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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启动“走进会长企业”系列活动

——裘东方主持召开二届十一次会长扩大会议

商会会长裘东方于10月13日下午在商会主持召开了二届十一次会长扩大会

议，研究部署商会下一阶段相关工作。会长赖振元、严健军，常务副会长叶立培、

应裕乔、虞晓东、蒋良德、杨文仕出席会议，老领导张亚培、李俊民，商会副秘

书长季建钢、周波，韩清凯等列席会议。

会上，周波作秘书处近期工作汇报，对“新甬商普陀行”、“走进会长企业”、

甬商电子元器件走进航企恳谈会、建筑建材服务平台建设等几项重要议题进行通

报。同时，汇报了商会 2016年年会筹备工作情况。

在讨论交流环节，会长们对商会几项重点工作进行了充分交流探讨，并达成

共识。他们一致认为，“走进会长企业”系列活动的不定期开展，对当下经济热

点和企业成功之道进行分享，促进会长、理事之间的交流沟通，有利于营造一个

更加直面、相互学习、解决问题的交流环境。

裘东方对秘书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希望秘书处再接再厉，推进商会工

作再上新台阶。

最后会议通过了发展和增补石国华、陈闻涛、汤振浩等 19位理事推荐名单，

还通过了裘东方提出由周波担任商会秘书长的提议。根据商会章程，该提议将在

下一次理事会上确认。（来源：秘书处）

商会积极参与“公益伙伴日” 传递社会正能量

——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领导莅临我会调研指导

日前，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副局长贾勇莅临我会调研指导工作，并进行了

交流座谈。商会会长裘东方，市社团管理局社团管理处处长周崴，商会秘书长周

波，商会副秘书长、保集集团总裁秘书韩清凯参加了座谈会。

会上，裘东方向来访领导介绍商会情况。贾勇对商会工作表示肯定，并鼓励

商会再接再厉，把商会工作做得更好。同时，贾勇还就即将举行的第五届“上海

公益伙伴日”活动方案进行介绍。裘东方表示，商会将积极参与支持此次活动，

加强商会和公众之间的互动交流，激发会员投身公益事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期间，裘东方还与上海市经信委央企服务处调研员马峰进行了交流，双方就

宁波港口经济圈发展进行了探讨，期望商会在宁波与沪央企之间搭起交流合作的

桥梁。商会常务副会长虞晓东、廖文剑，秘书长周波陪同接待。（来源：秘书处）

【商会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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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商联领导来访商会进行调研座谈

10月 22日下午，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调研部部长张捍、副部长封丹华等一

行 5人专程来商会进行调研座谈，商会副秘书长顾永伟热情接待。

双方就商会建设、近期商会工作、发展澘力和商会实行会长轮值摸式等方面

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在座谈中，顾永伟重点介绍了商会前一阶段，在更名、登记、

注册为上海市宁波商会的过程中，有关申报程序、环节、内容的情况。张部长对

商会实行会长轮值制运作模式、商会工作著有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商会注

册登记程序清晰、材料齐全表示满意，认为宁波商会申报注册登记的工作经验，

是对其他准备注册登记的商协会有很好的示范作用。（来源：秘书处）

会长分享平台话发展 首期聚焦保集工业 4.0
——商会“走进会长企业”分享会在保集首次举行

10月 22日，商会“走进会长企业”分享会在会长裘东方企业——上海保集

(集团)有限公司首次举行。商会部分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理事以及相关专家等

围绕工业 4.0发展趋势、保集智能制造创新基地分享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

会长裘东方出席并主持会议。他简要介绍商会工作情况和此次会议初衷。

克而瑞信息集团产业地产事业部总经理、浙江大学特聘教授高晓伟图文并茂

并结合相关案例生动地和大家分享了工业 4.0发展趋势。

上海保集顾臻公司营销副总经理赵麒对保集智谷基地和宝山区相关政策进

行分享。上海保资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英对该基地投资情况作了补充介绍。

此次参会人员有商会常务副会长廖文剑，副会长陈志龙、陈泉苗、李绥、周

尧益、陈优林、潘以南、刁建敏，理事严文统、岑岳凤，秘书长周波，副秘书长

韩清凯等。

在分享会互动环节，与会者都作了自我介绍，并围绕工业 4.0和商会平台模

式方面内容进行了交流。他们一致认为，分享会是商会工作手段和服务模式的一

种创新，不仅让会长们分享到当下经济热点话题和企业成功之道，还可以加深会

长们之间的了解，促进交流合作，增进情谊，增强商会凝聚力。（来源：秘书处）

三方结成战略伙伴，携手发力供需对接

——商会秘书处赴市电子商会及电子元器件行业协会学习考察

日前，商会秘书长周波携工作人员一行 3人前往上海电子商务和上海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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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器件行业协会进行学习考察，受到了上海电子元器件行业协会秘书长张定华、

上海电子商会常务副秘书长刘龄华热情接待，三方就如何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拓

宽会员产品销售渠道进行了深入探讨。

座谈中，周波介绍了商会的基本情况和近期主要工作，并介绍了宁波人在上

海从事电子及元器件的企业的情况。张定华和刘龄华均认为上海宁波商会的工作

及会员服务措施值得学习和借鉴，对搭建供需对接服务平台这一想法表示充分的

肯定和认同，并表示大力支持。

会谈三方达成共识，认为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很有必要，并计划在年内由上海

市宁波商会、上海电子商会和上海电子元器件行业协会三方联合举办电子产品供

需对接会。会后，周波一行还参观了上海仪电集团展示厅。（来源：秘书处）

兄弟商会秘书长莅临我会交流工作

9月 25日下午，商会副秘书长周波在商会会议室接待了上海市社会团体管

理局社团管理处章震球、徐州上海商会秘书长周易、上海四川遂宁商会秘书长张

丹、上海湖北襄阳商会执行秘书长刘菲、上海安徽淮南商会执行秘书长童西永、

上海蚌埠商会秘书处王占军、上海安慈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许晓瞳一行，并进行

座谈交流。

座谈中，周波介绍了商会的组织架构及未来一年的工作打算，秘书长们也分

享了各自商会的工作经验。

章震球表示，商会之间通过走动，彼此了解，分享经验，对各自商会工作具

有借鉴意义。希望大家多参与互访活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来源：秘书处）

商会女企业家“走进会长企业”系列活动之走进 GQY

10月 16日-17日，商会女企业家联谊会举办了“走进会长企业暨东钱湖休

闲游”活动。女企业家联谊会会长陆帼瑛携其部分副会长、会员等 80多人参加

了此次活动。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秘书长董敏、副秘书长童立平，商会副会长

潘以南、陆孜浩，理事石国华、潘钰华、汤振浩、赵宏业、金池英、童雪汀、陈

冬兰、徐睿，秘书长周波、副秘书长韩清凯，镇海区驻沪办主任范振芬、上海浙

江商会副秘书长雷坤等应邀参加了活动。

16日上午，女企业家一行参观了商会副会长单位——宁波 GQY视讯股份有

限公司，GQY董事长郭启寅热情接待和陪同。在 GQY创业创新分享会上，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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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分享学习了 GQY的创新经验，并围绕创业创新、乡情乡谊、服务家乡等话

题畅所欲言。当日，女企业家一行还来到商会会员企业——宁波互生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互生董事长潘慧霞热情接待并分享了其公司品牌特色。

此次活动得到上海嘉明房地产经纪事务所的大力支持。在嘉明事务所副总经

理金池英的带领下，与会者品尝宁波美食，感受了浓浓的乡情。17日上午，大

家环湖骑车、坐船游览，感受了东钱湖的美景及其蕴藏着的巨大商机。

活动最后一站，女企业家参观宁波帮博物馆，学习宁波帮发展历史和精神。

镇海区驻沪办主任范振芬及镇海区妇联主席王晓红、镇海区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励

佩燕接待并陪同。（来源：秘书处）

哈尔滨杉杉奥莱盛大开业 郑永刚致辞对其信心满满

9月 26日，全国连锁、全新业态的国内最大全室内奥特莱斯——哈尔滨杉

杉奥特莱斯在利民开发区盛大开业，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孙尧、省政协副主

席赵雨森、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东华等领导出席了开业剪彩仪式。知名艺人

赵薇、王祖蓝以及来自全国各地千余名品牌代表、业内精英等参加了庆典。

杉杉控股董事局主席郑永刚先生为庆典致辞时提到，哈尔滨杉杉奥特莱斯是

集团迈出全国连锁经营战略脚步的关键，是继宁波杉井奥特莱斯成功运营之后的

第二家奥莱店。在积累了诸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他有信心，哈尔滨杉杉奥特莱

斯将会交出令人满意的业绩单。（来源：杉杉集团网 商会秘书处摘编整理）

保集象山府：回归之作 荣耀开启

10月 10日晚，商会会长单位、保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家乡宁波的回

归之作——象山府在黄浦江游船上举办项目品鉴会。同时，由保集控股集团和象

山上海经济建设促进会共同组织的“极致人生·预鉴保集”象山企业家联谊互动、

共聚沙龙也在此举行。商会会长裘东方，商会常务副会长杨文仕，副秘书长周波，

象山县和上海相关政府部门领导、相关知名企业高层领导等 100多人参加活动。

会上，象山县人民政府驻上海工作处主任徐惠芳、保集控股集团书记张帆分

别致辞，保集地产集团总裁戴东行宣布象山府鸣笛“启航”，国家住房和城乡建

【会员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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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处长楼乃琳为保集颁发“A级住宅认定预审证书”，中

国指数研究院营销总监张妙芳为保集颁发“2015中国房地产百强之星”牌匾。

活动现场，展示了 2015年保集全新产品系列，并重点展示了保集在上海的转型

代表作——保集澜湾、保集佘山和保集顾村等项目，涉足高端住宅、养老地产和

产业地产等多个领域。（来源：商会秘书处）

龙元进军 PPP业务 联合调研会上探讨发展模式

自龙元进军 PPP业务以来，在 PPP领域的推进情况备受市场关注。9月 7

日下午，龙元公司总裁赖朝辉、龙元明城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颜立群

和董事会秘书张丽接待了由安信证券、申万宏源、国泰君安等三十余人组成的机

构投资者联合调研。与会者就 PPP相关情况与龙元公司领导作了深入沟通交流。

赖朝辉表示，从政府密集出台关于 PPP政策看出，国家对 PPP的重视程度，

这为龙元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龙元将借助 PPP的东风，整合市场资源，

推进 PPP业务发展。据了解，去年龙元设立全资子公司龙元明城投资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专门负责 PPP业务的发展，具备基建及市政项目投融资、施工管理、

资本运营等丰富的经验。今年上半年，龙元 PPP项目业务势头较好，今后将继

续推进 PPP业务发展。（来源：龙元集团网 商会秘书处摘编整理）

宏润近期项目喜讯连连

9月 10日，宏润杭州地铁 2号线 SG2-19标下行线盾构顺利始发。本次下行

线盾构的成功始发，是宏润 19标项目区间隧道施工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9月 29日，宏润奉化惠政东路一号地块拆迁安置用房项目开工。该项目由

宏润公司与奉化市惠业建设有限公司以合作—建设形式实施。其项目部力争将本

工程建成安全文明样板工地、绿色节能环保工程，计划提前六个月实现项目竣工。

9月 30日，宏润武汉刘店立交岱黄公路提前三个月通车，标志着宏润建设

在武汉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领域开启了新篇章，树立了新品牌。（来源：宏润集

团网，商会秘书处摘编整理）

浙亚投资有限公司盛大开业

10月 20日上午，上海浙亚投资有限公司举行了开业庆典。商会秘书长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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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女企业家联谊会会长陆帼瑛、副会长钱光云、陈东兰以及部分会员前往道贺。

周波和陆帼瑛分别代表商会及女企业家联谊会讲话，并祝张亚芬单位----上

海浙亚投资有限公司开业大吉、财源广进，并在未来的日子里稳步前行、做大做

强。其董事长张亚芬对商会一行的到来表示感谢，并表示有信心将浙亚做好，也

希望将来可以为商会及女企业家联谊会做出贡献。（来源：秘书处）

2016年度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项目申报

一、申报日期

网上填报：2015年 10月 14日至 11月 2日

书面受理：2015年 10月 28日至 11月 3日

二、申报机构

各区县科委报市科委

市科委基础处电话 23112530；项目管理中心电话 63875151转 665

网上填报电话 64680066；书面受理：曹飞宇 电话 33637937

三、具体内容参见

《关于组织申报 2016年度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项目的通知》沪科〔2015〕

459号号（http://www.stcsm.gov.cn/gk/kxjgxm/ktsbzn/342351.htm）

四、申报要求

1、启明星计划（A类）面向在沪高校、科研院所等科研单位的青年科技人员。

申请者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并有主持基础研究课题的经历。

2、启明星计划（B类）面向在沪企业（包括转制科研院所）具有硕士（含）以

上学位的青年科技人员。项目承担单位须在 2013年 1月 1日前注册成立，

注册资本金 500万元（含）以上，且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

3、申请者年龄应截至 2016年 1月 1日未满 35周岁（1981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且每年在沪实际工作时间不少于 9个月，与其所在单位合同期限覆盖本计划

项目的执行期限。

4、为提高申报项目质量，2016年度启明星计划实行单位遴选，择优申报。

近两年未获资助的单位（以法人单位计）可申请 1项。

（1）A类：各单位择优推荐的项目申请数及申报注意事项，另行通知。

（2）B类：由各区县、企业集团自行组织遴选，择优向市科委统一申报，

【政策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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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非中央直属、非上海市属企业的申请者须经所在区县科委审核遴选后推

荐申报。

5、启明星计划的遴选采用第一轮网上评审、第二轮见面会评审的方式，

如申请人本人未能参加见面会，将被视作自动放弃。

2016年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项目申报

一、申报截止日期

2015年 11月 30日

二、申报机构

各推荐部门（单位）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

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墙体材料革新处

联系人：厉超 010-58934561

三、具体内容参见

《关于组织申报 2016年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项目的通知》建科墙函[2015]139号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510/t20151019_225257.html）

四、申报要求

（一）工业化方式建造的建筑工程类示范项目一般应由建设或开发单位申报，或

由建设、开发、施工总承包、施工、设 计、示范技术的技术依托单位等联合申

报；也可经建设或开发单位同意后，由设计、施工总承包单位联合或其中一家单

位申报。部品生产类示范项目由生产企业申报。

（二）示范项目的申报单位，应先完成建设立项审批的各项程序，具备工程建设

条件且尚未完工的项目方可进行示范项 目申报。

（三）在符合基本要求的基础上，满足以下一种或以上条件的项目给予优先支持：

1、获得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准；

2、能体现建筑产业化全产业链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

3、钢结构、木结构住宅项目；

4、在关键技术上有突破或创新且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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