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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动 态 
2017－20（总第 55 期） 

 
上海市浙江商会秘书处     2017年 11月 30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重要信息 ■ 

▲ 11 月 20 日，第五届外滩国际金融峰会成功举办。本次外滩国

际金融峰会以“金融新起点”为主题,由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和上海

市浙江商会共同主办，复星集团承办。商会会长郭广昌，名誉会长郑

永刚、周成建，商会监事长应裕乔，执行副会长杨国平、张幼才、杨

震华、虞晓东、徐增增、罗欣、林振，青企协会长王均豪，党委副书

记、秘书长吴仲春，副会长陈合林、祝健、叶志、吴文新，法国前总

理让-皮埃尔·拉法兰，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屠光

绍，上海市金融党委书记、市金融办主任郑杨，黄浦区区委书记、区

长杲云，区委常委、副区长陈卓夫等国内外有关领导，中国科技大学

常务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潘建伟，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亚布力

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陈东升等专家学者、金融和企业界代表出席。

郭广昌在致辞中表示，金融是产业闭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论坛对

话环节，郑永刚指出金融行业的属性是服务业，要稳健经营做好风控。

周成建指出要在过剩中寻找差异，跟随消费者定位品牌。王均豪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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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需要走出去，民营金融需要支持。 

▲ 11 月 29 日上午，以“聚力拥抱新时代，开放创新立潮头”为

主题的第四届世界浙商大会在浙江杭州开幕。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车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党组书

记、全国工商联常务副主席徐乐江出席大会。浙江省省长袁家军主持

开幕仪式。商会会长郭广昌，名誉会长周成建，党委书记陈爱莲，轮

值会长王均金，监事长应裕乔，青联主席鲁伟鼎，执行副会长张国标、

喻渭蛟、陈德军、徐增增、杨剑、林振，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吴仲春，

副会长方加亮、吴建光、夏青、潘建清、蔡大者、王孝银、杜利峰等

出席。开幕式上，王均金等 15位知名浙商荣获“2017 全球浙商金奖”；

万向集团有限公司、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10家企业荣登浙江省首

次评选出的“四个强省”领军企业榜单；王建沂、王均金、林东率领

宗馥莉等 40 余位新生代浙商齐声朗诵《第四届浙商大会浙商宣言》；

浙商总会宣布发起新时代浙商振兴实业行动，商会党委书记单位万丰

奥特集团等 100家优秀企业将募集 1000亿元资本作为新实业基金；举

行“一带一路”浙商基站启动仪式，捷克站、新加坡站、波兰站首批

启动的三大浙商基站正式进入建设进程，商会执行副会长单位富春集

团、圆通速递等参与其中。 

▲ 11 月 30 日，2017 年省外、海外浙江商会引进办（联络处）回

归投资项目对接会在杭州顺利召开。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林骏主持会

议。商会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吴仲春，副秘书长顾国强等出席。大会

进行新增六家省内浙江商会引进办及五十三家海外浙江商会引进办的

授牌仪式。交流发言环节，吴仲春代表商会“汇报好成绩”、“分享新

想法”、“总结新经验”。林骏在讲话中表示，浙商回归前景广阔，做好

浙商回归工作任重道远，并对今年回归工作提出三点想法，提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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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回归工作规划和对深化浙商回归的三点要求。 

 

■ 商会动态 ■  

▲ 11 月 21 日，商会女企业家联谊会一行走进中侨学习考察并开

展十九大精神宣讲学习活动。女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严红娟介绍中侨

学院概况，副会长杨澜、黄伟军做交流发言，秘书长张靖做总结发言。

会前，女企业家一行参观实训基地，并在音乐教室即兴合唱《我爱你，

中国》。 

▲ 11 月 21 日下午，商会秘书处青年工作部一行拜访水星家纺。

第六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商候选人、商会副会长单位水星家纺副董事长

李来斌热情接待并接受青年报专访。 

▲ 11 月 22 日，商会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吴仲春一行拜访上海宝

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商会副会长胡明宝热情接待并分享集团品牌战

略、发展战略和管理经验。吴仲春表示，相信未来巨大的市场空间必

定能为宝燕带来新一轮的跨越式发展，商会将搭好平台，全力助推企

业发展壮大。 

▲ 11 月 22 日上午，商会与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签约仪 

举行。克拉玛依市委副书记、上海援克指挥部总指挥姜冬冬表示，将

全力建设一座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商会党委副

书记、秘书长吴仲春表示，浙商品牌将通过这条丝绸之路走向西方，

走向欧洲。 

▲ 11 月 24日，第四期全国各省（市）浙江商会会长培训班赴上

海交流考察活动成功举办。培训班一行由本期班长、山西省浙江企业

联合会会长彭衍吾带队，先后参观了杉杉控股、上海市浙江商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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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金融中心复星集团总部、上海化工研究院，并在浙江省工商联副巡

视员吴永平的主持下组织学习研讨十九大精神。商会名誉会长郑永刚

分享企业发展经验和对“中国机遇”的展望，并寄语青年抓住时代机

遇，踏实做事、正直做人；青企协轮值会长郑驹分享企业“三大管理

模式创新”。商会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吴仲春介绍商会及在沪浙企情况。 

复星集团地中海俱乐部大中华区副总裁孙法泉、复星集团公共事务与

企业传播部副总经理洪亮介绍集团发展概况和企业战略，并带领参观

复星艺术中心。上海保健协会会长、上海化工研究院副院长陈保华做

《上海化工研究院的高新科技与健康产业》主旨演讲，分享行业动态

和未来发展方向。 

▲ 11 月 28日，医委会联席主任黄荷凤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 近日，商会秘书处走访上海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李渔

酒业有限公司。常务理事甄清波、理事潘卸洪热情接待并介绍企业创

业历程、发展规划，表示将全力支持商会工作，坚守初心，继续前行。 

 

■ 会员扫描 ■ 

▲ 11 月 11 日上午，农业部和江苏省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全国新

农民新技术创业创新博览会顺利举办。万向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鲁伟鼎参加大会并在首届中国农村创业创新论坛上作发言。 

▲ 11 月 16 日， 由新三板在线发起主办的“2017 新三板峰会暨

第二届金号角奖颁奖盛典”召开。杉杉能源荣获 2017年度十大品牌新

三板公司金号角奖。 

▲ 11 月 18 日下午，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枫林校区一号科研楼“复

星楼”正式揭牌。复星集团于 2015年向复旦大学捐赠 1亿元设立“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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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复星健康梦基金”，主要用于建设复旦大学枫林校区一号科研楼。

根据规划，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和公

共卫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一批优秀的科研团队将入驻“复星楼”。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复星国际 CEO汪群斌，

复星国际联席总裁、复星医药董事长陈启宇，复星高科党委书记、复

星国际高级副总裁、复星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李海峰等出席。 

▲ 11 月 18 日，第四届“最美企业之声”系列展演活动及颁奖活

动在杭州举行。均瑶集团选送的企业宣传片荣获“最美企业之声”银

奖，报纸《均瑶新闻》和杂志《均瑶时空》荣获“最美形象之声”代

言作品。此次评选活动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中国大众音乐协会联合

主办。 

▲ 11 月 18-20日，农业部在绍兴举办农业企业家座谈会。均瑶集

团总裁、全联农业产业商会会长王均豪在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

业负责人培训班上作发言。农业部副部长叶贞琴出席会议并讲话。 

▲ 11 月 20 日，复星集团推动银联国际与葡萄牙商业银行（BCP）

达成战略合作，将实现欧洲首家本地金融机构发行银联卡。复星国际

董事长郭广昌表示，希望这次合作能为金融“一带一路”的建设做一

些贡献，更好地助推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发展、在当地“一带一路”产

业的发展。 

▲ 11月 20日，水星家纺正式登陆上股 A版，股票代码为 603365。 

▲ 11 月 22 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冯明率省人大代表财经

组相关领导到访万丰航空小镇专题调研。新昌县委书记邵全卯等陪同。

调研组一行听取万丰集团董事局主席陈爱莲的汇报，实地考察并详细

了解规划和建设情况。冯明表示，希望万丰集团巩固发展的丰硕成果，

为中国民营企业发展通航产业提供万丰样本、万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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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2 日，中国道路运输协会第五届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

2017 中国道路运输年会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民政

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陈儒茂等出席。会上，大众交通集团董事长

杨国平等 10位企业家荣获服务中国道路运输行业终身荣誉奖。中国道

路运输协会会长王丽梅向杨国平颁发奖牌及荣誉证书。 

▲ 11 月 22 日，沈阳市于洪区“两大千亿”产业集群重大项目签

约仪式在沈阳市迎宾馆隆重举行。沈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桂香，

副市长阎秉哲，于洪区委书记王忠昆，区长王庆海等出席。会上，三

盛宏业与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签订大数据产业园投资协议。会后，

辽宁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易炼红，市长姜有为会见三盛宏业董事

长陈建铭等企业家。 

▲ 11 月 27 日，宁波中心超高层项目开发合作暨战略框架协议签

约仪式在宁波杉杉大厦隆重举行。鄞州区区长陈国军、东部新城建设

开发指挥部总指挥诸国平等领导出席签约仪式。上海建工党委书记、

董事长徐征，绿城中国执行总裁应国永，杉杉控股董事局主席郑永刚

出席并致辞。郑永刚表示，宁波中心超高层项目是自己回报家乡的一

个心愿，希望能够把它打造成为全世界超高层建筑的精品。 

▲ 11 月 27日，由中国饭店业协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饭店业

大会在海口盛大开幕。会上，远洲集团旗下临海远洲国际大酒店荣获

“2017国际饭店业十佳好评热选酒店”称号。 

▲ 近日，万向精工两台轮毂单元 AK/泥水和一台旋转弯曲疲劳试

验机通过德国大众（全球）认证认可。到目前为止，万向精工是德国

大众（全球）在国内的唯一一家自主品牌轮毂单元供应商，也是唯一

一家试验机通过大众认证认可的内资企业。 

▲ 近日，上海凯泉首次进入欧洲核电站。上海凯泉参加英国欣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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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角核电站核岛内核三级排水泵投标，最终成功拿下该订单。 

 

■ 其他商会动态 ■ 

▲ 11 月 25 日下午，婺商总会成立大会在金华市文化中心举行。

上海市浙江商会执行副会长、女企业家联谊会会长、新光集团董事长

周晓光出席并当选为首届婺商总会副会长。金华市委书记赵光君、市

委副书记、代市长尹学群等领导出席，金华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郑

余良主持大会。新当选的婺商总会会长徐永安表示，将通过这个平台，

把婺商团结起来，为金华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 11 月 27 日下午，上海市浙江温州商会第一届第三次会员大会

在万和昊美艺术酒店隆重举行。浙江省人民政府驻沪办主任朱绍平,上

海市浙江商会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吴仲春等领导和嘉宾出席。商会会

长厉育平在致辞中寄望温商把握新时代、看准新路径、拟定新目标，

实现新梦想。朱绍平在讲话中鼓励温商企业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为

社会主义经济贡献力量。在庆典晚宴上，商会名誉会长杨介生、爱尔

兰驻沪总领事何莉、白俄罗斯驻沪总领事瓦列里·马采利分别致辞。 

 

■ 参考信息 ■ 

▲ 马云对话全球浙商：今天的中国是最佳经商时代 

11月 29日，浙商总会会长、上海市浙江商会名誉会长马云在第四

届世界浙商大会上，向在场 2000多名浙商代表分享了他对当前国内外

形势的思考。 

以下是马云对话全球浙商精华摘要： 

1、今天的中国，今天的时代，是最佳经商时代。今天有几个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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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第一中国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第二是中国在

国际上想解决的是“一带一路”给大家带来的机会，国内打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给我们每个人的机会很大。 

2、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老百姓的安全，凭着政治稳

定、社会安全，加上整个经济依旧保持 6%以上的增长，这个国家的经

商环境是最好的。 

3、十九大报告我自己看了很多遍，公司内部学了很多遍。我跑了

那么多国家，中国有两个优势我感触很深，第一个中国政治稳定，全

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的环境。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五年里，我真的

是越想越了不起，自我提升的能力，自我革新的能力。 

4、也许以前我们的企业是等政策，未来的企业真是要懂政策。十

九大报告我自己已经看了很多遍了，我们公司的各个部门都在看。我

学这个就是问一个问题，我们为落实十九大政策可以做点什么。 

5、在省内，杭州湾地区，我觉得机会太好了。全世界有做得好的

湾区，东京湾、纽约湾还有美国的加州湾，杭州有这个想法这个格局，

加上我们的地理位置，加上未来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

化，这个趋势我自己觉得我们省内有无数的机会，国内无数的机会，

全球无数的机会，更何况这次技术革命给我们带来无数的机会。 

6、过去的全球化停留在 6万家大企业，是发达国家的全球化，大

企业的全球化，原则上在全世界各地掠夺资源、掠夺低成本、劳动力，

导致了今天全球化全世界都在反对。这一轮的全球化，“一带一路”

是中国发动的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应该是为全人类谋福，为当地创

造就业、创造税收。所以只有这样的思考，你才有可能在这一轮全球

化中获益。 

7、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你必须要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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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中国企业今天再想在全世界去出口，还是靠卖便宜货，还是靠

杀价格，中国的企业会越来越不受人尊重，你必须要有新的理念、新

的思想、新的经商模式，去当地做一些当地做不了的事情。 

8、“一带一路”给中国所有的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

沿着“一带一路”卖东西，但我希望到当地不是去卖商品，我们去当

地创造价值，在当地创造就业，当地创造税收，当地人做不到的事情，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受人尊重，这是我们面临的巨大的挑战，也是我们

巨大的机会所在。 

9、多思考“换道超车”。弯道超车成功的概率太低，第一违反交

通规则，第二，十超九翻，第三你已经落后了，人家高手怎么让你超

过，这是想象。换道超车，在另外一个道上，在另外的思考角度上，

抓住下一波。 

10、做企业，作为一个领导者，就是造势、借势、顺势。造势是

很难的，但是顺势而为，借势而为很重要。所以今天技术革命的大浪

是远远出现一个巨大的势，你可以借这个势。 

11、很多人觉得 eWTP 为什么要你们一个企业来做，这都是国家搞

的政府搞的，你一个企业干嘛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你得一个一个说服。

我的回答是说，为什么企业不可以干呢。生意是由企业决定，政府支

持，而不是政府决定企业执行，原来的全球化、原来的是 WTO 是 200

个部长坐在一个房间里讨论达成一个事情，其实很难的。一百个商人

坐在一个房间里面一定能磨合出一点东西出来。 

12、你的眼光看一个县你做一个县的生意，你的眼光看一个省你

做一个省的生意，如果你的眼光和能力能够覆盖全球，你就成为全球

的企业家。每一个企业家要明白我有什么、我要什么、我愿意放弃什

么，把这些问题想明白了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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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如果你想今天做全球化，不可能是明天成功，你至少得准备

十年。阿里巴巴大概花 3 年时间可以建一支全球化的团队，但是我们

至少从今天开始，要花 12年左右时间才可以把阿里巴巴变成一家有全

球化文化的公司。这是一个漫长之路。做任何企业，尤其小企业，千

万不要以为你明天就会成功，快速成功者必然快速灭亡。 Easy 

come,easy go. 

14、中国市场原来很大但很薄，今天中国市场已经有厚度。有 3

亿的中产阶级，2 亿在走向中产阶级的人，四五亿中等收入以下的人，

这个市场的分级也非常之好。 

15、未来的挑战，第一是技术对每一家公司的挑战之大，超过你

的想象。第二今天我们做生意的方式方法必须改革，认真去看一下十

九大两个主要矛盾，不平衡性、不充分性，尤其是不平衡性放在前面，

这中间有经济结构的不平衡、环境的不平衡、贫富的不平衡、区域的

不平衡，然后再加上一个不充分性。 

16、中国人喜欢低调的人，我算是个另类，他们觉得你怎么那么

高调？又是唱歌、拍电影，反正该折腾的都折腾过了。其实，这是人

的性格决定命运，这是我自己的性格。然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老师，

老师就是分享。我没受过商业的训练，我以当一个老师的状态在做一

个企业家，当老师希望所有的学生超过自己。人家怎么看我？我也不

知道，其实我都想过以后说，死掉以后墓碑上写一个什么字？我说杭

州人、杭州佬，喜欢太极拳，干过很多事，顺便还做了一个企业。反

正我希望我自己活得快乐一点，尤其我今天我越快乐我的同事们就越

快乐。 

17、我关于让别人更好，思考让别人过得更好一点，不是今天有

这个想法，不要说小企业，我现在没钱，等我有钱了以后我自然做一



11 

 

些好事，你是永远做不大的，也不可能永远有钱。我是从第一天湖畔

大学创立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这些想法，这个我从来没有改过。你只有

第一天就这么思考，你才能睡得着觉。第一天起树立自己这些东西，

极其之关键，否则总有一天你晚上睡不着觉，那就麻烦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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