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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信息 ■
▲ 12 月 27 日下午，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
亮率队赴上海市浙江商会专题调研走访。 浦东新区副区长、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 王华 ，区委办、区商务委、
区工商联有关负责同志陪同调研。商会会长 郭广昌 ，名誉会长 郑
永刚 、 周成建 ，党委书记 陈爱莲 ，轮值会长 王均金、杨国平 ，执

行副会长 叶林富、朱永兴、杨震华、徐增增、高天乐、钱金耐、
吕彪 ，党委副书记、秘书长 吴仲春 ，副会长 缪雪中 ，执行副会长

单位代表 陈云 及副会长单位代表 杨彪 等参加调研。 郭广昌 表示翁
书记这次来商会调研，既是给大家送温暖，也是给大家定信心，
相信这个冬天很快会过去。 吴仲春 介绍商会发展情况，重点介绍
商会落地浦东 10 年来的工作。郑永刚、陈爱莲、杨国平、高天乐、
钱金耐、周成建、叶林富、杨震华、朱永兴、王均金 等先后介绍

企业在浦东发展和合作的情况。 翁祖亮 介绍浦东当前经济社会发
展的情况，表示对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有求必应，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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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来，浦东有好的战略机遇、好的营商环境、好的制度保障。
▲ 12 月 29 日，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党组书记朱林森一行
来沪调研。 共青团浙江省委党组成员、组织部部长 盛乐 、浙江省

驻沪团工委书记 吴昊峥 陪同。在均瑶集团，青企协会长 王均豪 讲
述创业故事，阐述企业经营理念和愿景。在陆家嘴金融街区，商
会执行副会长、青企协常务副会长 吕彪 带领参观并介绍星公寓。
在万丰锦源，商会团委书记、青企协常务副会长 吴锦华 热情接待
并介绍集团情况。在上海市浙江商会，商会党委副书记、秘书长
吴仲春 介绍商会发展情况。党委书记助理、副秘书长 俞秋勤 和副

秘书长 段寅燕 汇报商会党建工作及“青年两会”发展情况。青企
协常务副会长 叶志 、青联副主席 徐耀、潘恒宁、方展 ，青企协副
会长 方展、王良、倪铁峰 参加座谈。 朱林森 表示，浙江团省委将
与更多的新生代企业家联动，搭建平台，聚力拥抱新时代。

■ 会员扫描 ■
▲ 12 月 17 日， 2018 中国智慧物流企业家年会举办。活动由中
国交通运输协会主办，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智慧物流专业委员会承办。
申通快递荣获“改革开放四十年智慧物流企业特别贡献奖”。申通快

递董事长陈德军荣获“改革开放四十年智慧物流人物特别贡献奖”。
▲ 12 月 18 日，加拿大工程院士王海江一行来到新吉奥集团台
州基地参观考察新能源汽车研发情况。台州·深圳创新中心主任周荣
华，副主任沈王森，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管委副主任卢茂良、

招商局长蒋志明等陪同。
▲ 12 月 18 日，大众交通“奔驰国宾车”首发仪式在上海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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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举行。大众交通集团董事长杨国平宣布首批 50 辆奔驰 E200L 正

式上线运营。
▲ 12 月 19 日，奉贤区中心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启动仪式在奉贤
区南桥镇光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行。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奉贤分会会

长陈洪凡向上海盛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颁发荣誉证书。
▲ 12 月 19 日-21 日，2018 智慧食药博览会在四川乐山举行。
复星医药 荣获 “改革开放医药工业优秀企业” 等六项大奖。

▲ 12 月 20 日，浙江省副省长彭佳学率队到万丰集团专题调研。
绍兴市副市长陈德洪，新昌县县长黄旭荣，万丰集团总裁陈滨等陪同。
彭佳学一行参观万丰飞机制造工厂等，并听取汇报。

▲ 12 月 20 日，永利集团董事长周永利在 2018 年浙商年会上荣
获“2018 浙商社会责任大奖”。

▲ 12 月 21 日，上海起帆电缆冠名高铁品牌专列“起帆号”在
青岛正式首发。起帆电缆公司董事长周桂华出席首发仪式。

▲ 12 月 22 日，2018 年度上海对口支援喀什地区“均瑶育人
奖”优秀教师表彰大会举行。 均瑶集团董事长助理 蔡欣荣 出席并

为优秀教师代表颁奖。
▲ 12 月 24 日，贵阳市人民政府与均瑶集团签约合作。 贵阳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徐昊 ，均瑶集团总裁 王均豪 分别代表双方
签约。 王均豪 表示将积极扎根贵阳发展，推动金融业务、大健康
消费、现代教育等优势项目落地。
▲ 12 月 24 日下午，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
书记赵福禧带队赴陆家嘴金融街区调研座谈。浦东新区区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 金梅 ，市委组织部党政干部处处长 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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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星月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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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五峰书院创办人 吕彪 陪同参观并介绍
经营理念。
▲ 12 月 26 日，通策医疗与杭州口腔医院集团宣布启动“蒲公
英计划”
。将在 3 至 5 年内,在浙江省内县（市、区）和重点乡镇建设

100 家分院，提高基层口腔行业医疗服务的诊疗水平。
▲ 12 月 26 日，欧普照明斩获 2018 中国灯饰照明行业“行
业领袖品牌”奖。

▲ 近日，由凤凰网主办的“行动者联盟 2018 公益盛典”在
北京举行。 万向集团 荣获 “年度十大公益企业”。
▲ 近日，2018 中国房地产年度采购峰会暨标杆开发商及优秀
供应商颁奖盛典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召开。 天正电气 荣膺 “2018
中国房地产竞争力十强供应商”（低压元器件类）。

▲ 近日， 中天集团 荣获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 党建园地 ■
▲ 12 月 23 日下午，中共上海临海商会总支部委员会在商会“党
员之家”召开会议。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林丹丹、吕章六、
杨一奇等三位预备党员的转正申请。总支委员蔡向荣汇报 2018 年度

党费收支情况。与会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现场认捐近 40 万元善款。
商会党支部书记吴仲庆指出要进一步推进扶贫帮困，切切实实地帮家
乡孤寡老人、贫困学生解决实际困难。商会团委召开成立后首次扩大
会议，商会秘书长蔡卫杰对团委班子建设和相关工作制度提出要求。
团委书记顾耘表示，要团结和凝聚在沪临海青年，贡献青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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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信息 ■
▲ 王均金：未来十年比今天肯定更好，我充满信心
近日，浙商头条《40 年 40 人》专题片采访上海市浙江商会会长、
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以下是访谈实录。
王均金：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是小渔村的孩子、渔民的孩子。八

几年我哥（王均瑶）他们先开始出去的，然后去做饭菜票、做证件、
亚运会（纪念章）等等，后来赚了第一桶金。那钱要带回家，后来觉
得不放心，交通很不方便嘛，那当时说要过年，我们说老乡很多在那
边，能不能包个飞机回去？后来说没有航线，除非我们愿意长期包，
这个是可以做。这个事说出来到做，实际上都是试着推的。
主持人：哪里来的底气去做这件事情呢？
王均金：底气呢，温州人在那里是不少的，我们也知道的，但是

有多少（人坐），真的飞机开通了，是不是都那么多人坐？所以如果
不试怎么知道，这个也是个魄力。
我们是到了 1991 年 7 月 28 号，最终把它开通了。第一年亏了两
百多万，我们借钱，（向）亲戚朋友借钱，把包机款亏损全把它填掉
了。
主持人：为什么没有想到说，我换一个行当再做一做？
王均金：因为这个事是有意义的，我们这么一开通，每个做生意

的人提高效率了。当时来说，空中交通桥梁是非常重要的，对温州改
革开放初期百万大军在全国各地，那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是把钱还了又去谈，后来把客座率降了。我们到每个县里、
每个镇里都去宣传，到处拉横幅，到处电视台打广告，当地有线电视
台（打广告），什么时候开通什么航线。那么慢慢慢慢市场也培育上
来了，这样我们慢慢补回来。补回来以后我们觉得有信心，温州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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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有一半的新航线是我们开通的。
1992 年媒体到处宣传，“胆大包天”那是我们的代名词。南巡讲
话以后各方面大的调子是开放，什么都可以试嘛。我们进入武汉航空，
那时按理说也没有先例，所以那时候才能进去。
（我们）包机第一，入股民航的运输航空公司是第一。1996 年我
说，我们以后要自己办一家航空公司。我们当时认定，中国是越改革
越开放，未来我们这个梦想，只要坚守就有希望。
主持人：我在想 2004 年那个年份，对你来说应该是挺特殊的，

因为大哥的英年早逝特别的突然。
王均金：那个时候讲，最好的怀念不是别的，最好的怀念是把均

瑶集团、均瑶品牌持续下去，那是最好的怀念。（当时我们）主动地
对外发布企业品牌不变、社会责任不变，然后主动地整理资产。
我当时提出“母鸡理念”，“不下蛋的鸡”都要调整。我们当时
2005 年开始转型，第一要确立做百年企业，第二要做熟悉的行业。我
们觉得航空我是最熟悉的，自己开始申请。2005 年批筹备，2006 年
开航吉祥航空。
（非公）36 条下来以后，对于整个的民营经济的推动也是有作用
的。
主持人：2015 年，均瑶有了华瑞银行。
王均金：确实呢就是要做梦，我们除了航空梦，我们银行是做梦

做出来的。2010 年左右我就思考，上海是金融中心，为什么没有民营
的呢？两会期间这么多年，每年不提融资难融资贵是没有的，不管成
不成，试总是要试的。所以我们当时，我是 2011 年开始写报告。一
下兴奋得睡不着觉，一下子愁得睡不着觉，这个梦做着做着，做到 2015
年我们开业的。服务小微、服务科创、服务自贸区，做百年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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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您还在做一件更百年的事情，就是关于教育。
王均金：教育是我们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现在有幼儿园、有高

中，有国际的课程体系、国内的课程体系。使命是一样的，要创造社
会价值，立足百年名校，百年名校是所有办学者的使命。我们不但是
满足于现状，我们还要展望未来，几年前我就成立了一个智慧教育公
司，一直在研究未来教育的模式探索。要永恒地创新，要永恒地坚持。
1996 年到现在二十来年，二十来年我们不但办了航空公司，我们
发展的飞机都快百架飞机了。吉祥航空成立以来就没有亏损过，所以
我们敢引进 787。
主持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787（模型）
。
王均金：对，我们敢引进十架 787。国内国际都要飞，民营航空

我相信我们现在比重总体还不大，但是改革开放再出发。未来三十年，
我们认为民营航空还大有希望，第二呢我们越来越开放，应该有机会
不断地做强。越公平越开放，民营经济就越有活力，我认为我们是大
有机会。
我们还参与了东航的混改，我们两家交叉持股，以前怎么行，怎
么可能呢？现在是国家鼓励民营跟国企的混合发展、共同发展，所以
我们两家公司一拍即合。开放肯定是越来越开放的，你要展望未来，
你说对哪个行业没信心。
主持人：从八十年代，从温州的小渔村走到今天，其实一路成长

实现了很多的梦想，(您）还有什么不敢做的梦吗？
王均金：我们这些梦是基于国家对整个民营（经济）的不断地开

放。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哪有我们的机会？未来十年比今天肯定更好，
我是充满信心的，所以我说均瑶集团又迎来了新的春天、未来的春天。
我们有新材料，我们有装备制造业，我们要参与科创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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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二十年以后，（均瑶）有可能是科技公司。我们会把它做成科
技赋能的，有技术创新持续能力的公司。有梦想，就有机会；有梦想、
有机会、有奋斗，就有成功。
（来源：浙商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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