年人提供

居家服务共计 7351 人次，其中，60 岁以上四

类老人服务 3014 人次，80 岁以上老人服务

4337人次。

同时，为深入城中区 29个社区的老年人

提供触手可及，温暖直达的服务。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29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共接待

服务老年人 1335100 人次，与社区合作举办

各项活动共 110 余次，有效解决了老年人及

困难家庭的后顾之忧，为促进家庭、社区和社

会和谐做出了贡献。

水井巷改造 打造旅游消费新热点

为奋力推进省委省政府“一优两高”战略

部署、奋力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开创新时

代幸福西宁中区篇章新局面，根据西宁市政

府“将水井巷市场打造成为具有悠久历史传

承和文化记忆的现代化商业美食街区”的目

标，西宁凤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严格按照西

宁市委市政府要求，全力推进水井巷商业文

化旅游街区改造项目建设进程。

该项目总占地约 2.67 公顷，主要对水井

巷市场、人民街书画古玩城、聋哑人学校及周

边部分住宅楼升级改造，项目建设内容包括

多元文化展示部分、餐饮零售部分、特色旅游

部分及美食庭院为主的商业街区部分，规划

总建筑面积约 39519.74 平方米，项目将于

2020 年 4 月底动工，2022 年底全面建成并投

入运营，预计建成后将有效辐射周边经济发

展，成为西宁市新的旅游消费热点。

建筑垃圾集中倾倒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为防止建筑垃圾的随意倾倒对人居环境、

土壤、河道水质造成的污染，根据西宁市政府

关于全市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建设工作的相

关要求，由西宁凤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实

施城中区总寨镇西大沟建筑垃圾集中倾倒项

目。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西大沟垃圾消纳场

总用地面积为 29.86公顷，可填埋面积为 27.70
公顷，设计总库容约 1050万立方米，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西大沟垃圾场共计拉运车次

54949车，垃圾倾倒量约72万立方米。

同时，西宁凤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计划

2020年对享堂沟四座淤地坝消坝，消坝后改

建为享堂沟建筑垃圾消纳场，该项目占地面

积约 33.33公顷，建成后将进一步保证城中区

及周边区域内拆迁的建筑垃圾的及时清运，

确保省市重点项目的实施。

棚户区改造 改善群众住房条件

为切实加快解决中低收入群众的住房困

难，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活环境，共享改革

发展成果，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增强人民群

众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根据城中区委区政府

的相关会议精神，由西宁市城中区建设局委

托西宁凤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对国道 227线

（城中段）经过的南酉山村、红光村、水磨村、

逯家寨村、新庄村、泉尔湾村、杜家村、清水河

村、清河村九个村进行房屋及附属物征拆工

作中的实施委托评估、发放被征拆人的征拆

补偿款、组织实施拆除及征拆后勤保障工作

等相关事项，2019 年已审核并发放 494 户征

拆补偿款，共计完成支付被征拆户 108 套安

置房款。下一步，西宁凤凰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也将切实做好这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不

断优化城中区城市环境，改善城中区群众居

住条件、补上发展短板、扩大有效需求。

香水书院 提升城市文化内涵

为进一步完善城中区普惠性公共文化服

务设施水平，提高市民群众精神文化素质，全

面提升城区文化软实力，西宁凤凰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计划在香水泉遗址打造一家装修风

格独特、产品类型丰富、体验式消费多元，集

公益性和营利性项目于一体，具有浓郁历史

人文特色的新型书店。

香水泉遗址毗邻省委、省人大、省社科院

等重要单位所在地，交通便利，同时也处于城

中区居民聚集的核心地带。通过将占地 5053
平方米的香水泉遗址打造划分出休闲阅读区、

文创古籍区等功能区域并装修改造，依托香水

泉的古老建筑和古色古香的怀旧情怀，以爱书

文艺青年、年轻社会群体、文人墨客为主要服

务对象，将书籍、国学、书法和文创等多元文化

聚集在一起，打造出一个复合型概念文化体验

场所，使香水泉遗址成为城中区独特的文化艺

术性地标和市民文化休闲中心。

花卉苗木基地 助力绿色城市建设

城中区花卉苗木基地于 2018年 5月由凤

凰公司负责运营管理，该基地总占地面积

28.55公顷，设有办公区、花卉市场、中小学实

践教育基地、盆景园、苗木培育田区、中央厨

房等功能区，城南苗圃内现有青海云杉、美国

薄荷、北美海棠、华北珍珠梅等苗木共计 82
种 171443株。该基地自凤凰运营管理以来，

有效利用城中区花卉苗木基地良好的产业基

础和条件，深入推进城南苗圃转型发展，转变

思路，盘活资产，扩大招商范围，坚持以市场

为导向，优化业务布局，经营范围由原来单一

的花卉销售扩大至花鸟鱼虫一体的销售，并

发挥城南苗圃苗木生产、示范、带动的功能，

向青海省博物馆等多家单位出售荆芥、连翘

等苗木。同时基地利用闲置资源，打造了“城

中区中小学实践教育基地”，向区属 13 所中

小学租赁 1.46 公顷土地种植农作物，让学生

们切实感受到春种秋收的实际体验。通过 1
年多的经营管理，在不断提升城中区花卉苗

木基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为人

们提供了一处集观赏性、商业性、知识性于一

体的休闲区，也为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做

出了应有的贡献。

农业示范园 保障民生“菜篮子”

总寨塬设施农业示范园区位于城中区总

寨镇总南村，园区总占地面积为 288.536 公

顷，2019年 10月 24日，城中区总寨塬设施农

业示范园区管理职能移交至西宁凤凰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管理经营。自接手经营以来，西

宁凤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便着手进行园区内

部旧棚改造、招商引资、优化环境等相关工

作，2020年，西宁凤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将加

大强化观光休闲功能，使农业示范园向休闲

农业发展，即农业生产、农业生活、生态环境

三者合为一体的旅游休闲开发，并以农业生

产为基础，形成集科普、生产、销售、加工、观

赏、娱乐、度假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园区，

成为休闲农业的一种新型农业形态，预计未

来将成为契合城市市民在乡村休闲的重要空

间载体。

本版图片由西宁凤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