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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动 态 
2017－19（总第 54 期） 

 
上海市浙江商会秘书处     2017年 11月 15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重要信息 ■ 

▲ 11 月 3日，闵行区政府与上海市浙江商会战略合作签约活动

顺利举行。闵行区委书记朱芝松，区委副书记、区长倪耀明，副区长

吴斌，上海市浙江商会会长郭广昌，监事长应裕乔，执行副会长杨国

平、陈君明、林振、吴敏、袁国良，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吴仲春等出

席。会上，吴斌和杨国平分别代表闵行区政府与商会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朱芝松、倪耀明、郭广昌、应裕乔上台见证。朱芝松详细介绍闵

行区区情和投资环境，表示希望浙商在未来事业发展中规模更大、实

力更强。倪耀明提出，希望浙商企业家把握机遇，实现共享资源、共

同发展的双赢局面。吴斌表示,会为企业家在闵行发展壮大做好一切

服务工作。郭广昌表示，浙商希望能在闵行找到更多投资机会蓬勃发

展，同时让闵行成为“文化高地、科技高地”。杨国平等就闵行区天

然气供应、交通建设、旧城改造和教育等方面提出若干建议。商会轮

值会长单位、均瑶集团副总裁张维华提到，超 i-Shanghai 将提升闵

行信息基础服务能级，将在商会的协助下把这件事做好。副会长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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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方加亮、陈必寿、竺国领在发言中表示，会坚守本心，做大做强，

为闵行区多做贡献。 

▲ 11 月 3 日，上海市浙江商会召开学习十九大精神座谈会。会

长郭广昌，监事长应裕乔，执行副会长杨国平、陈君明、林振、吴敏、

袁国良，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吴仲春等近 80 人出席。杨国平主持会

议。吴仲春表示，商会专门组织这次座谈，并学习和重温李强同志对

在沪浙商历次讲话，是为继续弘扬浙商精神，为创造美好生活做出贡

献。杨国平指出，在沪浙商应抓住长三角经济带建设等战略机遇，助

力打造“全国的上海、世界的上海”。林振表示，十九大的召开更坚

定了我们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信心，一个强大的领导班子势必能带领未

来经济各方面发展。副会长方加亮、李绥、杜军红、祝健、徐建标等

分别做交流发言，表示将持续不断坚持价值创造，实践企业家精神。

郭广昌指出，在沪浙商要坚持在上海的发展，要反哺浙江多做贡献，

我们要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践行者，做人民美好

生活的创造者。 

▲ 11 月 10 日，浙江省省委、省政府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

省委副书记、省长袁家军主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车俊出

席并讲话，强调民营经济兴则浙江兴，民营经济强则浙江强，新时代

呼唤新时代浙商精神，广大民营企业家要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肩负起新使命，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上海市浙江商会会长郭广昌、上海市浙江青年人

才联合会主席鲁伟鼎等民营企业家代表出席并发言。郭广昌交流三点

对新时代浙江的思考：要推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建设；应当更高层次

地融入全球经济；科技引领产业发展，注重产品力。鲁伟鼎作题为《幸

福的新时代 创新的新创作》的发言，表示万向要围绕清洁能源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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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瞄准和创造国际先进标准，提高发展水平和质量。 

▲ 11 月 15日-16日，第三届楚商大会在武汉召开。上海市浙江

商会轮值会长王均金，执行副会长张国标、厉育平、林振，党委副书

记、秘书长吴仲春，副会长李绥、叶锦寨、祝健等一行应邀参会。15

日下午，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蒋超良，省委副书记、人

民政府省长王晓东，省政协主席张昌尔，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市委书

记陈一新等专门会见商会代表团一行。16 日上午，以“汇聚楚商力

量，共促支点建设”为主题的第三届楚商大会在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

心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在开幕式上讲话。

开幕式后，举办了“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与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

主旨论坛。在“楚商与浙商对话”环节，围绕着楚商与浙商群体的品

格与形象、商帮文化和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等话题展开对话。楚商联合

会会长、上海市浙江商会荣誉顾问陈东升，武汉市工商联主席阎志，

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汪潮涌，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CEO陈少杰等楚商代表；王建沂、王均金、张国标等浙商代

表参加对话。双方表示要携手打造伟大企业，要用中国资本投到世界

级企业中去，并热议新时代新作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

要在全球提高中国复兴的影响力。 

 

■ 商会动态 ■  

▲ 11 月 2日，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党委书记赵义怀一行来商

会调研座谈。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总经济师、体改所所长赵宇刚，

副所长杨宏伟陪同。商会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吴仲春，常务副秘书长

陈丽群，副秘书长张靖接待并座谈。赵宇刚表示，希望通过此次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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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年的经济预判提供依据。赵义怀指出，上海浙商群体非常具有代

表性，充分了解民营企业发展情况，对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吴仲春汇报商会情况，着重介绍浙江民营企业在上海

的发展历程，表示希望政府能统筹明晰区域产业发展的定位，更好地

留住企业、留住人才。 

▲ 11 月 2日上午，克拉玛依市委副书记、上海援克总指挥姜冬

冬带队来商会交流座谈。商会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吴仲春热情接待。

克拉玛依市上海联络处办公室主任王志杰、接待科科长吴忠东，富春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务经理郝志鹏，昆仑天玺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助理

总经理张松亮，商会副秘书长雷坤等参加座谈。姜冬冬详细介绍克拉

玛依城市转型发展情况，并邀请商会组织考察，力促两地企业形成合

作，优势互补、互利双赢。吴仲春介绍商会概况，并表示商会会进一

步巩固双方关系，希望浙商企业与克拉玛依合作，从克拉玛依走向中

亚、西亚乃至欧洲。王志杰介绍克拉玛依概况。徐小钧介绍克拉玛依

市上海商会概况。 

▲ 11 月 2 日下午，2017 上海奉贤产业发展推进大会隆重举行。

奉贤区副区长顾佾主持。会上，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陶小年和奉

贤区委副书记、区长华源为“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揭牌；举行上海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与奉贤区人民政府全面推进区域特色产业发

展战略合作协议等 10项签约；项目投资额达 43亿元；聘任商会党委

副书记、秘书长吴仲春等 12位奉贤区亲商大使。 

▲ 11 月 6日，商会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吴仲春带队拜访华董中

国。商会副会长董希北表示，将进一步调整市场定位和发展规划，传

达高品质的生活理念。吴仲春表示，华董中国形成了独特的成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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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规范有效的发展之路，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相信未来定能持续构筑

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企业集团。 

▲ 11 月 7日，商会副秘书长、女企业家联谊会秘书长张靖带队

走访中侨学院。女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严红娟带领参观实训基地，介

绍企业办学理念，并重点商讨“走进中侨学院”学习考察活动安排。

张靖表示，中侨学院培养 “职业人”，对解决“用工荒”和“就业难”

的矛盾发挥了积极作用。 

▲ 11 月 8 日，商会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吴仲春带队拜访龙旗控

股。商会副会长杜军红讲述企业成长史，并表示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指明了发展方向。吴仲春表示，龙旗控股坚持产融

结合、自主创新，是“科技浙商”中的典范和佼佼者。 

▲ 11月 8日，商会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吴仲春一行走访磁金融。

商会副会长严强介绍磁金融概况，并分享两年多来二次创业的心路历

程。吴仲春指出，磁金融深耕小微企业、创新拓展模式，这种探索有

利于助推小微企业的发展，相信未来必定再创佳绩。 

▲ 11 月 8日下午，新华医院举行公益慈善展暨公益慈善墙揭幕

仪式。上海市卫计委、交大医学院、社团登记机关的领导和社会各界

慈善人士和慈善单位代表出席。新华医院院长、医委会主任孙锟等为

慈善墙揭幕。晚上，“臻善于心、汇善于行”2017-2018 新华公益慈

善展演活动举行。商会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吴仲春，副秘书长、医委

会秘书长金兴荣等出席。吴仲春代表商会向新华医院捐献 50 万元善

款，主要用于新华医院和哈佛医学院联合开办的全球儿科医生领导力

培养和“心动行动”先天性心脏病救助两个项目。 

▲ 11 月 14 日上午，商会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吴仲春一行赴浙

商总会汇报工作。常务副秘书长陈丽群等参加汇报。浙商总会党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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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秘书长郑宇民热情接待，并听取 2017 年世界浙商上海论坛暨上

海市浙江商会年会方案的详细汇报，提出指导性意见：论坛要创新、

立意更高远；主题要突出，落脚点要深远；主旨演讲不仅要接地气，

还要国际化。郑宇民表示，总会和上海的商会休戚相关、唇齿相依，

将责无旁贷地给予活动支持。 

▲ 11 月 14 日下午，商会女企业家联谊会秘书长张靖带队走访

新昌鹏英茶叶有限公司。女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张鹏英分享创业故事

与企业经营之道。张靖表示，商会将提供平台，让会员单位有更多机

会展示自己，并促进茶文化产业发展。 

▲ 11 月 14 日，乌克兰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副部长米克尔斯卡娅

（Nataliya Mykolska）一行来访。乌克兰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

权大使焦明·奥列格（Oleg Dyomin）、乌克兰驻上海总领事罗鹏

（Dmytro Ponomarenko）等政府代表携乌克兰农食品相关企业 20 余

家来访。商会执行副会长罗欣，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吴仲春及执行副

会长单位、华辰隆德丰企业集团总裁李承洁等商会相关企业家代表热

情接待并座谈。座谈会上，吴仲春介绍商会基本情况。罗欣指出希望

能进一步促进浙商和乌克兰企业的互利合作、共赢发展。米克尔斯卡

娅详细介绍乌克兰相关情况，表示欢迎浙商前往乌克兰投资兴业，携

手促进共同发展。焦明·奥列格表示希望更好地推介乌克兰优质农食

品，促进提升双边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乌克兰企业代表重点推

介葵花籽油、奶制品等乌克兰农食品。15 日，乌克兰政企代表团一

行参观华辰优安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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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扫描 ■ 

▲ 11 月 1日，斯凯孚与凯泉泵业商标合作签约仪式举行。凯泉

泵业成为全球第一家允许在设备上使用 SKF Equippde 商标的企业。

凯泉泵业董事长林凯文出席签约仪式。 

▲ 11 月 2 日，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荣获 CNBC 颁发的“第十

六届亚洲年度商业领袖终身成就奖”。此奖项表彰郭广昌在全球商业

经济发展、积极回馈社会，推动全球社会进步上所作出的贡献。此前

的得奖者包括：柳传志、谢国民、柳井正以及 Ratan N Tata。 

▲ 11 月 5 日-6 日，由国际质量研究院院士邓绩率队的“中国质

量奖”评审组莅临万丰航空小镇实地考察。评审组对通航产业基地、

智慧工厂、镁合金压铸基地、野马特训营等方面开展现场评审。万丰

集团董事局主席陈爱莲表示，万丰将以这次争创活动为契机，推进企

业质量管理勇攀高峰。 

▲ 11 月 6 日，现任德国国家科学和工程院院长、德国工业 4.0

之父孔翰宁与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在复星总部对话。孔翰宁表示，

所有的工业技术最终回到生物科技、回到人本身。郭广昌介绍复星在

生物科技方面的布局和“C2M”概念。双方表示希望在技术与工业领

域会有更多交流与合作，共同为全球用户服务。 

▲ 11 月 8 日，绍兴市人大代表新昌中心组视察万丰航空小镇。

视察组一行实地察看万丰人民武装展厅、航空展厅、科技博物馆及智

慧工厂，试坐 ALTO 轻型运动飞机，听取万丰集团董事局陈爱莲对航

空小镇建设、万丰“十三五”发展战略及通航产业发展的介绍，以及

新昌县工业园区主要负责人对有关工作情况的介绍。代表们对万丰航

空小镇各项目建设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并建言献策。 

▲ 11 月 8日，2017 中国产业园区大会圆满落幕。星月投资荣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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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中国产业园区运营商”称号，并荣登“最具影响力产业

园区运营商”榜首。其旗下陆家嘴创业街区荣获“2017 年度中国产

业园区优秀项目”奖。 

▲ 11 月 9 日,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出席中美企业家对话会，

并与 GE 签订价值 14 亿美元的订单。均瑶集团旗下吉祥航空为其新的

10 架波音 787-9 机队订购 GEnx 发动机。同时签署一项为期 15 年的

TrueChoiceTM 飞行小时协议，GE 航空集团将为该批 GEnx-1B 发动机

提供维护、修理及大修服务。王均金表示，相信 GEnx 发动机将会继

续帮助在新扩展的国际航线上盈利。 

▲ 11 月 9 日，国际知名奢侈品牌 BUCCELLATI 的中国首家精品

店在上海恒隆广场揭幕。意大利驻沪总领事,中国经贸界、中国黄金

协会、上海钻石交易所，以及国内相关商业协会的领导和代表出席活

动。刚泰集团董事长、布契拉提公司董事长徐建刚出席并致辞。在新

闻发布会上，刚泰集团提出了详尽的投资计划，用于推动 BUCCELLATI

在全球业务的扩张。 

▲ 11 月 9 日，全筑股份“新时代建筑设计行业的机遇和挑战”

论坛暨全筑设计集团成立庆典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

设计大师、华建集团资深总建筑师魏敦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

院长李振宇，上海装饰装修行业协会秘书长刘勇等设计泰斗、行业精

英、合作院校及行业协会代表出席活动。论坛上，对专业的跨界与融

合、建筑师负责制等方面进行探讨。全筑股份设计集团正式成立，将

构建完整的设计产业链，进一步完善全筑股份全产业链战略。 

▲ 11 月 9日，上海东方职业健身交流大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

行。在“金狮奖”颁奖盛典上，一兆韦德一举斩获 3项行业权威荣誉

奖项，其中包括 2017 年度最具影响力健身品牌、健身俱乐部十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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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奖。此次盛典由上海市体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主办，北京型动体

育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 11 月 11 日，上海市邮政管理局局长夏颐一行莅临申通快递

上海转运中心视察指导。上海市快递行业协会秘书长高镇海等陪同。

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德军热情接待。夏颐详细了解了公司“双

十一”整体运营情况，要求继续做好后续保障工作，以提质增效为目

标，将申通快递品牌做大做强。 

▲ 11 月 13 日，中梁集团与中信信托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信

信托将围绕中梁集团的地产主业，为中梁未来长期的战略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融资保障。中梁集团董事长杨剑出席并见证签约。会谈中，杨

剑介绍企业发展方针、发展模式和融资体系等情况。 

▲ 近日，盛景工业互联网主管合伙人袁子、咨询合伙人李继祎

莅临上上德盛集团工厂实地考察。上上德盛集团董事长季学文和总裁

严冬云分享上上新工厂的实际建设经验、现状以及未来的再优化方向。 

 

■ 其他商会动态 ■ 

▲ 10 月 28 日，全国异地乐清商会第九次年会暨乐清市上海商

会二届四次会员大会隆重召开。乐清市委副书记、市长方晖，副市长

范晓东等出席。方晖表示希望在外乐商积极参与家乡建设，促进乐清

经济与乐清人经济融合发展。下午，以“携手共进，再创辉煌”为主

题的乐清市上海商会二届四次年会召开。方晖发表讲话，表示希望乐

清上海商会再上新台阶，再做新贡献。乐清上海商会会长张胜飞回顾

一年来商会的各项工作成果。大会期间，上海市委党校教授陈勇鸣作

主题为《科技创新与民企转型》的讲座；举行了 2017 年新增执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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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单位授牌仪式和乐清上海商会“妇女联合会”

及“青年联合会”成立授牌仪式。 

 

■ 参考信息 ■ 

▲ 郑永刚：新时代的青年一定大有可为 

11月 10日，上海市浙江商会名誉会长、杉杉控股董事局主席郑

永刚出席第十届中国长三角青商论坛，并做题为“新时代、新杉杉、

新传承”的主旨演讲，与新一代青年企业家分享创业多年的切身经验。 

以下是主旨演讲的文字记录： 

我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十九大以后是中国经济发展 39 年后

政治、社会、经济越来越稳定的时代。一个稳定的国家，一个稳定的

经济环境对企业家来讲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个时代，

感恩这个时代！ 

对于杉杉而言，我们通过转型升级融入了新的时代。我们的主业

从服装业开始转型到锂离子电池、正极、负极、电解液，经历三次转

型，也是三次机遇，到如今成为全球锂电池材料龙头企业。 

目前中国缺什么？中国缺企业家。所以青年一代一定要超越我们，

要在新的时代，新的起点上成为全球最强的一批企业家。我把自己多

年来经营企业当中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各位青年企业家，总结起来有以

下几点： 

一定要有转型和升级的意识，认识到企业产品的生命周期性。一

般来讲，中国企业的生命周期是 5—8 年，做一个周期基本上就差不

多了，所以企业家是悲惨的，等它周期最高峰的时候你也是脸上最有

光的时候，等它的周期下去以后你也自然就下去了，如果把企业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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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自己的孩子，那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跟我一起 32 年前做企业的

企业家，目前所剩已经寥寥无几，大部分是被淘汰了，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周期。所以在周期内一定要有转型和升级的理念和思路，如果没

有这样的思路，就难以逃脱随周期兴衰的命运。 

转型要有自己的内在源动力，不要让别人推动你，要自己去感受。

我希望年轻人自己一定要有对市场，对消费者的一种感受。过去的经

济是地方政府为主导，未来是以企业为主导，杉杉品牌之所以能够快

速成长，它的核心就是有面对消费者的一种内生动力。 

民营企业机制比较灵活，需要不断思考，做新的技术。智能化也

好，未来新科技产业也好，培养一个产业，一个行业不是一两年的事，

咱们企业家还是要坚持，要有这样的一个耐心。青年企业家要去研究

一个非常有未来有前景的产业，往深里做，才会有前景。 

企业家要简单，不能复杂化。我一直讲不但要有思路，还要简单，

因为绕来绕去成本非常高，头脑一定要清晰，语言能力一定要强，用

一个字能说清楚就不说一句话，一句话能说清楚千万不要讲一段。逻

辑清晰，直奔主题，这就是企业家降低成本，形成竞争力的一个非常

有力的因素。 

企业机制至关重要。过去我当国有厂长的时候，是厂长和工人之

间的关系，转制以后就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但是现在企业里都是合

伙人制，没有谁给谁打工的概念，要让全员、特别是让高管和技术人

员成为公司的股东，要用共享、分享的时代机制，来保证企业旺盛的

竞争力。 

重视制度管理，企业的内控制度，包括审计、财务制度建设都必

不可少。企业来不得半点虚假，所有事情都要公开透明，否则很难成

为大企业。这里藏一块那里掖一块，到最后企业就很难有竞争力，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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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好看的越是要展现出来，这样才可以改变。 

十九大以后，中国会有更好的时代机遇。我们现在赶上一个好时

代，是 30 多年来的一个鼎盛时期，产业扎实，资本市场健康，未来

培育的产业有序发展。中国的强国梦最终一定要强经济，经济发展的

目标需要青年企业家去实现，青年企业家一定要心怀家国天下，一定

要务实，将来一定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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