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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传捷报 上班首日喜盈门
——商会荣获“2015年度优秀宁波商会金奖”

2月 14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商会就传来喜讯，在宁波市委、市政府召
开的“全市扩大招商引资推进开放发展大会”上，商会荣获“2015年度支持浙
商创业创新促进宁波发展工作优秀宁波商会金奖”， 商会名誉会长、杉杉控股

集团董事局主席郑永刚荣获“浙商回归突出贡献奖”。

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刘奇，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子跃，宁波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勇，宁波市政协主席唐一军等出席会议，宁波市委副书记余红

艺主持会议。宁波市级领导班子成员，县(市)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主要领
导和分管领导，市直及部省属驻甬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

要负责人，各开发园区管委会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企业家、商会会长等近 1000
人参加了会议，商会秘书长周波受会长裘东方委托参加会议并领奖。

商会一直以来十分关注和高度重视家乡的招商引资项目，对反哺家乡和“甬

商回归”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次奖项是对商会在招商引资方面工作的肯定，

但同时对商会来说也是一种鞭策和鼓励，在未来的招商引资工作中，特别是在

2016年 5月上海“宁波周”活动中，商会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和配合宁波市政府
有关部门工作，为促进宁波经济发展贡献力量。（来源：秘书处）

周汉民为商会工作点赞
——会长裘东方拜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

近日，商会会长裘东方拜访了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秘书长周波、副秘

书长韩清凯等陪同拜访。

交流中，裘东方首先对周汉民长期以来给予商会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特

别是在今年年会上，他听了周汉民主席精彩演讲中提到关于对未来经济趋势的把

握，深有感触，也深受启发，所以特地拜访致谢，并向周汉民主席汇报商会的工

作情况，希望得到周汉民的指导。

周汉民对 2016年 1月 10日商会举办的年会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表示，此次
年会办得很有特色，契合时代主题。同时，他对商会开展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绩

表示认可。

他建议，商会一年一度的大论坛活动是必要的，但平时小型的专题会议、沙

龙等也要多举办。他认为，小型的会议活动能够让会员们交流得更加深入。

在商会自身建设方面，周汉民认为商会自身建设一定要有大格局，在共享经

济时代，还要整合甬籍非企业家群体和帮宁波人士的资源，放大效应。同时，他

希望商会加强宣传力度，扩大商会影响力！（来源：秘书处）

【商会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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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 2016年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1月 10日，商会年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年会由二届四次理事会、
甬商创客讲坛、二届三次会员大会、2016“甬商之夜”新春联谊晚会组成。
出席年会的嘉宾有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

主席王志雄，宁波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关定，上海市政府原副市长、商会创会名

誉会长庄晓天，上海市宁波商会名誉会长、杉杉集团董事局主席郑永刚，上海市

政协原副主席陈正兴，中国人民银行支付司原副司长周金黄，浙江省驻上海办事

处副主任徐建刚，宁波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霓，宁波市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

主任孙毅，宁波经促会秘书长董敏，宁波市经济合作局副局长王光龙，宁波杭州

湾新区党工委副书记陈寿旦，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副局长贾勇，上海市宁波经

济建设促进协会常务副会长柴俊勇，上海市工商联秘书长杨茜，上海市合作交流

办公室副主任何怀青，上海市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常务副会长张载养，上海市

各地在沪企业(商会)联合会会长胡雅龙。
商会会长裘东方、赖振元、严健军和商会常务副会长、副会长及各位会员，

还有来自全国各地 15位宁波宁波商会会长，近 500人参加了活动。

甬商讲坛——围绕创业创新 思辨转型发展

讲坛在赖振元热情洋溢的致辞中拉开了序幕。

周汉民作了主题为《洞见未来，把握趋势》的精彩演讲。他生动而前瞻的激

情演讲，引领着甬商们思考如何在这股席卷中华大地的新浪潮中赢得先机、洞见

未来，如何把握市场规律和未来趋赢得竞争力。

周金黄在《共享经济与创新创业》的演讲中，与甬商们分享了共享经济的模

式与意义，并开阔了甬商们在新的经济形态下转型升级和创业创新的思路。

会上，常务副会长：上海汇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虞晓东、上海全筑建

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斌、蓝源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廖文剑，副会长：

上海双鹿上菱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泉苗，宁波 GQY视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郭启寅、上海爱登堡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绥、上海科匠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刁建敏以及保集控股集团医疗养老事业部总经理陈瑾、上海英马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潘钰华等嘉宾围绕“众创时代中的企业转型与发展”主题进

行了互动讨论和经验分享。

会员大会——抓实效强基础 求突破赢未来

会员大会上，李关定致辞，他对商会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寄予厚望。

裘东方作商会工作报告。

王志雄为庄晓天、郑永刚授名誉会长牌匾，李关定为裘东方、赖振元、严健

军 3人授会长牌匾。庄晓天、郑永刚、裘东方、赖振元等为常务副会长和副会长
授牌匾。张霓和裘东方为“上海市宁波商会甬商发展基金”揭牌。孙毅和王光龙

为“上海涌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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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表彰了杉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保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致达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14家会员单位，并颁发商会 2015年度
“社会贡献奖”荣誉奖杯。

大会还进行了两项签约仪式：宁波商会与上海市工商联房产商会建立友好商

会；宁波商会与上海电子商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会上，宁波杭州湾新区党工委副书记陈寿旦做投资环境介绍，欢迎沪上甬商

到杭州湾新区投资考察。

会前，商会召开了二届四次理事会会议，听取审议了商会工作报告和商会财

务收支情况报告，通报了商会增补第二届理事会理事情况，还通过了二届三次会

员大会议程和二届四次理事会会议决议。

“甬商之夜”——商海弄潮显风采 甬情长流迎新春

当天晚上，商会举办了 2016“甬商之夜”新春联谊会。
裘东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词。他希望大家尽叙乡谊、共话发展，同心协

力，共铸上海甬商新辉煌！

晚会上，梦天艺术团和会长单位联合演出为晚会带来了诸多精彩节目。期间

还穿插了激动人心的“抢红包”和抽奖活动。联谊会现场一片热闹而祥和的氛围，

大家在这里共叙乡情，共话发展。（来源：秘书处）

甬商庆元宵 家宴叙情谊
——商会举办“家宴”元宵节联谊活动

2月 21晚，商会在黄浦江畔“玫瑰里”举办了“家宴”元宵节联谊活动。
出席活动的有：上海市原副市长、商会名誉会长庄晓天，会长裘东方，常务

副会长叶立培，商会老领导李俊民，副会长李绥、张军、陈燮君、郁敏珺、曹光

骝、郑燕。嘉宾有：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陈正兴、同济大学原党委书记周家伦、

宁波市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丁导民、宁波驻沪办经济合作处处长季建钢、上

海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常务副会长柴俊勇、张载养、上海市政协科教文卫专委

会常务副主任张培基等。商会秘书长周波，副秘书长顾永伟、韩清凯等 150人参
加了活动。

活动现场不仅有精彩纷呈剪纸、糖画、皮影戏等各种妙趣横生的民俗文化，

更组织了参与性、互动性较强的包汤圆，猜灯谜等亲身体验活动。

晚六时，随着祥狮入场，由裘东方为狮子点晴。点晴取谐音“点金”，寓意

着咱们宁波商会的会员们都将财源滚滚！

裘东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周波对商会荣获宁波市委、市政府颁发的

“2015年度支持浙商创业创新促进宁波发展工作优秀宁波商会金奖”背景进行
了介绍，丁导民、庄晓天等分别致辞。

晚宴穿插公益文艺表演。叶立培、李绥、张军、陈燮君、郁敏珺、曹光骝、

郑燕等共同为《甬商公益专项》进行启动仪式。会上，张培基捐赠的三幅书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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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残疾人书法家惠伟明捐赠的书画作品《花开富贵》和金刚经进行了拍卖，裘

东方、郁敏珺等 5位竞拍得中，拍卖所得共计 13万元，部分捐赠给了上海华东
理工大学学生部，为 20余名宁波籍在沪在读贫困大学生助学。（来源：秘书处）

“对接在沪央企，建设港口经济圈”课题研究座谈会在甬召开

2月 3日下午，“对接在沪央企，建设港口经济圈”课题研究座谈会在宁波
市行政会议中心会议室召开。商会会长裘东方，上海保集控股集团副总裁陈诚忠

参加会议，秘书长周波、副秘书长韩清凯陪同参加了此次座谈会。

宁波市经济合作局副局长王光龙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参会人员就宁波和央企如何共建科技研究机构、宁波企业承接央企产

业配套和产业延伸、宁波企业联合央企申报国家政策、宁波企业与央企在科技创

新平台当中的合作与共享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剖析，为课题研究的顺利开

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大家一致认为上海市宁波商会提出的课题研究建议方案主题

鲜明突出，市情把握和目标定位准确，可操作性较强。

裘东方表示，希望通过了解宁波方面需求，商会充分利用自身在上海各种优

势，积极筹划在沪央企投资宁波服务平台，形成宁波与在沪央企的无缝对接。

王光龙希望上海市宁波商会通过自身的区位、资源优势为宁波港口经济圈建

设多做贡献。

会议正式启动了“加强与中央在沪企业合作，加快宁波港口经济圈建设”的

课题调研。调研工作将由上海市宁波商会牵头，联合宁波和上海两地的相关部门

共同参与。（来源：秘书处）

学习“宁波周”活动经验 着力提高服务实效

——裘东方出席各地宁波商会会长座谈会

2月 3日，商会会长裘东方出席了宁波市经济合作局召开的全国各地宁波商
会会长交流座谈会。商会秘书长周波、副秘书长韩清凯等陪同出席。

宁波市经济合作局副局长王光龙主持并讲话，处长娄逢良、张爱国参加会议，

参加宁波市委、市人民政府 2016春节团拜会的部分异地宁波商会会长出席会议。
会议就如何成功举办 2016“宁波周”活动进行了座谈交流。
会上，部分异地宁波商会会长分享了以往举办“宁波周”活动的经验并就如

何搞好“宁波周”活动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有可行性的设想和意见建议。

会前，裘东方还参加了宁波市政府在市行政会议中心举办 2016年春节团拜
会。会上，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刘奇对大家致以新春的祝福和良好的祝

愿，市长卢子跃主持会议。（来源：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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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政府驻沪办领导莅临商会参观指导

1月 20日上午，宁波市驻沪办主任孙毅、副主任丁导民、驻沪办经济合作
处处长季建钢一行 3人莅临商会参观指导。商会老领导李俊民、秘书长周波、副
秘书长顾永伟等参加了接待。

双方就商会和驻沪办未来工作重点作了交流，并就新一年如何更好地协调工

作交换了意见。李俊民表示希望大家经常走动，多了解、多沟通。孙毅表示认同。

（来源：秘书处）

会长裘东方一行拜访宁波同乡会

1月 21下午，商会会长裘东方，秘书长周波，副秘书长顾永伟、韩清凯等
一行 5人拜访了上海宁波同乡会。同乡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柴俊勇、常务副会
长张载养、副秘书长司徒慧云、办公室主任邱银伟等进行了热情接待。

裘东方此行目的是对同乡会表示感谢，并希望同乡会今后继续给予支持和帮

助，商会要与同乡会多交流、多互动。

柴俊勇和张载养对商会去年开展的工作表示认可，并就商会与同乡会如何服

务会员，提高凝聚力和双方合作方向等进行了探讨交流。（来源：秘书处）

会长裘东方一行拜访宁波市政府驻沪办

1月 21日下午，商会会长裘东方，秘书长周波，副秘书长顾永伟、韩清凯
等一行 5人拜访了宁波市人民政府驻沪办事处。驻沪办主任孙毅、副主导丁导民、
经济合作处处长季建钢等进行了热情接待。

裘东方此行目的一是感谢驻沪办对商会的关心和支持，二是向驻沪办汇报

2016年的工作思路，听取意见，并探讨合作机制。
孙毅对裘东方汇报的工作思路表示赞同，他认为商会开展的工作起到了给宁

波人聚人气、打牌子的作用，亮出了甬商风采，是宁波人的骄傲。他表示将积极

配合商会做好相关配套服务工作。（来源：秘书处）

会长分享平台 聚焦爱登堡转型发展
——商会“走进会长企业”分享会在爱登堡举行

1月 19日下午，商会“走进会长企业”分享会在爱登堡举行。商会会长严
健军，常务副会长应裕乔、朱斌，副会长李绥、华建刚、张军和部分理事共 16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爱登堡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主题而开展。

会上，参会人员聆听并观看了爱登堡企业介绍 PPT。李绥围绕主题分享了爱
登堡转型的方向和运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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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人员围绕主题进行了互动性的探讨交流：张军对爱登堡的转型模式表示

看好，认为爱登堡市场发展点布局很好，向多元化发展，可以增强经济下行时的

抗风险能力；华建刚表示其爱普华顿和爱登堡的相关资源可以共享和对接；应裕

乔咨询爱登堡电梯技术质量和价格后，也表示看好爱登堡电梯，并表示若有电梯

方面的项目将首选爱登堡，与爱登堡进行对接。

严健军发表讲话，他说爱登堡不仅是一个生产企业，更是一个有责任的爱心

企业，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因为这个责任，促使其企业不断创新，技术精益求

精，服务越做越好。他认为今天的会议对各位企业家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交流机

会，资源、产品、经验都可以进行共享。他希望商会继续发挥这个平台的作用，

凝聚同乡企业家力量，共谋发展，共享发展！

会后，会长和理事们还参观了爱登堡产品展示厅，并观看了其企业宣传短片，

进一步加深了对爱登堡的认识和了解。（来源：秘书处）

商会秘书处召开 2015年工作考评会

1月 18日上午，商会秘书处在兴国路一楼办公室召开 2015年工作考评会。
老领导张亚培、李俊民，秘书长周波，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顾永伟及秘书处各

部门工作人员出席了会议。

会上，大家对过去一年的工作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同事们畅所欲言，讲述了

自己 2015年的工作情况并相互进行了点评。
老领导也对这次工作考评会做了讲话，希望大家以更勤奋、更团结的态度去

开展工作，营造一个和谐、学习的工作氛围，扩大商会影响力。（来源：秘书处）

商会举行新会员新春联谊活动

1月 18日下午，商会在兴国路一楼办公室召开 2016年新会员新春联谊会议。
商会秘书长周波、副秘书长顾永伟，会员：张东燕、邹能斌、王舰、全开明、王

宁宁、洪光、童钧、周春辉、陈军、张容、陈达元、卫丽、吴国兰、周坚、杭瑛、

徐翠英等 16人参加了会议。
周波首先代表商会及秘书处欢迎各位新会员的到来。他详细介绍了商会的情

况，会员的发展情况，以及商会未来一年的发展目标。

新会员积极响应，表示加入到商会这个大家庭觉得很温暖，今后多参与商会

活动，一起将宁波人的家建设得更美好。 （来源：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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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东方会长走访慰问会员企业

1月 26下午，商会会长裘东方、副会长李绥、秘书长周波、副秘书长韩清
凯一行走访慰问了会员企业——上海爱普华顿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

英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爱普华顿总裁华建刚、英马公司董事长潘钰华分别进行

了热情接待。

裘东方此行目的，一是对会员企业表示感谢和慰问；二是走进会员企业，聆

听会员心声；三是与会员探讨企业发展思路和合作机制。

在爱普华顿公司河姆渡网办公楼会议室，裘东方听取了华建刚所作的关于爱

普华顿企业概况及其业务开展情况的汇报。他高度赞扬了爱普华顿创新转型的思

路和成绩，他表示看好爱普华顿河姆渡在产业互联网方向上的探索，并对该平台

的推广表示大力支持。他说，爱普华顿河姆渡网是企业成功转型的一个典型案例，

在会员中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在英马科技公司，裘东方一行在潘钰华的陪同下参观了该企业生产车间，体

验了其公司在汽车智能化方面的设备，还听取了潘钰华关于其企业的概况和业务

开展情况的汇报。他对英马科技公司发展智能制造的思路和模式表示认可，并看

好其市场前景。

裘东方还特别聆听了潘钰华关于企业资金规模、运营和需求情况，与潘钰华

交流了如何扩大企业规模和增加资金运转的思路。（来源：秘书处）

商会组织浦东片区会员举办新春联谊活动

1月 18日，由商会浦东片区(筹)主办的 2016新春联谊活动在上海东郊宾馆
会议中心举行。会长严健军，常务副会长杨文仕，副会长李绥、陈优林、华建刚、

李金山、郑燕、刁建敏，秘书长周波和浦东片区成员及商会相关理事、会员等近

80人参加了活动。宁波市象山区政府驻沪办主任徐惠芳、宁波市北仑区政府驻
沪办主任兼北仑商会秘书长张丹、东海航队文工团政委胡爱萍等领导应邀出席了

本次联谊活动。

活动主要有面具舞会、领导发言、签约仪式、互换礼物、文艺演出、晚宴及

抽奖等组成，现场氛围既轻松和谐，又热情高涨。

严健军在讲话中表示此次活动富有创意，生动活泼，希望大家在活动中畅享

乡谊的同时，也团结努力，共同把商会办得更好!
周波和胡爱萍分别代表商会和东海舰队文工团签署军民共建协议。

文艺演出主要由东海舰队文工团和上海音乐学院联合演出。（来源：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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