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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
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2017 年 11 月 24 日，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
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六届一次理事会议在
甬举行。财政部原部长刘仲藜，原建设部常务
副部长叶如棠，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余红艺，市
政协主席杨戌标，市政协原主席王卓辉，上海
宁波经促会会长周家伦，市委副书记陈奕君以
及老同志王剑波、王仁洲、陈云金、姚力、华
长慧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刘仲藜代表宁波经促会第
五届理事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九年来，宁波经
促会以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实施服
务宁波、服务当地、服务会员的“三服务”宗旨，
积极推进浙商甬商创业创新活动和回归工程，
把动员“宁波帮”和帮宁波人士积极参与宁波
建设工作不断推向深入，为促进宁波与各协会
所在地的科学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理事会领导班子。
杨戌标当选为第六届理事会会长；李关定当选
为常务副会长；王剑波、王仁洲、姚力、华长
慧、黄士力当选为副会长；黄士力兼任秘书长。
我会王益明、邬明阳当选为协会常务理事、王
惠英当选理事。

新任会长杨戌标代表新一届理事会讲话。
他向多年来关心支持宁波发展的“宁波帮”和
帮宁波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杨戌标表示，新
一届理事会将始终把最大限度团结联络各界人
士作为第一追求，把最大力度助推宁波经济社

会发展作为第一目标。他指出，新一届理事会
要强化使命担当，主动履职尽责。要始终以党
的十九大精神指引宁波经促会工作，以党代会
目标牵引自身任务，切实做到聚心聚焦经济社
会发展、助力助推“名城名都”建设，真正把
宁波商帮团结诚信的优势发挥好，把“宁波帮”
的金字招牌擦得亮而又亮。要强化服务意识，
积极献智出力，在献智献策上多作为，在引商
引资上下功夫，在创新创业上出实招。要强化
纽带作用，增进联络联谊，增强会员工作力度，
密切海外联系机制，深化团体合作内涵。要强
化自身建设，永葆生机活力，进一步加强队伍
培养，进一步科学配置地方网络，进一步完善
制度机制，切实把协会打造成 “宁波帮”人士
的稳固堡垒、坚强后盾和温馨之家。

陈奕君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大会的召开表
示热烈祝贺，对宁波经促会的 （下转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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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商总会在宁波成立
宁波市委统战部组织筹建的甬商总会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上午召开成立大会，市委、

市政府领导裘东耀市长、市人大余红艺主任、

市政协杨戌标、市委陈奕君副书记以及市直各

部门负责人、宁波帮元老李达三等嘉宾出席大

会，全球各地甬商代表约 1000 余人出席大会。

我商会常务副会长王益民、副会长郑琦和秘书

处王惠英应邀出席大会。

甬商总会的成立，开启了宁波商帮发展新

篇章。新成立的甬商总会，将进一步凝聚海内

外甬商力量，团结动员全世界甬商助力“一带

一路”战略的宁波实践，共同谱写宁波“名城

名都”建设的新时代篇章。

大会公布了《甬商总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

联席会长、执行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监事、

监事长名单》、《甬商总会第一届名誉会长、

顾问名单》。

甬商总会团体会员 81 个，首届理事会理事

230 名，来自 46 个国家和地区。

沈国军当选甬商总会首任会长。沈国军为

中国致公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一届

浙商总会执行会长，银泰集团董事长、银泰公

益基金会创始人。我商会副会长单位雅戈尔安

徽分公司宁波总部——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如成、商会理事单位合肥江丰电子

公司宁波总部——宁波江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姚力军当选甬商总会联席会长，商会副

会长单位方太厨具合肥分公司宁波总部——方

太集团董事长茅忠群当选甬商总会副会长，商

会会长邬明阳、常务副会长王益民当选甬商总

会理事。

大会发表了《甬商发展宣言》，全体甬商

郑重宣言：始终秉持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做

“一带一路”建设的先锋队；始终秉持造福桑

梓的赤子情怀，做浙商甬商回归的排头兵；始

终秉持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做创业创新事业

的主力军；始终秉持知行合一的优良传统，做

百年甬商传奇的接力者。号召全世界甬商朋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携手前行，做顺应大势、

胸怀大局、恪守大义、力创大业的表率，用智

慧和力量在推动祖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

目标、在宁波建设“名城名都”生动实践中续

写“宁波帮”新的辉煌！

地位作用以及为发展所
作重要贡献予以高度肯定。陈奕君指出，当前，
宁波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建设
“名城名都”，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宁波篇章，需要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更需要
宁波经促会团结推动广大“宁波帮”和帮宁波
人士，给予倾力支持。希望宁波经促会继续发
挥优势，努力把各地甬商团结得更加紧密，把
宁波形象展示得更加靓丽，把家乡建设得更加

美好。要坚持聚智汇力、建言献策，当好推动
发展的智囊团；坚持上承下接、牵线搭桥，当
好重大建设的联络部；坚持内引外联、拓宽渠道，
当好招商引才的生力军；坚持凝聚乡情、强化
保障，当好服务乡友的贴心人，为宁波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第五届理事会财务报告、
修正后的协会《章程》。

（上接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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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宁波经促会、商会组织
专家教授到宁波进行科技科技服务

2017 年 11 月 28 日，由合肥宁波商会常务

副会长王益明带队，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虞

吉林教授、合肥工业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学院张

兴教授、高级工程师刘蓉、中科院合肥物资研

究院先进制造研究所科研办翁宁泉研究员、中

科院合肥物资研究院常州先进制造研究所科研

办孙鹏研究员、合肥禄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国君和我两会副秘书长王惠英参加的

经促会三个分会部分专家教授到宁波考察，为

家乡提供科技信息，推介科技成果、引荐人才，

以促进两地科技深入合作。在甬期间受到宁波

市经合局副局长叶文涛、宁波国家高新区招商

局局长余宏俊、镇海区经合局局长张蔚、奉化

区科技局局长王倍龙等领导的热情接待。当天

上午，专家们一行走访考察宁波国家高新区，

并与该区招商局负责人及园区企业代表进行了

交流。余宏俊对专家们的到访表示欢迎，并介

绍了高新区基本情况，以及目前正着力发展的

新材料、智能制造、生命健康和现代服务业等

四个重点产业。会上，专家们和园区企业代表

们就相关的科研项目、企业研究难题、待开发

项目等进行探讨。

专家们还走访镇海科技市场，奉化科技局

座谈等，专家们向推荐一批最新科研项目，与

部分企业代表就无人机、生物材料、环保检测

设备、3D 打印、图像色别、智能制造、新能源

汽车故障远程检测等科技项目进行了广泛交流

洽谈。双方表示将在会后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

实现深度合作。

在甬期间，还在有关领导的陪同下，考察

了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宁波新宏液压

有限公司和宁波汇邦尼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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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促会、商会秘书处秘书处工作人员
走访安徽双益科技公司

2017年 12月 20日

2017 年 11 月 7 日，两会秘书处工作人员

一行 4 人走访了安徽双益科技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受到公司董事长艾秋芳、总经理李吉刚的

热情接待。

安徽双益科技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0 年 10 月，系以杭州双益机电工程有限

公司为主要投资方的股份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合肥市经开区桃花工业园招商引资企业，现已

列入合肥市双千工程项目库。公司位于合肥市

桃花工业园玉兰大道与桥湾路交叉口，占地 50

亩，建筑面积 30000 ㎡，2011 年底建成投产。

安徽双益科技公司现已成为双益科技（由其母

公司杭州双益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与它组成）的

大型自动化输送设备及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生产

制造基地和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中心。母公

司杭州双益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3

月，是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被杭州市政府授

予 AAA 级信用企业，重点承担汽车涂装、总装

车间机械化输送设备及自动化控制工程的开发、

研制、设计、制造和安装调试。艾秋芳董事长

原系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院高级工程师，2003

年辞职下海，公司现任总经理李吉刚及公司其

他几个骨干在艾董的带领下共同创业，十几年

来已经在这个行业创出了一片天地。这些年来，

安徽双益科技公司先后为江淮汽车、长城汽车、

上海依维柯、上海通用柳州汽车、东风柳州汽车、

德国杜尔等十几家公司提供了约 40 余套涂装、

总装存储机械化滑撬输送设备及自动化控制系

统。

秘书处工作人员根据他们高新技术企业的

特点，向艾总重点介绍经促会中科大、合工大、

科学岛三个分会的科技优势，为企业技术升级、

发展提供服务。公司领导很感兴趣，希望经促会、

商会帮助企业安排与三个分会的专家教授面对面

交流的机会。艾总说：“今天能在我们公司与娘

家人见面，我感到特别亲切、也很激动。我们加

入商会一年多来，商会在税务等方面给了很多

帮助，我们很感谢，今后希望商会能安排与经

促会三个分会交流对接，以得到他们的支持。”

通过走访，我们看到了老乡在合肥创业的

艰辛，也分享了他们收获成果的喜悦，更重要

的是了解了会员企业的需求，为服务会员提供

了明确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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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经济合作局领导
来我会指导工作

2017年 12月 20日

2017 年 11 月 8 日宁波市经济合作局区吴

军原副局长、巡视员和国内投资促进中心林航

来我经促会、商会访问，合肥宁波经促会老领

导陈祖善、合肥宁波商会副会长俞跃武和经促会、

商会秘书处全体工作人员在商会办公室热情接

待了两位客人。

吴局长主要是负责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

来我们两会一是看望老乡，二是通报宁波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并欢迎合肥甬商回家乡投资，

他说：“如果企业家们回宁波投资遇到什么困

难可以找我们，我们一定会帮助解决的。”

老领导陈祖善及秘书处郑元龙、胡连盛、

王惠英等向宁波客人介绍合肥宁波经促会、商

会一年来工作开展情况及近期工作安排。当郑

元龙讲到我们正在组织中科大、合工大、科学

岛三个分会带最新科技成果去宁波交流时，吴局

长很感兴趣，他插话说：“太好了，这次我们来

合肥，合肥市发改委的同志给我们介绍合肥情况，

合肥有这么多大学，特别是中科大、合工大、

安大这样的知名高校，这是宁波远远不及的，

宁波最缺高校和高级科技人才，你们主动送最

新科技成果来宁波，我们非常欢迎，而且这项

工作就是我们负责，你们就直接与我们联系。”

双方从合肥的变化到宁波的发展、从项目

交流对接到人才选拔输送、从甬商在外地的打

拼发展到回归家乡投资，大家谈得很尽心。吴

局长对这次到合肥宁波经促会、商会访问感到

十分满意，他说：“你们合肥的工作做得很有

成效，希望以后加强联系、多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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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名誉会长陈祖善看望三个会员企业

11 月 7 日，合肥宁波商会名誉会长陈祖善

带领经促会、商会秘书处工作人员一行 5 人走

访合肥骏马汽车装饰件有限公司、合肥纳发车

桥有限公司、合肥阳光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这三

个会员企业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专业生产汽车

零部件为江淮汽车配套的工业企业，2009 年前

后落户合肥经济开发区。这些企业现在运行良

好，但经济效益收到主机厂制约 ( 产量、价格）。

陈会长一行在三个企业受到企业领导的热

情欢迎。陈会长见到企业领导的第一句话是“你

们辛苦了！”他说：“我们来看看你们，了解

你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生产汽车外饰件

的骏马公司，其产品轻巧，都是塑料电镀件，

在宁波母公司生产，合肥组装配送，车间一边

几十米长的组装线整洁明亮，旁边的工位器具

齐全。生产汽车内饰件的阳光公司，车间内几

台大型压力机分立两边，汽车内饰件虽是非金

属板材压制的，但产品尺寸大，在宽敞的车间

里码放整齐，车间内显得很整齐。生产汽车前后

桥的纳发车桥公司是来件组装，但产品大而笨

重，产品堆放在专用货架上，用铲车转移，车间

内几辆铲车来回穿梭，但厂房面积偏小，显得拥

挤。接待我们的生产部负责人汪章槐说：“车间

太小，而且租期快到了，急需找一个合适的厂房。

如果商会有相关信息渠道，帮我们联系联系。”

陈会长问询了他们需要租用新厂房的具体要求

后表示一定会帮助联系。

在离开三个会员企业前，陈会长对企业领

导说：“我们到企业来主要是听听你们有什么

需要我们做的，便于我们更好为你们服务 , 如果

不给你们增添麻烦，以后还会过来看望你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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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浙江商会 2017 年度秘书长、
通联工作会议

暨亳州市投资环境说明会成功召开

工大分会组织会员活动

2017年 12月 20日

为加强相互学习与交流，进一步提升商会
秘书处及通联工作水平，11 月 16 日下午，安
徽省浙江商会 2017 年度秘书长、通联工作会议
暨亳州市投资环境说明会在亳州市行政会议中
心成功召开，会议得到亳州市工商联、亳州市
浙江商会大力支持。出席会议的领导有亳州市
政府副市长侯化、亳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亳
州市工商联党组书记管卫东、亳州市政府办公
室副主任葛伟、亳州市工商联副主席郑勇、亳
州市招商局副局长赵震、安徽省浙江商会会长
高君、亳州市浙江商会会长张来芽。安徽省浙
江商会执行会长吴水英、朱鲸、何国华，副会
长程剑辉、吴云红、黄贞标、贾阳光、林小妹、
陈权波及部分地市（县）浙江商会、浙江籍异
地商会会长、秘书长、部分在皖浙商、通讯员，
亳州市招商局负责人等相关人员近 70 人参加了
会议。我会秘书长王惠英出席会议。

会议第一阶段召开亳州市投资环境说明会，
由亳州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葛伟主持。  

会议第二阶段召开安徽省浙江商会秘书长、
通联工作会议，会议由执行会长吴水英主持。
会议回顾了 2017 年的通讯报道工作 , 提出了今
后加强通联工作、提高宣传质量的意见。表彰
了 2017 年度优秀通讯员，对李永红、韩磊、徐
连璋、漆鹤鸣、汪巍春、杨成强、张殿礼、胡
亚鼎等级优秀通讯员进行了颁奖。

最后安徽省浙江商会会长高君作总结性讲
话，他说：这次会议，是在全国人民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时召开的。作为我们在皖
浙商要饮水思源：一是要进一步增强对党领导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改革开放
道路的信念，永远跟党走；二是要自律；三是
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提高自身素质、奋发
有为、砥砺前行，做振兴中国实业的生力军；
四是要积极主动，敢于担当，责无旁贷地肩负
起国家发展的历史使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
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抓住新时代所赋予
民营企业的新机遇，更好地发展自身，报效国家。

高君对安徽省浙江商会及其他商会的通讯
联络工作及秘书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今后
的工作提了具体意见。大会在一片热烈的掌声
中圆满结束。

2017 年 9 月 28 日下午，合肥宁波经促会
工大分会会员座谈会在海上八月召开，经促会
顾问、合肥工业大学原校长王成福，经促会顾
问、工大分会原会长张松林教授等十余名会员
参加。经促会老领导陈祖善及秘书处工作人员
郑元龙、李长顺应邀参加。座谈会由分会会长

张兴主持，对新会员柴盛丛首次参加活动表热
烈欢迎。通报了分会今年工作情况。会员们热
烈发言，充分肯定分会全年的工作，提出了许
多有益的建议，纷纷表示要齐心协力充分发挥
工大分会的科技优势，促进合肥宁波经促会工
作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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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宁波帮精英人士介绍
（二十一）

汪晓莲系浙江宁波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

从事核与粒子物理实验、气体探测器和闪烁探测器的研究，曾赴意大利

国家核物理研究院罗马弗拉斯卡蒂国家实验室 INFN-LNF、西欧核子研

究中心 CERN、美国 BNL 国家实验室访问研究。

汪晓莲教授先后参加了“大型多丝室实时数据处理系统”（获中科

院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小型多丝正比室结构和性能研究”（获中

科院重大科技成果四等奖）、“高计数率穆斯堡尔谱仪”、“多路穆斯

堡尔在线获取与处理系统”（获中国科技大学科研成果一等奖）等研制

工作。先后主持“新型闪烁光纤射线成像方法及其应用研究”、“低剂

量 X 射线成像技术的研究”、“高时间分辨探测器 MRPC 性能研究”、

“ STAR 飞行时间谱仪与 RHIC 实验物理”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17年 12月 20日

汪哓莲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