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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召开二届四次会长会议

12月 28日，商会第二届四次会长会议在云味大可堂召开。会长裘东方、赖
振元、严健军，常务副会长叶立培、应裕乔、虞晓东、蒋良德、金宇晴、朱斌、

杨文仕、廖文剑，老领导张亚培、李俊民，副会长张军、李绥、裘东洪、薛翔、

郁敏珺、卢文钿、周尧益、赵小蝶、陈优林、刁建敏、陆孜浩、郑燕、李金山及

商会秘书长周波，副秘书长顾永伟、韩清凯等共 30多人出席会议。
会上，周波汇报了商会 2015年的工作情况，同时对 2016年的工作思路进行

了阐述，并对年度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通报。据介绍，商会已于 2015年 4月 6
日正式注册、登记、更名为上海市宁波商会，成为一级法人资格的社团组织。商

会坚持以服务会员为核心，学习借鉴新型的服务模式，帮助会员企业间的项目合

作对接，通过服务，探索商会可持续发展模式；努力开拓，会员队伍不断壮大，

截止 2015年 12月底，会员数为 410家，与上年同期相比，会员数增加了 248
家，新增理事单位 42家。
虞晓东介绍了甬商发展基金的情况。

周波还对商会组织赴澳大利亚商务考察情况进行了通报，并汇报了 2016年
年会筹备情况。

裘东方表示，2015年的工作汇报总体符合商会一年来的工作面貌，希望继
续保持当下稳健的工作方法，吸引会员积极参加商会活动，不断增强商会的活力。

会议审议通过了工作报告、2015年度财务收支情况、2016年工作思路。
会议最后，参会人员还就成立建筑建材分会进行了互动探讨，各位会长纷纷

发表意见建议，为建筑建材分会的筹建出谋划策。（来源：秘书处）

商会召开甬商发展基金说明会

12月 22日和 26日，商会先后在保集公司召开了“甬商发展基金”说明会。
会长裘东方，常务副会长虞晓东、杨文仕，副会长张军、裘东洪、陈优林、李绥

以及部分理事会员参加了会议。甬商发展基金是由商会会员众筹投资的半开放型

基金，首期基金规模 1亿元，成立目的主要是为商会会员提供短期融资服务和提
升参与基金投资建设的会员收益回报。

参会人员针对甬商发展基金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

虞晓东表示，汇金担保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她有信心把商会的甬商发展基

金管理好，凭借汇金担保专业的、科学的管理和运作，让它成为商会服务会员的

一个名副其实的平台，成为商会会员共同成长的平台。

【商会要闻】



上海甬商简报

第 3 页 8 页

裘东方在总结发言中认为，该基金平台有别于外面的银行和相关金融机构，

基金体现了沪上甬商凭自己企业的实际实力情况，出钱帮助有资金需要的同乡企

业，是饱含了一种家乡情怀在里边。它真正体现了商会为宁波企业家服务的一种

境界。该基金平台一是帮助了由于暂时出现资金困难的会员企业；二是帮助了在

上海遇到融资瓶颈的初创型新甬商、创客；三是帮助沪上宁波企业转型；四是有

利于把会员当中站在金融资本市场边沿的“门外客”领进门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金融资本市场的经验和成果。同时，他希望更多会员参与商会平台的建设，把甬

商的品牌做大做强。

通过两次会议的交流，参会人员纷纷表示看好基金平台，并表示了他们合作

共建基金平台的意向。（来源：秘书处）

商会召开“涌尚公司”众筹会议

12月 22日，由商会会员共同发起投资的“涌尚公司”众筹会议在保集公司
召开。商会会长裘东方，常务副会长虞晓东、杨文仕，副会长裘东洪、陈优林、

张军，以及部分理事、会员共 22人参加了会议。
裘东方认为，商会众筹“涌尚公司”，是商会顺应时下“互联网＋”趋势而

走的“转型”之路，是商会服务模式的一个创新，同时也是商会探索“互联网＋

平台”企业运作思路的大胆实践。他说，“涌尚公司”是一个互助的平台，从商

会“转型”引领会员转型，给会员创建了一个抱团合作共赢的发展平台和机会。

据介绍，“涌尚公司”是基于商会旗下的一个服务平台，是以互联网、新媒

体为载体，由商会会员众筹方式组建的企业性质的互助平台，它将加速企业的发

展，并形成抱团取暖的机制，帮助企业解决其在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是商会推进

和实现“一核两翼五载体”年度工作目标重要举措。

据悉，秘书处于日前在微信会员群做了关于该项目的宣传工作，其众筹信息

得到了诸多会员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涌尚公司”的股权分配将在近日完成，并

进行工商注册，争取在 2016年初启动平台服务工作。（来源：秘书处）

商会组团赴澳 服务会员“走出去”

11 月 15 日-22 日，由商会会长裘东方、严健军，常务副会长虞晓东等组成

的商会赴澳商务考察“先遣队”在澳大利亚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项目考察和经贸洽

谈活动，并分别与澳大利亚浙江国际商会、悉尼上海商会、澳大利亚澳华联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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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三家商会签署了友好合作协议，还考察了当地房产、红酒、旅游等产业，旨

在探索国际合作路径、服务会员“走出去”。

裘东方一行对此次澳洲之行考察的项目给予肯定，表示商会将积极支持会员

开展跨国投资、逐步实现全球化经营，回国后将把澳洲之行的见闻向会员们积极

宣传，把澳洲具有发展潜力的项目向会员们积极推荐，待项目评估成功、条件成

熟时将组织会员赴澳实地考察，积极服务会员企业“走出去”。（来源：秘书处）

杭州湾新区领导考察商会并与在沪甬商座谈交流

12月 11日，宁波杭州湾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俞雷，投资合作局
局长计明芳、副局长朱炎新等一行前来上海市宁波商会考察。商会会长裘东方，

副会长李绥、陈优林及部分理事出席了座谈会。

会上，杭州湾新区领导和商会企业家进行了互动交流。

裘东方表示，商会和新区管委会今后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携手为沪甬

两地经济发展作贡献，同时，将充分运用商会的宣传平台对杭州湾新区的特色、

优势项目进行重点宣传，并于近期组织有兴趣投资杭州湾新区的会员企业到新区

去投资考察。李绥、陈优林、潘玉华、陈贤锋等分别进行了发言，并表达了对投

资杭州湾新区浓厚兴趣以及积极参与甬商回归工程建设的愿望。

俞雷在讲话中表示，作为长三角地区最具成长性的投资热土之一，宁波杭州

湾新区将为商会会员企业落户提供政策、场地等配套支持。（来源：秘书处）

社团局副局长贾勇一行莅临商会调研工作

12月 21日，上海市社团局副局长贾勇、社团管理处处长周崴、登记处处长
郁建平、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处长方文进，以及社团管理处章震球一行莅临商会

调研工作情况，商会常务副会长应裕乔、副会长陈优林、秘书长周波等进行了热

情接待，并开展了深入的交流座谈。

会上，周波介绍了商会的情况和近期工作情况。

应裕乔在讲话中表示，商会工作应与社团局及时进行沟通，积极互动，特别

是信息、政策等要沟通好，以便于工作中把握好国家的大政策、大方向。

贾勇高度肯定了商会的发展成绩。他认为商会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在上海

各地市级商会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并希望商会积极与社团局各处积极沟

通，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同时，他对明年商会的等级评估寄予厚望，并表示社

团局将做好服务工作。（来源：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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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携手银行举办“金融产品助力外贸企业座谈会”

11月 26日下午，由商会和宁波银行上海分行共同主办“银行金融产品”交
流座谈会在云味大可堂举行。宁波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邵嘉喜、零售公司部总经

理应俊，宁波银行上海分行黄浦支行副行长曹红等相关领导和部门经理；商会常

务副会长虞晓东，副会长陈优林、郑燕以及从事外贸企业的相关理事会员，共

30多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虞晓东指出，此次会议主要针对从事外贸的会员企业融资需求而展开，

希望通过今天会议，实现银企之间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加深彼此了解和信任，

互动对接，密切合作。这不仅是商会今年重点工作之一——为会员提供金融服务；

更是商会携手银行，积极探索“推进银企合作”的一次有益尝试。

邵嘉喜在讲话中表示非常支持商会“促进银企合作”平台的搭建，宁波银行

根植甬地，支持甬商发展义无反顾。

会上，商会理事会员围绕进出口贸易融资贷款相关问题与宁波银行在座的领

导和部门经理进行了互动交流。（来源：秘书处）

商会秘书处接待上海电子商会一行

12月 8日，上海电子商会常务副秘书长刘龄华一行三人走访我会，受到了
商会秘书长周波，副秘书长顾永伟的热情接待，双方就如何搭建电子产品供需对

接平台和缔结战略伙伴合作关系等具体事宜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

座谈中，双方还就《战略伙伴合作协议书》的具体内容进行了交流，并计划

在明年 3月初举行供方和需方电子产品首次交流对接活动。（来源：秘书处）

商会举办女企业家走进军营活动

12月 29日，商会与驻沪海军某部联合举办军企联谊活动，共叙军企情谊，
演绎鱼水情深。商会会长单位——保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张帆，商会副

会长郑燕，秘书长周波，携女企业家联会会员，计 30多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中，商会一行参观了军舰及海军博览馆，并与海军部队开展了座谈联谊

交流。通过该活动，丰富了商会会员的业余文化生活，增进了商会与军营的友谊。

双方表示，希望军营文化和商会企业文化能够融合起来，以文化为纽带共同

推进企业发展和部队建设发展。（来源：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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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青年联谊会举行股市实盘分享会

11月 20日，商会青年联谊会在上海向阳渔港举行股市实盘分享会，青联会
会长陶昕、严文统及其相关会员等 30余人出席。
会上，上海道明诚投资管理有限公总经理余润做了专题演讲。他通过现场演

示、实盘分析、板书绘制的方式，深动形象地分析了如何在股市强势涨停中把握

机会。（来源：秘书处）

浦东新区组织部领导走访保集控股集团

12月 25日下午，浦东新区组织部信息中心主潘卫峰主任与区府办黄老师莅
临商会会长单位保集控股集团总部，与集团领导进行了深入交流。保集集团党委

书记张帆、控股集团各中心负责人以及相关企业代表一同出席了座谈会。

此次活动主要围绕三个结合：一是与加强自贸试验区宣传、对接企业需求相

结合；二是与自贸试验区上一轮的制度创新落地和下一轮的制度创新调研相结

合；三是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相结合。（来源：保集集团网）

全球最大的独立私人银行瑞士宝盛入股钜派控股

12月 30日，商会常务副会长单位、中国领先的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钜
派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已经签署协议向瑞士宝盛银行的全资子公司、瑞士宝盛投

资有限公司和新浪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浪香港有限公司，定向增发公司股票。

（来源：钜派网）

爱普华顿“河姆渡网”正式上线

11月 25日，中国首家互联网+智能建筑平台——“河姆渡网”上线新闻通
气会在上海市政协隆重举行，该网由商会副会长单位上海爱普华顿电子有限公司

倾力打造。

据了解，作为中国首家综合性的互联网+智能建筑的产业互联网公司，河姆
渡网于 2015年 11月 2日上线，是集咨询设计、商品供应、劳务施工于一体，提
供一站式、全方位、全程、全系统服务的综合性平台。（来源：上海甬商网）

【会员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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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项目申报

一、申报日期

网上填报：2016年 1月 1日至 2月 29日；材料受理：2016年 3月 1日中午

二、申报机构

市文创办（静安区常德路 800号 14号楼）
网上咨询入口见申报网站（http://www.shccio.com）扶持资金网上咨询窗口
咨询热线：32509317-805/806

三、具体内容参见

《2016年度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项目申报指南》
http://www.creativecity.sh.cn/2014/policy_detail.aspx?id=208&from=singlemessage
&isappinstalled=0#rd

四、申报条件

（一）申报项目应符合扶持资金项目申报指南确定的支持范围。

（二）项目申报单位应在本市注册登记，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财务管理制度健

全，会计核算规范，财务状况良好，无违规违法经营记录。

（三）项目申报单位应是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研发、生产、服务的企事业单位或社

会组织。

（四）申报项目必须是在建或 2016年 12月 31日前开工的项目，项目前期条件
完备，并能于 2017年 10月 31日前提交项目验收申请及相关材料。
（五）研究课题一般应在签订合同后半年内提交研究成果。

上海市 2016年“绿色供应链项目计划”申报

一、申报截止日期

2016年 3月 31日

二、申报机构

各区县环保局报市环保局

市环保局 黄丽华 23115695
市环科院 胡冬雯 13817747228

【政策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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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体内容参见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开展本市 2016年“绿色供应链项目计划”的通知》
沪环保外〔2015〕515号
http://www.sepb.gov.cn/fa/cms/xxgk//AC44/AC4409000/AC4409001/2015/12/91184.
htm

四、企业加入要求

1、在沪设立地区总部、公司、分公司的外资企业，或在沪注册的国有企业、集
体企业、民营企业；

2、无不良环境信用记录
3、致力于供应链环境管理，且在上海有上游供应商或下游客户的企业
4、项目所在地须在上海或和部分覆盖上海地区。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企业可申
报多个项目。

四、建议项目范围

参与企业提交的绿色供应链项目计划，可以参考但不限于以下领域，可选单项或

多项实施。每家企业的实施内容应通过绿色责任传递至少影响到三家供应商。

1、开展企业绿色供应链战略方案制定或体系化建设；
2、在采购评估中纳入供应商环境指标评估；
3、核查供应商环境合规情况；
4、建立机制检索供应商环境合规和环境绩效；
5、建立督促供应商环保合规的激励或惩戒制度；
6、推动供应商实施环境绩效改善；
7、针对供应商开展的环境管理能力建设或培训项目；
8、促进上下游供应链提升环境管理水平的项目；
9、提升产品和生产过程环境标准，运用创新设计和技术，
减少产品生命周期环境影响；

10、支持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提高企业社会责任。

责任编辑：陈国群 电话：021-62578229 网址： www.shnbs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