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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动 态 
2018－22（总第 79 期） 

 
上海市浙江商会秘书处     2018年 11月 30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重要信息 ■ 

▲ 11 月 29 日，上海市浙江商会换届领导小组会议在外滩金

融中心顺利举行。浙江省在沪单位党委书记、省驻沪办副主任徐

建刚，商会会长郭广昌，名誉会长周成建，党委书记陈爱莲，轮

值会长、金融服务委员会主任王均金，轮值会长、法律委员会主

任杨国平，监事长应裕乔，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吴仲春，省驻沪

办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凌学毅，复星集团党委书记、复星国际

高级副总裁李海峰，复星集团党委副书记、复星国际总裁高级助

理祝文魁，均瑶集团董事长助理蔡欣荣等参加会议。吴仲春在会

上汇报 2018 世界浙商上海论坛暨商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方案

及会员代表大会相关事宜。郭广昌指出“商会最重要是传递正能

量，向社会树立浙商的正面形象”。周成建、陈爱莲、王均金、杨

国平、应裕乔等分别就各项议题给出建议。徐建刚指出商会工作

要强调政治引领功能，同时加强规范性建设。 

▲ 11 月 20 日下午，浙江省驻沪办党组书记、主任陈东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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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来商会调研座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朱

绍平，省在沪单位党委书记、驻沪办副主任徐建刚、党组成员、

办公室主任凌学毅陪同调研。商会监事长应裕乔，党委副书记、

秘书长吴仲春等热情接待。陈东凌指出省驻沪办与商会要共同服

务在沪浙商、推进浙商回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 11 月 30 日，上海市司法局一行来商会调研座谈。市司法

局党委书记、局长陆卫东，上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潘书鸿，市司

法局大调研办负责人张承斌、法制处处长叶林，商会轮值会长、

法律委员会主任杨国平，执行副会长朱永兴、林振、吴敏、罗欣，

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吴仲春，副会长张若飞、冯希蒙、金一鸣、

林镥海、王萍等参加座谈。杨国平表示，商会重视法律平台建设，

为浙商企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坚强的后盾。吴仲春介绍商会法律

委员会和法律援助律师团为企业提供专业支持与服务。罗欣、张

若飞、冯希蒙、王萍分别对法治优化营商环境提出意见和建议。

陆卫东表示将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 商会动态 ■  

▲ 11 月 16 日，商会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吴仲春带队拜访上

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青浦区工商联主席、商会副会长、

上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池学聪热情接待并座谈。

商会副秘书长赵思宇、张靖、顾国强等陪同走访。池学聪介绍集

团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 

▲ 11 月 16 日下午，商会副会长、女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

长王萍一行拜访三盛宏业。女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宓苏佳，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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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联谊会秘书长张靖参加。联谊会常务副会长、三盛宏

业执行董事长陈亚维热情接待并分享近年来企业发展情况。三盛

宏业总裁助理陈实介绍颐景园物业概况。 

▲ 11 月 23 日，商会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吴仲春带队赴德汇

集团有限公司座谈交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新疆

浙江商会创办人、名誉会长、德汇集团董事长钱金耐热情接待，

副秘书长张靖、顾国强、段寅燕等陪同走访。钱金耐介绍企业发

展情况。吴仲春介绍商会基本情况并热忱欢迎德汇加入商会。 

▲ 11 月 27 日下午，商会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吴仲春带队赴

爱仕达智能谷园区考察。爱仕达董事长陈合林陪同参观并座谈交

流，介绍企业使命和发展概况。商会副秘书长顾国强、张靖等参

加座谈。吴仲春祝贺陈合林当选新一届烹饪器具分会理事长。 

 

■ 会员扫描 ■ 

▲ 11月 13日，“开发性金融支持东西部扶贫协作-浙江在行动”

活动在杭州召开。中天控股集团与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签订扶贫

专项合作协议。 

▲ 11 月 16日，2018 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大会于北京

中国科技会堂开幕。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院长周嘉当选为中

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心胸外科专委会主任委员。 

▲ 11 月 16 日，海南省党政代表团一行调研上海和睦家新城医

院。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海南省委副书记、省

长沈晓明率队调研，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陪同。复星国际董事

长郭广昌及和睦家医疗创始人、CEO李碧菁接待并陪同调研医院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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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和运营情况。 

▲ 11 月 17 日，“2018 中国股权投资高峰论坛暨第二届中国股

权投资金牛奖颁奖典礼”举行。活动由中国财富传媒集团指导，中国

证券报、中国财富研究院联合主办。景林股权投资喜获“三年期金牛

私募股权投资持续优胜机构”和“金牛医疗健康投资领域机构”奖项。

景林股权投资合伙人袁春荣膺“金牛股权投资精英奖”。 

▲ 11 月 19日，上海华滋奔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全资控

股子公司华滋国际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在香港成功上市。华滋奔腾

控股集团副董事长、华滋国际海洋执行董事长王秀春致辞。 

▲ 11 月 19 日，中通学院奠基开工仪式在浙江桐庐举行。桐庐

县委书记朱华出席仪式并宣布开工，中通快递集团董事长赖梅松致辞。

中通学院一期项目中通云谷将建成一个集产业基金、健康管理、智能

研发和快递物流大数据中心为一体的综合型产业大平台。 

▲ 11 月 20 日下午，上海市交通委主任谢峰一行调研大众交

通集团。市交通委副主任杨小溪等参加。调研座谈会上，大众交

通董事长杨国平介绍进博会期间大众交通保障服务。会前，调研

团一行参观大众出行司机之家。 

▲ 11 月 20 日，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混改项目正式举行

签约仪式。天津市国资委党委副书记周惠军，副主任赵鹏，副巡视员

刘树昌，泰达控股党委书记、董事长张秉军等出席。签约仪式由北方

信托总经理包立杰主持。 

▲ 11 月 21 日，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与副市长吴清等领

导走访调研均瑶集团等部分民营企业。应勇指出，民营经济是促进上

海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上海积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战略性新

兴产业。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青企协会长、均瑶集团总裁王均豪



5 

 

汇报均瑶集团五大业务板块发展情况。 

▲ 11 月 21 日，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莅

临上海洛安集团总部交流指导。洛安集团董事长甄清标，洛安集团总

裁甄清波热情接待。会上，甄清标介绍公司发展历程、发展成果和最

新情况。周汉民表示上海洛安为各地的民生建设做出的贡献值得肯定。 

▲ 11月 22日，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 CEO圆桌会议在上海举办。

均瑶集团总裁王均豪应邀出席并代表中国民营企业家致辞，倡议节约

资源、减少碳排放，提出“人退一步，科技进一步”的理念。 

▲ 11 月 22 日，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民营企业座谈会在国家交通

运输部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杨传堂，部长李

小鹏、副部长刘小明等领导出席会议。二十家来自全国各地的民营企

业受邀参加。大众交通集团董事长杨国平出席并做交流发言，呼吁各

级交通主管部门和企业合力营造一个公平、法治的交通环境。 

▲ 11 月 22 日下午，浦东新区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金梅一

行莅临上海华辰隆德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走访调研。浦东新区区

委统战部副部长、区工商联党组书记姚琼等参加。上海华辰隆德

丰企业集团董事长朱永兴陪同调研。在座谈会上，朱永兴汇报企

业发展近况。金梅表示将及时跟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与意见建议并争取给予帮助。 

▲ 11 月 22日，在由《金融界》主办的 2018“金智奖”上市公

司价值评选颁奖盛典上，欧普照明被授予“2018 年度最具长期投资

价值上市公司”殊荣。 

▲ 11 月 23 日，全国工商联第十二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扶

贫工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举行。均瑶集

团向百色市捐赠教育扶贫资金 1200万元，计划在 2019年-2020年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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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选派 500名乡村教师以及百名中学校长至外地培训。全国工商联

主席高云龙等领导见证捐赠仪式。 

▲ 11月 24日，阿联酋安瓦德王子一行莅临保集集团考察访问。

保集集团董事长裘东方和安瓦德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双方将在境外

发债、石油贸易、基金设立、海外优质资产并购等方面开展合作。 

▲ 11 月 25日，2018 年上海市优秀青年企业家评选终审会在上

海戏剧学院端钧剧场举行。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吴锦华，

上海八号桥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CEO鲍颖入选 20强并获得“提

名奖”。本次评选暨表彰活动由上海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市企业联合

会、市企业家协会共同举办。 

▲ 11 月 27 日上午，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委副书

记、区长杭迎伟一行走访调研均瑶集团。浦东新区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金梅，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刘宇青，区工商联党组书记姚琼等有

关人员陪同。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热情接待并介绍集团经营情况。 

▲ 11 月 27 日，第 28 届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大会在意大

利东北部城市里雅斯特召开。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浙江医疗人才

智库委员会联席主任、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黄

荷凤当选 2019年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 11 月 28 日，万丰集团与杭州银行银企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

杭州举行。万丰集团董事局主席陈爱莲，杭州银行董事长陈震山、行

长宋剑斌、绍兴分行行长徐越等出席签约仪式。根据合作协议，杭州

银行将为万丰提供 10亿元的综合授信。 

▲ 11 月 29 日，第十三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国际研讨会与新

技术设备博览会在重庆开幕。凯泉泵业集团董事长林凯文做《智

慧凯泉——三大智慧功能在水务中的应用》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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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0 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刘晓云一

行赴鲁班软件调研。杨浦区委书记李跃旗，区委副书记、区长谢坚钢，

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任湧飞，杨浦科创集团董事长官远发等参

加。鲁班软件董事长杨宝明陪同调研并介绍鲁班软件的发展历程、技

术研发进展与未来规划。 

▲ 近日，目前国内首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线运行速度最快

的超高速交叉带分拣系统，在申通快递杭州南星桥公司正式对外亮相。 

▲ 近日，2018“华仁杯”最具领导力中国医院院长评选揭晓。

上海市浙江医疗人才智库委员会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

医院院长孙锟荣膺卓越贡献奖。 

▲ 近日，张小泉引进一台刀具开刃机器人设备，经调试现已正

式上线。张小泉成为全国刀剪行业首家应用机器人的企业。 

 

■ 党建园地 ■ 

▲ 近日，商会党委组织所属党组织和党建联席会成员单位开展

“看两岸变化，为上海加油——党员滨江健步走活动”。来自上海美

特斯邦威服饰党委、富春控股集团党委、远洲集团党委、丰收日集团

党支部等 17 家单位党组织的 123 名党员参与了本次活动，从五峰书

院的望江驿 1号到东方路，共同步行 5.7公里的滨江健身步道。 

 

■ 参考信息 ■ 

▲ 郭广昌：这个冬天会非常冷 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 

2018 年 12 月 1 日，浙商总会年会在杭州召开，浙商总会副

会长、上海市浙江商会会长、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在现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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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对于过往成绩、当下环境以及未来发展，郭广昌如何看待？

以下是郭广昌演讲全文。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在过去 40 年里，我们浙商靠着“四

千”精神，吃苦耐劳、不懈努力，应该说一直走得比较顺。前几

年，虽然我们每年都说困难、“年年难过”，但实际上还是“年年

过”。但这个冬天，我感觉有些不一样。尤其今年很多企业家朋友

都出了问题，而且不是小企业，有些企业很不错，甚至是上百亿

市值的上市公司。 

我就在想，到底怎么了？刚才陈龙教授也给大家详细说了外

部环境的变化，那我们自己呢？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说我们要

改变自己，那我们改变了多少呢？ 

所以我对现在经济的看法是： 

第一，经济的确会很困难，这个冬天会非常冷。 

第二，世界上要有一个救世主，就是市场；而在市场里，能

救你的只有你自己。 

所幸，党和国家已经很清楚的看到了这些问题和困难，也出

台了一系列针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和举措。所以，我判断未来

的形势会好一些。但能否度过这个冬天，根本点还在于自己。 

作为我们自己，现在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是反省、是扪心自

问。我觉得现在我们必须认真想想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前五

年我们又做了些什么？ 

以下这四个问题，是这几年我自己一直在扪心自问的。 

1.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在客户身上？花了多

少时间在了解自己的产品上？花了多少时间在提升产品服务上？ 

每个董事长，首先应该是自己公司的首席产品体验官。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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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好，客户满意不满意？我们自己应该是最了解的。但这种了

解绝不能依靠你的喜好和直觉，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跟客户去沟

通。尤其产品销量不好，市场上又有很多竞争，你就特别需要更

用心地体会产品。 

现在，我花时间最多的就是研究产品。经过这段时间的研究，

我基本认为要造好产品，方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做平台，但是

能做成像阿里、腾讯这样大平台的企业毕竟是少数。第二就是花

更多的时间去琢磨怎么做好产品。 

但如果做产品，我必须要强调一点：我们一定要做精品，一

定要千锤百炼，一定要为客户创造价值。 

2.我们经常要扪心自问，我们花了多少钱在研发上？花了多少时

间在学习新的业态上？花了多少时间去感受新的趋势和方向上？ 

我相信，现在大家都很重视移动互联网。但我想问：我们的

制造企业，有多少人真正懂得了移动互联网吗？移动互联网只是

在淘宝上卖东西吗？马校长已经把阿里这家互联网企业做得这么

好，但他还是会花大量的时间在研究线下商业、实体制造。 

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因为取得了成绩，就不学习了。永远

只有比别人学得更快，我们才能比别人走得更好、更远。现在客

户的需求变化非常快，我们也进入了一个科技研发能快速转化为

成果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技术的进步、产业的进步、市场逻

辑的进步，逼着我们要不断学习。 

另一方面，一定要重视科技研发和创新。我们很多出问题的

企业，虽然他们的公司已经很大，但总体感觉他们生产的大部分

产品还是同质化、低科技的产品，而且他们以前一直是靠低毛利

来不断扩大销量。但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很可能你生产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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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产品，直接就是库存。所以，现在尤其要用科技创新来引领。 

3.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花了多少精力在组织升级和人才培养

上？我们花了多少精力在引进高级人才上？花了多少精力在年轻人

身上？我们有没有在 90后、00 后身上学到了什么？ 

组织、人才，绝对是一家企业最核心的资产。因为所有的事

都需要对的人去实现。而且根据市场的发展和变化，我们的组织

需要不断升级，企业的人才要不断换仓。我们一定要吸收具备高

能级、更在状态、更渴望成功的人。大家都有自己的团队，但我

们花了多少精力在团队的升级上？ 

我举个例子。复星的狼队这个赛季从英冠踢到了英超。但我

突然发觉，英冠虽然踢得好，但是到英超以后，却碰到了很多的

问题。为什么？因为英超要求我们球员的素质和英冠是不一样的。

现在中国经济不管跟美国发生什么，都是一个比较长期且难以解

决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解决，中国经济已经在参与全球竞争了，

客观上我们已经在踢“世界杯”了。这个时候，你的人才还是停

留在原来的状态，不出问题不是很奇怪吗？ 

4.最后，我们还要扪心自问：我们到底愿意不愿意慢下来，去做

点慢的事情？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速度是大家津津乐道的，什么都发展得

很快。这让我们已经习惯了快。比如我们看到马校长用十几年打

造了一个世界级的巨无霸企业，大家都很想去复制他成功的路径。 

但全世界只有一个马云，谁都像他一样，这个世界还了得？

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该做什么，你有没有沉下心来做你该做的

事？我们很多企业，我对他们做事的风格有一种感觉，就是 All 

in，就是“赌”。这个“赌”不是说去赌场，而是说做企业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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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性。之前的 40 年，因为整个市场在发展，一俊遮百丑，你

很大概率赌成功了。但你千万不能把经济的大势当作你自己的能

力，如果市场不好了，会怎么样？All in 一下会很爽，但之后呢？ 

我相信我们真的要沉下心，做对的事情，做难的事情，做需

要时间积累的事情。 

当然，讲了这么多困难和问题之后，我还是对未来始终充满信心： 

我坚定地相信，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一定会越来越高，我们民

营企业的营商环境会越来越好。包括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

减税，以降低企业的成本、激发企业活力。 

我坚定地相信，中国的企业家，尤其浙商，都非常能吃苦，

只要我们真的加大创新，我们的未来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我坚定地相信，我们一定会融入全球。对于我们来说，尤其

浙商，这是未来我们重要的方向。我们浙商不害怕去全球竞争，

在越来越开放、越规范的市场，在全球化的融合中，全球浙商只

会越来越好。 

这就像中国足球一样。中国足球要踢世界杯，只有让我们球

员去全球踢球，才能得到真正的锻炼，而不只是在中超拿高工资。 

我坚定地相信，我们浙商有这份期望，我们浙商有这份能力，

让我们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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