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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宁波商会副会长单位，坐落在合肥新

站的合肥江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生

产液晶平板显示产业用溅射靶材的企业。2019

年 7 月 10 日迎来了市委书记宋国权、市长凌云

等一行就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及高新技术企业高

质量发展来调研。领导们一边看产品展示，一

边向企业负责人窦兴贤总经理询问工艺制造、

市场销售等情况。当得知企业生产的溅射靶材

可完全替代进口，实现靶材国产化，宋国权非

常高兴，希望企业主动靠近市场、靠近客户，

把更多好项目布局到合肥。

替代进口，让中国高端制造的产业链多一

份安全，始终是江丰人的前进动力！

合肥市委领导调研江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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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31 日 , 由 合 肥 市 政 府 副 秘 书

长、市投资促进局局长朱胜利，市投资促进局

副局长胡亚斌带领局机关中层干部一行来合肥

宁波经促会调研，经促会会长王容川在其工作

单位——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别称科

学岛）与从市区赶来科学岛的合肥宁波经促会

名誉会长陈祖善、秘书长王惠英一起热情接待

了他们。朱局长一行到达科学岛后，先后参观

考察了中国科学院国家强磁场科学中心、等离

子体物理研究所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实验装置

（EAST）。

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是国家发改委支持的

“十一五”国家重大科学工程，2017 年 9 月建

成并通过国家验收，磁体技术和综合性能处于

国际领先地位，可为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

提供强磁场极端环境和实验手段的大型综合科

学装置。被称为“人造太阳”的世界首个全超

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是人类首次实现了

高约束放电时间突破百秒量级，其实验数据能

为未来稳态、安全、高效的先进商业聚变堆提

供物理和工程技术基础。

参观过程中投资促进局的领导不断赞叹科

学家们超世界一流的高科技成就，敬佩他们付

出毕生精力为国家作出的巨大贡献。参观结束

后，王容川会长向朱局长汇报了合肥宁波经促

会的工作情况。对投资促进局领导来合肥宁波

经促会检查指导工作表示热烈欢迎，他简要汇

报了近年来经促会以创新驱动为引擎，推动会

员企业转型升级、快速发展的做法和取得的初

步成效，重点介绍了推动企业创新过程中经促

会合工大、中科大和科学岛三个分会发挥的重

要作用。朱局长听了王会长的汇报，非常赞赏

合肥宁波经促会取得的工作成绩，特别指出合

肥宁波经促会具备的、合肥其他协会不可能拥

有的三个分会的科技优势，希望我们不仅要为

本会的会员服务，还要为整个合肥市的企业作

贡献。科学岛是与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齐名

的全国三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这里有世界

一流的科学实验室、有实力雄厚的科学家队伍

和取得了许多居世界前沿的科技成就，朱局长

希望继续加强与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

对接交流，推进合肥市及有关县区的深度合作，

以实现更多的科研成果在合肥产业化落地。

合肥市促进投资局来我经促会调研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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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2 日，全国各地宁波经促会、

宁波商会会长培训班在西安交通大学开班。本

次活动由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主办，宁波经

理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协办。宁波市委原常委、

秘书长、宁波经促会副会长王剑波出席开班仪

式并作学习动员讲话。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郑

庆华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宁波市政府原副市

长、宁波经促会副会长王仁洲，宁波市政协原

秘书长、宁波经促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士力出

席本次活动。合肥宁波商会会长王益明、合肥

宁波促进会副会长郑琦及来自全国各地宁波经

促会、宁波商会会长 50 多人参加了培训班的开

班仪式。

开班仪式上，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郑庆华

首先致欢迎辞。宁波市委原常委、秘书长、宁

波经促会副会长王剑波作开班动员讲话。王剑

波指出，举办会长培训活动是宁波经促会建立

30 年来的第一次，宁波经促会对此高度重视，

将其列为今年的重点工作，积极谋划实施。希

望各位会长充分认识本次培训的意义，要充分

认清这次培训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迫切需

要；是提高大家能力素质的迫切需要；是做好

协商会工作的迫切需要。他指出，各地协商会

要牢牢把握协会、商会组织建设的重点，重视

班子建设、重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重

视商会党的建设。他希望大家在交流互动中增

进彼此感情、提升工作质量，同时要求各位学

员静心学习、用心体悟、精心组织。

开班仪式结束后举行开班授旗仪式。

　　　

培训班分别邀请西安交通大学金乾生教授、

西北工业大学余惰怀教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

学院徐卫民教授为学员讲解了《宏观经济趋势

与国际地缘政治解读》、《从文物看中华文明

2019年 6月 18日

全国各地宁波经促会、商会会长培训班召开

（下转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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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喜迎

中秋佳节。2019 年 9 月 8 日，在合肥宁波商会

王益明会长带领下，会员来到了包河区沈园农

庄举行“迎中秋、庆国庆、聚乡情、话乡音“活动，

大家共聚一堂，欢声笑语，共叙乡情，庆祝佳节。

金秋的九月，硕果累累，是收获的季节。

大家畅叙祖国的发展，感恩政府对民营经济的

爱护和帮扶。王益明会长席间要求理事会班子，

认认真真踏踏实实为会员服务，贴近会员的诉

求和心声，把会员诉求和困难得到解决了，就

能赢得大家的支持和认同，只有服务模式不断

创新，商会才能进一步发展壮大，发展新商会，

我们一直在路上。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得到广大

乡贤的大力支持，愿我们真诚合作，携手共进，

共同开创商会美好未来，祝福祖国 70 周年生

日！祝福大家事业红火！幸福团圆！

迎建国 70 周年 欢度中秋佳节
合肥宁波商会走进沈园农庄

与创新精神》和《秦帝

国兴衰对现代的启示》三节课程，为学员们带

来了一场精神盛宴。学员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为协商会发展和自己企业的转型升级开拓了新

思路。

一天半的课程结束后，学员们参观了交通

大学西迁搏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近距离的

观赏了交大西迁历史及中国历史文物，直观地

感受到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

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勤劳。

（上接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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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我参加了宁波经济建设协会在

西安举办的全国各地宁波经促会、商会会长学

习班，期间去参观梁家河村纪念馆，让我见到

了当年下放在梁家河的知识青年习近平。他是

一个不畏艰苦、不怕孤单、要求进步、坚定信

念不认输、心里装着老百姓的普通知识青年，

是一心为百姓办实事的好支书，是深受乡亲们

喜欢、想念的“好后生”。

梁家河位于黄土高原陕西延川县的山沟里，

交通极不方便。进梁家河的那道沟是一条很难

走的土路，两山夹一川的狭窄地方，中间有弯

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通往深山里，两个轮的架子

车都没法通过。所以梁家河是个闭塞偏远的小

山村。

1969 年 2 月，习近平他们 15 个知青从北

京坐火车、卡车和小毛驴走了三天来到了梁家

河。这里黄土飞扬、积年苦旱，村民生活极端

贫困，早上玉米面和糠做的团子，下午吃豆子

习近平在梁家河的岁月
——参观梁家河村展览馆有感

合肥宁波商会执行会长郑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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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高粱面，7-8 天才吃一顿麦子面，3-4 月到

9 月才能吃上蔬菜，平时就是酸菜。15 岁的习

近平从大城市来到黄土高原穷山沟，住窑洞，

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与当地农民吃住在

一起，生活落差这么大，肯定不习惯。吃得很差、

吃不饱，茅厕很脏，冬天蹲厕，冻的全身打颤，

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骚扰不断。睡觉几个

知青躺成一排、挤在一个炕头上，一年到头洗

不到澡，棉衣缝里都是虱子跳蚤。刚到梁家河，

腿上经常被跳蚤咬的红肿一大片，奇痒无比，

经常挠，挠得流脓流血。习近平腿上到处是跳

蚤咬过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挠

掉往外渗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就不怕跳

蚤了，与当地人一样，对跳蚤的毒素产生了抵

抗力。在这样的环境里，大部分知青都通过各

种渠道陆续离开了梁家河，两年后只剩下习近

平和一个姓雷的知青，到 1974 年只有习近平一

个人了。有人问他怎么想的，他说“我饿了，

乡亲们给我做饭吃，衣服脏了，乡亲们帮我洗，

衣服破了，乡亲们帮我缝，梁家河人对我好，

我永远记着”。到梁家河 2-3 年后，他学会了

掏地、挑粪、耕种、锄地、收割等各种农活，

还会捻毛线、缝被子、补衣服，能说一口流利

的延川话，过了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

动关、思想关，成了种地的好把式。

1972 年，习近平第一次迎来了政治生活中

的曙光，那年冬天，他加入了共青团。对他来

说，入团之路如同劳动时走山路一样蜿蜒曲折，

在远离北京的梁家河，那顶看不见却又无时不

在的“黑帮子弟”帽子再次被拿了出来。习近

平不认输，第一份、第二份、第三份入团申请

书…不停地写着，他第八份入团申请书递上去

后，终于获得了批准，他成了一名共青团员。

1973 年 8 月，梁家河党支部书记梁玉明问他想

不想入党，习近平说“很难”。想到入团的经

历，他有理由说很难。梁玉明用激将法激他说

“你不要求进步，怎么能发展你入党？”习近

平又一次拿起笔，一份一份，直至写到第十份，

才获得批准。

1974 年 1 月，公社党委批准了他的入党申

请，接收他为党员。随后梁家河大队推选他为

党支部书记。习近平说过，如果有机会从政，

他要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工作。他当上党

支书以后他带着乡亲们修建淤地坝（蓄水），

给家家户户办沼气，修通了从外面进入梁家河

的道路，还带着大家学文化、组织妇女办缝纫社、

办购买日用品的代销店等等。所有这些事情，

让梁家河百姓人人受益，使那里的生活发生了

极大的变化。

习近平在梁家河的七年，虽然艰难困苦，

但这段时间磨炼了他的意志，让他从走上社会

之初就与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同甘共苦、荣辱与

共，培养了他一生都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

心底里热爱人民，把老百姓搁在心里。



- 7 -

2019年 9月 18日

2019 年 7 月 23 日下午，合肥市工商联召

开十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特邀中国通

信业知名专家项立刚做《5G 改变社会》主题报

告，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陈晓波出席会议并主

持报告会。合肥市工商联领导和 500 余位企业

家参加了会议。我商会常务副会长施海仁、副

会长钱崇武、秘书处李长顺等参加了会议。

项教授是知名通信观察家，深入通信行业

20 多年，在通信业有极高知名度。他深入浅出

地从 5G 是第七次信息革命基础、什么是真正

的 5G、5G 将重新定义传统产业、5G 时代的人

类社会等四个方面向大家介绍 5G 的有关知识。

项教授说，5G 也就是第 5 代移动通信技术，

从 1G、2G…到 5G, 是传输速率的变化，1G 的

速率只有 2.4k、2G 是 64k、4G 是 100M，而 5G

就是 20G，网传的下载一部高清电影只需要一

秒。1G 到 5G，在功能上也是开始

慢慢的增加，从 3G 开始有了视频，

而到了 4G 就出现了 VR 等，5G 的

时候又出现了无人驾驶以及远程医

疗等等。

项立刚表示，信息技术的改变，

给世界带来的变化是不可想象的。

语言的发明让信息分享；文字的发

明让信息记录；纸和印刷术的发明，

让信息不但可以传播，还可以被记

录印刷；无线电的发明让信息实现

远距离实时传播；电视的发明让信息实时多媒

体互动；互联网的发明让信息无限放大，实现

了双向交流。六次信息革命让人类社会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5G 则加速了第七次信息革命

的到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概念或

技术，只有在 5G 时代才能真正产品化并得到

广泛应用。未来，与高清视频相关的领域会率

先爆发，远程教育、网络游戏、智能家居、智

能城市管理，都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参会的民营企业家纷纷表示，市工商联面

对急速的社会变革和快速的科技浪潮，先机难

得，先觉难得，及时把握相关党和政府政策，

引领非公经济人物学习掌握先进的管理理论和

相关知识。此次报告会受益匪浅，为企业转型

升级提供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合肥市工商联召开十四届三次常委
（扩大）会议

——举办《5G 改变社会》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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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社会组织负责人培训班 2019 年 8 月

21 日 -23 日在百花宾馆隆重召开，市属各级社

会组织负责人 60 多人参加，合肥宁波经济促会

秘书处倪红子参加了此次培训学习，合肥市民

政局曹晓红副局长到会致开幕词。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组织也在不断

的壮大，为了稳定社会组织的有序发展，市民

政局组织了这次交流、互学、互动的

机会，使大家取长补短，互相联系。

要求合肥的所有社团组织更好的做好

“三服务”工作，为政府服务，为会

员服务，为社会服务。曹局长向我们

到会同志提了三个要求：1. 要珍惜这

次学习时间和机会，自始自终完成这

次学习任务。2. 要把所学的、所看的、

所想的运用到工作中去，学有所用。

3. 通过学习能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工

作，不断提升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

为 了 提 升 全 市 社 会 组 织 负 责 人

的业务水平，加强社会组织，标准化

建设，规范内部管理，激发社会组织

活力，民政局邀请了南京市玄武区社

会组织发展促进会哈曼同志给我们讲

解了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与法律风险防

控。安徽省九通会计师务所疏娟同志

给我们解说了社会组织财务管理实务。合肥市

博爱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李晓娜同志给我们逐条

分析了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民政局薛志远同志

给我们讲解了社会组织年检操作实务，其间还

组织参观了合肥市绿色建筑与勘察设计协会，

合肥市美好艺术馆。

2019 年合肥市市属社会组织负责人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