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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牵头引领 甬商“参军”将大有可为

——商会与上海航天共办“甬商电子产品与航天企业交流恳谈会”

10月 28日，商会和上海航天局共同主办的“甬商电子产品与航天企业交流
恳谈会”在云味大可堂举行。上海航天局物资部副部长陈健、上海航天设备制造

总厂物资处处长张毅、上海航天局第 804研究所生产制造部部长陈江巍、航天九
院元器件专家茅汉飞、上海新力机器厂厂长尤登飞，商会会长严健军，商会副会

长周尧益以及与该行业领域相关的商会理事、会员等 40多人围绕“甬商产品如
何走进航天企业”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会议由尤登飞主持。他指出本次活动是秉承为商会会员单位搭建一个商业交

流的平台宗旨，以请进来走出去方式开展商会交流活动。

严健军发表致辞。他讲述了本次活动的背景和初衷。他说，本次会议不仅是

一个了解行业形势、新商业模式和供需对接的会议，更重要的是一次让企业家与

各界新老朋友沟通交流的会议。

陈健、张毅、茅汉飞、陈江巍围绕“航天电子元器件采购流程和管理要求、

航天电子元器件的技术标准以及所在单位对对航天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的需求”

等内容作了详细的讲解。

在互动环节，周尧益，岑岳凤、孙世达、戈剑、张国年、岑文道等就其企业

发展需求情况和产品对接问题与上海航天在座各位领导、专家进行了探讨交流。

最后，商会秘书长周波指出，当前产业发展中，军工科技与民用技术的关系

正逐渐走向军民融合的道路。“民参军”业已成为军民融合的重要方向，未来的

军民融合产业将向更深层次发展。希望商会各位把握机遇，积极“参军”， 开

发新产品，培育持续创新能力，推进企业转型升级，相信宁波人在上海一定会有

他的发展天地!（来源：秘书处）

打造金融服务平台 力促银企对接

——商会携手民生银行共办“银行金融产品座谈会”

10月 27日，商会与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共同主办的“银行金融产品座谈
会”在云味大可堂举行。商会常务副会长虞晓东，副会长陆孜浩、周尧益、陈优

林和部分理事、会员、会长单位代表，以及民生银行相关领导、部门经理，上海

市社会团体管理局代表、兄弟商会代表等 40多人齐聚一堂，围绕金融理财、贷
款、银企对接等相关议题进行深入交流。

民生银行上海曹杨支行行长严栋出席并主持会议。他首先感谢商会提供机会

【商会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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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合作举办今天的座谈会，希望通过座谈交流，让大家充分了解民生银行相关

理财产品和信贷业务，为企业投融资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虞晓东在致辞讲话中重点提到商会“一核二翼五平台”的工作目标和今年的

重点工作之一——为会员提供金融服务。她说，此次会议目的是为银企对接提供

一个相互了解、信任、支持的平台，为企业融资和银行拓展金融服务开辟一个更

加便捷的通道，进一步营造良好的金融安全环境，建立起互信、共赢、稳定的银

企合作关系，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促进会员企业的经济发展。

民生银行财富管理中心产品经理何晔晖、郑越及其小微规划与营销策划部产

品经理倪杭分别就民生银行的“零售理财产品投资与管理”、“企业员工薪资代

发业务”、“中小微企业及个人贷款服务”等相关内容进行了分享交流。

商会副会长周尧益、陈优林和商会理事王和、岑岳凤、蒋江雨、李吕滨等结

合自身企业发展的情况以及今后与银行合作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交流。

作为兄弟商会的代表，河南宁波商会会长干汶君对商会的邀请表示感谢，他

在介绍其商会近期活动情况的同时，表示对民生银和和上海宁波商会信任有加。

希望有机会和上海宁波商会合作，联手打造金融平台

上海新沪商联合会秘书长汪燕波也表示对商会和民生银行联合打造的这个

平台非常感谢，她对商会的工作表示认可，对民生银行的金融理念、服务特色和

务实工作表示赞赏。她希望，把在宁波商会里学到的东西带回去与其联合会成员

一起分享，并希望有机会与民生银行合作，为其会员企业解决投融资难题，促进

会员升级和转型发展。

最后，商会秘书长周波在发言中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希望银行方面能够加大

信贷投入；二是希望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提升，争取更强信贷支持；三是希望商会

服务争取更优，打造出银企合作良好平台。（来源：秘书处）

站在时代风口 碰击互联网金融思想火花

——商会召开互联网金融企业行业自律研讨会

11月 8日，商会在云味大可堂召开了“互联网金融企业行业自律研讨会”。
这是沪上第一家异地商会组织召开行业自律方面的会议。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

金融创新处处长许耀武、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肖波，商会常务副

会长虞晓东、蒋良德，商会副会长周尧益、张军，以及商会从事和关心互联网金

融行业的部分理事、会员单位代表等 70多人济济一堂，围绕“互联网金融发展
和行业自律”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和研讨。商会秘书长周波主持了会议。

会上，虞晓东发表致辞，讲述了此次会议背景和意义。

肖波介绍了其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的近期情况和今后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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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耀武进行主题演讲。他从专业角度，通过网络借贷、众筹和其他互联网金

融业态，并结合阿里巴巴、腾讯等相关案例，和与会者分享了互联网金融的背景、

现状和发展机遇，并分析了互联网金融业的竞争、经营风险、业务模式，探讨了

互联网金融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对商会互联网金融企业会员进行了从业指导。

在互动环节，上海投融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沈轩、远大(上海)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裁胡小雁、浙江车能贷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干建军、恒

昌汇财投资上海公司总监王国斌、宁创金融董事长张勇、上海路彩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蒋江雨、上海甬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奇雄、上海权银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明海、上海钜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钜宝盆总经理孙
海江、上海蓝浙能源贸易有限公司卢五一博士、上海交通银行浦东分行行长彭悦

菁等围绕企业诚信经营、规范管理、行业自律等问题进行交流探讨，并分享了企

业经验。

许耀武对大家的互动讨论表示认可，并和与会者分享了一些富有思考性和启

发性的建议，引导在座各位更深层次的对互联网金融业态进行思考。

周波作总结发言，希望商会的会员们抓住机遇，发展企业。（来源：秘书处）

商会召开互联网金融企业座谈会

11月 2日，商会在兴国路办公室一楼召开互联网金融企业座谈会。商会法
律专委会主任陈午雄，理事王奇雄 、童雪汀、黄雪珍、陈爱柔、张明海等从事

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会员约 20人出席会议。秘书长周波主持了会议。
本次座谈会主要内容是讨论商会即将召开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工作会议的主

要议题以及筹建商会互联网金融企业自律组织的相关事宜。大家围绕这些议题展

开了热烈讨论。（来源：秘书处）

商会支持“上海公益伙伴日”活动

10月 30日至 11月 1日为期 3天的第五届“上海公益伙伴日”活动在上海
公益新天地园举行。商会副秘书长顾永伟等于 11月 1日下午应邀参加上海公益
伙伴日的答谢仪式，顾永伟代表商会上台接受授牌表彰。（来源：秘书处）

杭州湾新区领导莅临商会交流考察

11月 3日下午，宁波杭州湾新区投资合作局副局长朱炎新、科员蒋秧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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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哈生等一行 3人莅临商会。商会秘书长周波、副秘书长顾永伟等进行接待。
朱炎新详细介绍了杭州湾新区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政策，希望在年底可以和商

会做一些对接，并希望未来可以与商会建立深度合作的关系。

周波介绍了商会目前的发展情况，他表示，商会一直在配合宁波许多区县的

招商引资工作，“服务会员、服务宁波、服务上海”是商会的职责所在，期待能

与杭州湾新区一起做一些有利于沪甬两地经济的事情。（来源：秘书处）

商会搭台 校企“联姻”共发展

——商会女企业家联谊会走进中侨学院“抢才”

11月 11日，商会为了探索校企合作模式，促进校企交流合作，实现校企共
建双赢，由商会女企业家联谊会牵头组织的企业家一行 40多人走进上海中侨职
业技术学院开展“校企对接”活动。活动主要内容有：举办校企对接座谈会、企

业与学生就业对接、企业家与贫困优秀学生对接。

会上，企业家一行和校方领导、师生围绕“校企资源对接、人才供需、捐资

助学”等内容进行了交流互动。

周波和蒋志明分别代表商会和中侨学院签署了“校企合作战略协议签约仪

式”，旨在搭建校企资源对接平台，重点解决校企人才供需问题，促进校企交流

合作，实现校企共建双赢。

女企业家联谊会还倡议建立助学基金，让心怀爱心的企业家们通过这个方式

做教育慈善，为教育事业做贡献。陆帼瑛和严红娟现场表示各出 1万元参与该助
学基金的筹建，在座企业家们也表示积极参与。

据悉，此行活动，8位企业家与中侨学院 9名学生做了助学结对，分别为：
陆帼瑛(对接 2名学生)、李吕滨、徐子艺、赵宏业、 郁好、周波、刘译霞、郑

雯方。（来源：秘书处）

商会青年联谊会召开会长联席会

11月 2日，商会青年联谊会会长联席会在巨鹿路 872号举行，青联会长陶
昕、严文统、刁建敏及相关联席会骨干等十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有：

一是确定在 11月 20日举行一次青年联谊会破冰之旅，通过召集青年联席会
会员进行一场线下形式多样的联谊活动的方式，增加大家的了解和认识，为今后

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二是商讨建立形式各样的兴趣交流线下小组，比如创新创业群，运动“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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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投资理财群，小资养生群等方式，切实为会员谋福利，促进会员的沟通。

三是筹划建立会员展示和需求平台，通过展示会员企业的商业模式，提供会

员的需求对接方式，发挥商会回归商业本质的特点，为商会企业发展助力。

会上确定每季度召开一次会长联席会议，来商讨青年联谊会的发展的活动安

排，并可以根据会员需求提供个性化帮助。（来源：商会青年联谊会）

商会青年联谊会组织第一次羽毛球活动

11月 4日晚，商会青年联谊会在卢湾体育馆组织了第一次羽毛球活动。
青联会成员邬生吉、岑仲浙、全开明等参加了活动。会员们在得到锻炼的同

时，也加深了感情。

据悉，本次场地问题在青联会成员秦海勇的大力支持下解决，今后每周三晚

上都在固定场所有羽毛球活动，希望大家踊跃参加。（来源：商会青年联谊会）

龙元、致达荣登 2015中国民企 500强

11月 16日消息，中国民营企业联合会、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企业研究中心
联合发布《2015中国民营 500强企业榜单》，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致
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荣登其榜！（来源：信托周刊，商会秘书处摘编整理）

爱谱华顿集光安防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近日，2015年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评选结果出炉，爱谱华顿集团旗下的核
心子公司——上海集光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榜上有名，标志着集光安防成功获

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来源：爱谱爱华顿网，商会秘书处摘编整理）

美中安和医疗举办沃尔曼技术推广新闻发布会

11月 2日上午，美中安和医疗集团旗下义乌市九三微创医院成功举办“半
价诊疗 惠动义乌”沃尔曼技术临床应用推广新闻发布会。上海男科专家会

诊中心代表石祚民教授出席了此次活动。此次由上海专家团引领国际沃尔曼技术

【会员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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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应用推广，义乌九三微创医院做为义乌地区唯一临床基地，标志着九三微创

医院男科诊疗技术达到国际同步水平，并给义乌男性患者带来福音。（来源：美

中安和医疗网，商会秘书处摘编整理）

“名伊堂”举办秋季保健“调四高”健康讲座

为企业家健康保驾护航：情系甬商——“名伊堂”健康之旅

在女企业家联谊会的支持下，商会理事、名伊堂(上海)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于 10月 29日下午举办了秋季保健“调四高”的健康讲座。商会秘书长周波，

女企业家联谊会会长陆帼瑛，副会长张惠春、陈东兰、钱光云，镇海驻沪办主任

范振芬，上海市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陆国樑等 40人出席了讲座。

讲座中，著名养生文化研究者李文友，海派中医颜氏内科第四代传人、医学

博士胡琪祥分别分享了唐代养生家孙思邈的养生法、国医大师颜德馨养生法。

讲座还进行了名医专家团队与企业家们的面对面咨询、互动环节，以及抽奖

环节和专家问诊环节。（来源：秘书处）

小型微型企业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

一、主要内容

本市小型微型企业新招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年度本市户籍学生，签订 1年以上劳
动合同，并按规定在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办理用工登记备案手续并按时足

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且高校毕业生为毕业后初次就业的，可申请社会保险补贴。

自 2014年 10月 1日起执行至 2015年 12月 31日。

二、适合对象

符合《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划分条件的小型、微型企业

三、支持方式

按本市上年职工平均工资 60%作为缴费基数计算的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50%。
补贴期限按单位实际使用毕业生的月数计算，最长不超过 1年。

【政策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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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机构

纳税地所在区县就业促进中心

五、政策依据

《关于做好本市小型微型企业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工作的通知》

沪人社就发〔2014〕43号

2016年核心电子器件等产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申报

一、申报日期

电子版提交：2015年 12月 1日前
纸质版受理：2015年 12月 16日

二、申报机构

市经济信息化委电子信息产业处

汪潇、黄佳 23112675 23112646

三、具体内容参见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核高基专项管理办公室《关于“核心电

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2016年课题申报的
通知》的通知

http://www.sheitc.gov.cn/xxfw/668494.htm

（来源：上海中小企业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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