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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浙江商会召开四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合肥宁波经促会会长孔令渊被聘为名誉会长
合肥宁波商会会长邬明洋当选为副会长

安徽省浙江商会四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于
2016 年 6 月 6 日在合肥白金汉爵大酒店召开。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鹤龄、
安徽省工商联副主席耿学梅、合肥市政协副主
席华艾、合肥市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
书记夏向东以及安徽省政府参事周元菊等名誉
会长、顾问以及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出席了会议。

浙江省工商联副巡视员吴永平，安徽省合
作交流办公室副主任鲍来祥、安徽省合作交流
办公室经济联络处处长赵瑞、安徽省民管局副
局长阚家安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邀请了各地
市（县）浙江商会会长、秘书长、在皖浙江籍
异地商会会长、秘书长、在皖异地商会会长、
秘书长到会，合肥宁波商会邬明洋会长和秘书
长、副秘书长和秘书处办公室副主任参加会议，
常务副会长俞冲派代表参加会议。广大会员代
表和社会各界精英等 350 余人大家齐聚一堂，
共叙友情。商会执行会长尉俊主持了会议。

商会第三届理事会会长何建国作五年来商
会工作报告，第三届监事会主席高军作第三届
监事会工作报告。执行会长吴水英作第三届财
务工作报告和关于商会新一届交纳会费的若干
规定。执行会长朱鲸和骆恩婷分别作了关于商
会章程修改的说明、关于商会第四届理事会职
数安排的说明以及第四届领导成员选举办法等
文件。

经大会选举，新一届理事会产生会长 1 人，
监事会主席 1 人，执行会长 10 人，副会长 40 人。

安徽宝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军当
选为安徽省浙江商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商会
聘请了 5 位名誉会长和 4 位顾问，我经促会孔
令渊会长被聘为名誉会长、上届理事会会长何
建国也被聘为名誉会长。我合肥宁波商会会长
邬明阳当选浙江商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

新当选会长高军作就职演讲。他说，面对
新常态，商会要有新思路、新动作、新作为。
要强化商会班子建设，扎实工作作风，优化商
会服务平台，积极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

会上，安徽省民管局副局长阚家安、安徽
省合作交流办公室副主任鲍来祥、浙江省工商
联副巡视员吴永平分别做了重要讲话，希望安
徽省浙江商会始终要坚持服务会员，服务广大
浙商的宗旨，努力建设商会平台，为皖浙两省
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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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

2016 年 5 月 26 日上午，合肥市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市政务中心开幕。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吴存荣出席开幕式。省社

科联党组成员、巡视员宋蓓出席并致辞。市领

导张庆军、熊建辉、杨思松、韦弋、吴春梅出

席开幕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钟俊杰主持

开幕式。市直部门、市县区宣传部、各开发区

工委办、在肥高校和研究机构代表、学会、协会、

研究会代表、科普基地代表等 210 名代表参加

了会议。我宁波经促会常务副会长张兴、副秘

书长王惠英出席了会议。

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市社科联委员会，王

道才当选本届社科联委员会主席。会上，市委

书记吴存荣发表重要讲话。

吴存荣在讲话中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

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

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中央始

终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摆在重要位置。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建

设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提出明确要求。前

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立意深远、思想深刻，是新

形势下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纲领

性文献。哲学社会科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的重要工具，历来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

的重要力量。市社科联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

市社科联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有关部署要求，

精心组织重大社科项目研究，广泛进行理论宣

传和社科普及，成立了合肥市社会科学院，取

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为合肥建设与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

吴存荣强调，“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决胜阶段，我们要高举旗帜、坚定方向，

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实推进理论

武装，正确引领社会思潮，大力弘扬核心价值观，

在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上积极作为。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要联系实际、贴近群众；要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加强社科人才队伍建设，在建设地

方新型智库上不断开创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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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会员在时代吉地茶餐厅聚会

2016 年 5 月 28 日、6 月 15 日，商会邬明

阳会长和钱崇武理事先后邀请合肥宁波商会部

分理事会成员在时代吉地茶餐厅聚会。来参加

聚会的有常务副会长王益民、副会长戴可银、

郑琦、何理祥、魏则军、俞耀武、张维、朱为军、

牟永敏和理事钱崇武、李凤萍、宋恩福、吴文良、

朱明海、胡辉东、江承法，还有宋雷、汪文良等。

经促会孔令渊会长、郑元龙秘书长以及秘书处

工作人员也参加了老乡聚会。老乡相聚、无话

不谈，家乡的变化、企业的难题、互通商情。

钱崇武的朋友、浙江台州老乡周总给大家介绍

了他前不久参加翼猫科技众筹投资的情况，大

家对这个话题饶有兴趣、议论热烈。邬会长说，

听周总所说，我想这是一个新的投资理念、新

的商业模式，要在前几年我也会拿些钱去投资、

去尝试，因为我也喜欢参与投资新项目，事业

要发展必须要有新项目。前几年经朋友介绍投

资了几个项目，包括九华山水街项目、叶集房

地产项目、肥西花木城二期项目等，但只有花

木城项目是成功的。所以，我的体会投资新项

目要谨慎、要有风险意识，可以根据自己的情

况，有能力的可以去尝试，但期望值不要太高，

不能因为一个项目失误而拖跨自己的整个事业。

你想通过翼猫科技赚大钱，那就不要参加，以

免伤了自己的元气。大家都赞同邬会长的意见，

因为对这种新的商业模式还没有很了解。

老乡聚会不仅仅是吃饭喝酒聚乡情，更是

一个沟通信息、探讨新商机的平台，因此，也

是一次企业沙龙。

地处黄山路、天智路口的时代吉地茶餐厅

是由邬会长与商会副会长俞耀武等合伙投资的

休闲娱乐场所，餐厅菜肴以徽菜为主，行政总

厨李茂林系安徽省徽菜烹饪大师、黄山市烹饪

协会理事。这里环境清静，是交友、聚会的好

去处。邬会长说，我们开设这个茶餐厅主要是

方便接待我们生意上客人和自己的朋友，希望

我们商会老乡常来常往，我们一定会给予最大

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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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我商会副会长邱亮经营的博洋

家纺望江路旗舰店开业，这是博洋家纺在合肥

的第六个专卖店。邱总自 2009 年成为博洋家纺

合肥总代理以来，合肥已有销“博洋家纺”品

牌产品的专卖店和商店 12 家，据了解，邱总下

半年还将继续开设 3 家专卖店。“博洋家纺”

已经成为合肥市专卖店最多的、销量最大、营

业额最高的家纺品牌。

“博洋家纺”是宁波博洋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的主导产品。博洋控股集团前身永丰布厂，

创立于 1958 年，并于 90 年代初，作为纺织产

业改革的示范企业进行改制，成立博洋集团。

集团公司现有员工近 6000 名，拥有数十亿元资

产。企业以追求卓越、锲而不舍、高度关爱消

费者的理念和品牌化经营的发展战略，打造成

为中国企业联合会认证的国内家纺第一品牌。

家纺是博洋控股集团的核心产业之一，其产品

“博洋家纺” 以全方位的产品点缀居家生活，

它以其独特的设计魅力、温馨舒适的自然风格、

高雅的产品品质，博得了众多专业人士和消费

者的青睐。

邱总在合肥的快速发展，首先是名牌效应，

一种商品要让消费者接受、能卖出去，必须是

品质优良、质量稳定、消费者信得过的商品，“博

洋家纺”就是消费者喜爱的著名品牌。其次是

邱总的经营策略和智慧，他为了满足消费者的

需要，开设 15 个卖场遍及合肥全市，温馨的购

物环境和亲切热情的接待。期望邱总的博洋家

纺发展得更好！

博洋家纺望江路旗舰店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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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会员探求商业新模式
——钱崇武参加翼猫科技公司众筹投资

2016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 点，我商会理事、

合肥华俊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总经理钱崇武参加

众筹投资的安徽翼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业盛

典暨全国首家服务站（包河）落成典礼在滨湖

新区世纪金源大饭店隆重举行。这家公司立足

“互联网 + 大健康”产业，打造中国最大的物

联网平台，使用最先进云端技术的企业。翼猫

科技宗旨，是让大家喝上放心的水、呼吸干净

的空气、拥有良好的睡眠、吃上安全的食物，

解决人类生命安全健康问题。

钱崇武说：“现在互联网 + 广泛应用，各

种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我们要了解、研究、

选择适合自己的模式。现在大部分人对翼猫科

技这种新模式尚不了解，我了解一些，但不多。

我觉得翼猫科技的产品方向不错，都是健康产

品，市场很大；营销策略采用剃刀加刀片模式，

产品不要钱、售后服务（包括换配件）不要钱，

只收取使用费，迎合不少消费者的心里；翼猫

安徽公司的 10 几个领导都是事业有成的大公司

老板，我相信他们的眼光不会有大的失误；面

临新的机遇，我就想亲自尝试一下，不尝试就

不可能知道这种模式到底怎么样。我的原则是

合法、不违法，把可能出现的损失控制在自己

能够接受的范围内。”我们希望钱总的投资能

成功，当然翼猫科技的前景最终要让时间来验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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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前，邓小平做出指示，要“把全世界

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宁波帮”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群体，受到

如此高规格的“待遇”？

“宁波帮”是中国著名商帮，只有出生或

者祖籍在宁波的人才能“入帮”；从宁波到上海，

从香港到宝岛，“宁波帮”已经有百年历史；“宁

波帮”更是一个精英荟萃的群体：香港特区首

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都只能算“后辈”。

“宁波帮”的起源：

“宁波帮”是宁波商人在开展商事活动中

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群体称谓，是中国

历史上著名的商帮。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以后，

以上海为中心，一批宁波商人开始投资航运业、

金融业、制造工业等新兴领域，涌现出一大批

工商巨子和社会名流，形成了实力雄厚的宁波

帮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为推动中国民族工商

业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宁波帮”的“帮众”：

目前“宁波帮”已拓展到工商、科教、文

化等各个领域，活跃在世界 103 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海外“宁波帮”达 42.7 万人。

“宁波帮”的“总坛”：

中国浙江宁波市及其所辖区域。

“宁波帮”的前辈“祖师爷”：

早在 1854 年，“宁波帮”的先驱费纶志、

李也亭、盛植管就集银７万两，向英国购买了

中国第一艘轮船，取名“宝顺号”，并配备武装，

为各地商船护航，开启了“宁波帮”投资航运

业的历史。

1896 年，鲍咸昌、鲍咸恩兄弟，与妹夫夏

瑞芳等创办了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后来发展成

为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贡献卓越的大型出

版企业。

1897 年，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在上海

创办了第一家华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1910 年，王才运在上海南京路创设荣昌祥

呢绒西服号，成为上海西服业的鼻祖。孙中山

先生亲自设计并试穿的第一套中山装在荣昌祥

诞生。

1912 年，方液仙在上海创办化学工业社，

这是中国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生产牙粉、牙膏、

蚊香、肥皂等日用品。

“宁波帮”的“帮规”：

“诚信务实、开拓创业”的“宁波帮”精神。

“宁波帮”的“帮主”：

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宁波帮”，“帮主”

却一直空缺。但“宁波帮”有９大“长老”：

贝时璋、王宽诚、邵逸夫、谈家桢、卢绪章、

董浩云、包玉刚、曹光彪、李达三。

卢绪章是中国外贸事业的开拓者，宁波改

革开放的重要人物。

揭秘百年“宁波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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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玉刚是世界八大船王之一，北京兆龙饭

店、宁波大学都是包玉刚捐资兴建。

董浩云被誉为“现代郑和”，也是世界八

大船王之一。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是

他的长子。

贝时璋是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

者，谈家桢是国际著名遗传学家，在浩瀚太空，

有两颗小行星分别以他们两人的姓名命名。

王宽诚早在 1985 年就出资一亿美元在香港

设立“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资助内地和台港

澳学者。

曹光彪是香港港龙航空公司创始人，也是

首个投资内地的香港企业家。

李达三是现任香港声宝－乐声有限公司董

事长、宁波旅港同乡会永远名誉会长，已经 93

岁高龄，他为内地教育和科技事业发展的捐款

已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

邵逸夫是香港影视大亨，遍布全中国各地

的“逸夫楼”都是他捐建的。

历史评价：

1984 年 8 月 1 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谷

牧关于沿海开放城市和对外开放工作的汇报时

指出，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

宁波”。

1916 年 8 月 22 日，孙中山来到宁波时说：

“以宁波既有此土地，有此资力，苟能积极经营，

奋发图强，即不难成为中国第二之上海，为中

国自己经营模范之上海。”

1949 年 5 月 6 日，毛泽东说：“要注意保

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

团结这些资本家在上海与我们合作。”

2014 年７月 31 日，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

委书记刘奇在会见港澳台及海外“宁波帮”代

表人士时说：“宁波帮”不仅是一个亦文亦武、

英才辈出的世纪名帮，更是一个爱国爱乡、有

情有义的优秀群体。

“宁波帮”的“武功秘籍”：

“十六字口诀”：艰苦创业、勤劳节俭、

低调谦逊、报效桑梓。

（本文内容源自网络）

● 2016 年 5 月 6 日，经促会常务副会长陈

祖善去合工大分会进行工作交流，受到经促会

常务副会长、工大分会会长张兴的热情接待。

经促会秘书长郑元龙、副秘书长王惠英、商会

秘书长胡连盛和秘书处办公室副主任李长顺等

陪同参加。

● 2016 年 6 月 22 日，岳西商会崔秘书长

等 5 人来我商会交流商会工作。

简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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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宁波帮精英人士介绍
（十六）

2016年 7月 6日

女，浙江宁波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信息传输系统

和通信信号处理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研究方向为通信理论和音视频信号处理、通

信对抗、高速实时信号处理技术等。研究成果《短波信道的雨量自动测报系统》获安

徽省水利科技进步一等奖。 徐佩霞教授主持及参加了《数字便携式语音保密系统》、《短

波信道的雨量自动测报系统》、《个人通信网安全通信技术的研究》、《PSTN 网上

可视多媒体通信系统》、《实用化综合接入系统边缘路由器研制》、《射频全数字接

收机关键技术研究与研制》、《基于网络环境的语音处理系统研制》、《数据链信号

的分析与攻击系统》和《电力载波通信系统数字化》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 项目、

军工项目和企业项目。

徐佩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