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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国商会，你我的商会，我们的家”，这
句温暖的⼝号⼀直响彻在⽿边，呼喊在每⼀次年会，
每⼀次聚会，每⼀次企业访问，每⼀次论坛，每⼀次
活动中。这是我们商会的美好愿景，是商会正式成⽴
五年来，全体商会成员及⽀持、帮助我们的顾问、朋
友和家乡领导、家乡⼈的⼀致⼼声，不管我们多忙，
⼤家都在抽出时间，参加活动、加强沟通联系及信息
交流，传递着乡⾳乡情。⼀年⼜过去了，作为商会的
第⼆任会⻓，代表商会全体成员，向所有关⼼、爱护、
⽀持我们的领导、朋友、会员们道⼀声感谢，谢谢⼤
家，深圳市兴国商会因为有您，更加温暖！

深圳市兴国商会，是我们的乡情平台、信息平
台、⼈脉平台、合作平台、资⾦平台和发展平台，我们
⼤家都期望商会是你、我、他⾛向成功和转机的桥
梁，是市场、信息、⼈脉、资⾦为⼀体的，可以使会员
们相互⾛向⼈脉关系提升、资源对接、⼴泛交友、深
度合作的道路，然⽽这些年来，因为商会并没有持续
稳定的经济收⼊，也没有稳定强⼤的⼯作⼈员队伍，
商会的运作，靠的是全体会员和关⼼⽀持商会的领
导、朋友们的主动⽆私奉献在⽀撑、在运营、在发展，
深圳市兴国商会因为有您，更加温暖！

不会忘记，每⼀次的理事⼤会和会员⼤会，每⼀
次商会⾯对困难的时候，商会⾼级顾问谢军⽣⼤哥，
郑辉会⻓和萧⽂全秘书⻓，总是牵头出谋划策、捐款
捐物，带头引领着商会的所有同仁们更团结、更友
爱，他们是商会的灵魂，是商会的台柱，深圳市兴国
商会因为有您，更加温暖！

不会忘记，商会的全体会员们，每⼀次商会的活
动都积极参加，⽆私奉献，有钱的出钱，有⼒的出⼒，
⼤家都为了商会这个我们的家，奉献了⾃⼰的⼒量，
因为有您，商会的活动才蒸蒸⽇上，曙光救援的捐
赠、病危会员的资助、商会各项集体活动才得以圆满
成功，深圳市兴国商会因为有您，更加温暖！

不会忘记，家乡的政府领导们，商会的⾼级顾
问、顾问们，肖霞⼤姐，崇北⼤哥，刘扬名、欧阳宣、钟
冬元、郑辉前后四任会⻓以及⼤量关⼼、爱护我们的
朋友们，⼀直关⼼商会的发展，他们不吝惜资源、时
间，帮助商会发展，联络企业资源，解决企业困境，带
动家乡发展，在您的带领下，兴研院、兴商联、返乡义
诊⾏等⼤型活动才能全⾯开展，深圳市兴国商会才
有机会更多的参与其中奉献⼒量，深圳市兴国商会
因为有您，更加温暖！

不会忘记，商会的理事们，特别是常务理事们，
您也是奉献最多的⼀批⼈，钟海、钟林、潘亮、张云
朱、钟建华、肖和平.....，⼀次次的商会活动，奉献的
不单单是⾦钱，还有更宝贵的时间和友爱，值班会⻓
的活动更加加⼤了⼤家的付出，但因此商会的沟通
更加频繁，更加有效，深圳市兴国商会因为有您，更
加温暖！

还有⼀批默默奉献的会员们更加不会忘记,他
们是每⼀次活动在幕后的后勤⼩组，他们是⾃愿报
名参加会议服务的⼯作⼈员，欧阳瑞伟、刘⼩梅、吕
伟.....还有很多已记不清名字的年轻⾯孔，他们怀着
满腔热⾎⽆声地为商会贡献着⾃⼰的⼒量，也正是
他们的积极参与，为商会未来的发展注⼊了新鲜的
⾎液，让商会增添了更多⻘春活⼒。深圳市兴国商会
因为有您，更加温暖！

美不美，家乡⽔，亲不亲，故乡⼈，⾃古⼈⽣四⼤
喜事：“久旱逢⽢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榜题
名时”，他乡遇故知排在第⼆位,深圳市兴国商会正
是搭建这样的平台,让⼤家畅享⼈⽣喜事，我们⼤家
持续不断的共同⽀持、奉献和关爱，商会才能不断的
发展和提升，商会需要您，深圳市兴国商会因为有
您，更加温暖！

深圳市兴国商会，你我的商会，我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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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18⽇下午，“贤⾮等闲，进
⽆⽌境”⼴东省江西进贤商会年会暨会员⼤
会在深圳市宝利来国际⼤酒店隆重举⾏！来
⾃粤赣两地的各级领导、各界精英会员及会
员家属欢聚⼀堂展开盛⼤的庆典。我会秘书
处谢芳腾应邀参加了庆典⼤会。

2018年12⽉1⽇上午，商会秘书处秘书
⻓刘华、副秘书⻓欧阳瑞伟、理事吕伟、练优
盛、秘书李昕潼、谢芳腾就深圳市兴国商会
第⼆届第⼆次会员⼤会暨年会召开会前⼯
作会议。深圳市兴国商会第⼆届第⼆次会员
⼤会暨年会将于2018年12⽉16⽇下午在深
圳市⻰华希尔顿逸林酒店召开。秘书处会前
⼯作会议在会员单位兴国⼈家召开，会议由
刘华秘书⻓主持。

2018年12⽉7⽇晚，深圳市兴国商会第
六次常务理事会在福⽥区彩⽥南路星河世
纪⼤厦有村有召开，会⻓钟辉红、执⾏会⻓
钟海、监事⻓陈河军、常务副会⻓钟林、潘
亮、钟建华、肖和平、副会⻓刘国⺠、秘书⻓
刘华、秘书处李昕潼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刘
华秘书⻓主持。

2018年12⽉8⽇下午，深圳市江西商会
在福⽥区五洲宾馆A座2楼五洲厅以“致敬改
⾰开放40年，深圳赣商再出发”为主题的“改
⾰开放40年深圳杰出赣商”颁奖盛典暨深圳
市江西商会第三届理、监事就职典礼在深圳
市福⽥区五洲宾馆隆重举⾏，我会秘书处李
昕潼应邀出席了会议。

2018年12⽉10⽇，应我会⾼级顾问、深
圳市清⻛书画研究院副院⻓⽥爱⺠⼥⼠邀
请，我会执⾏会⻓钟海、副会⻓刘国⺠、秘书
⻓刘华及兴国县地⽅志办公室陈⽟桃主编
参加了深圳市清⻛书画研究院主办的“改⾰
颂——庆祝改⾰开放四⼗周年书画展”。

2018年12⽉16⽇下午，深圳市兴国商
会第⼆届第⼆次会员⼤会暨年会在深圳市
⻰华希尔顿逸林酒店盛⼤召开。出席参加会
议的有：终⾝荣誉会⻓郑辉，荣誉秘书⻓萧
⽂全，⾼级顾问谢军⽣、⽥爱⺠、曾庆明、王
昌逵，顾问刘志红、陈修烽、周志林，会⻓钟
辉红，监事⻓陈河军，执⾏会⻓钟海等其他
顾问、常务副会⻓、副会⻓及商会成员等
136⼈。

2018年12⽉16⽇晚上，合着改⾰开放
40周年庆典的节拍，深圳市兴国商会2018年
年会在深圳市⻰华区希尔顿逸林酒店隆重
举⾏。晚会由⼤型舞蹈《展翅⻜翔》拉开序
幕,⼀曲《好⽇⼦》、⼀曲《好运来》使得晚会的
⽓氛⻜涨，这是⼀个欢闹的场⾯，⼤家欢聚
⼀堂、凝集⼈⼼；也是⼀个激励的年会，蓄势
待发，不忘初⼼继续前⾏！

2018年12⽉18⽇上午，兴国⼈⼤陈⽂
俊主任、县总⼯会邓远平主席、兴国⽔保局
庄胜桂、县⼈⼤农经委付主任李虞森、深圳
市⾼新技术产业转移发展促进会（研究会）
李政基会⻓、⾼级顾问⽥爱⺠、会⻓钟辉红、
执⾏会⻓钟海在商会举办了为家乡兴国招
商引资座谈会。钟海执⾏会⻓主持了会议。

2018年12⽉20⽇下午，由上饶市⼈⺠
政府主办“柚⾹天下，农商互联”2018年上饶
市⼴丰⻢家柚专场推介会，暨深圳市婺源商
会，深圳市上饶商会2019年迎春晚会，在深
圳市⼤中华喜来登酒店隆重举⾏。我会欧阳
瑞伟副秘书⻓应邀出席了庆典⼤会。

2018年12⽉22⽇，深圳市鄱阳商会在
沙井维纳斯皇家酒店（沙井麒麟⼭景酒店举
办深圳市鄱阳商会第三届第⼆次全体会员
联谊⼤会。我会副秘书⻓李赞辉应邀出席了
会议。

年度⼤事记
Annual�Events
2018/11-2019/11

2018

11⽉

18⽇

2018年12⽉23⽇，以“凝⼼聚⼒新征
程，红都⼉⼥再出发”为主题，深圳市瑞⾦商
会第⼆届第⼆次会员⼤会暨年会在深圳市
宝安区西乡前岸国际酒店胜利召开。我会秘
书⻓刘华、副秘书⻓欧阳瑞伟应邀出席了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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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28⽇，年近岁末，深圳前海
合作区⼈⺠法院召开2018年度诉调对接中
⼼⼯作总结会暨调解员培训活动。前海法院
根据调解员参与⼯作的情况、特邀调解组织
和调解员的综合表现，评选出10名“⾦牌调
解员”、8家“优秀调解组织”和35名“优秀调
解员”，并为他们颁发奖杯。我会萧⽂全荣誉
秘书⻓、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萧⽂全律师
因为热衷法院调解⼯作，表现突出，榜上有
名，被评为“优秀调解员”。

2018年12⽉28⽇晚，我会练优盛理事
盛情邀请商会部分会员在深圳市⻰华区的
《兴国⼈家》聚餐活动。参加聚餐活动的有：
会⻓钟辉红、常务副会⻓钟林、潘亮、钟建
华、副会⻓刘国⺠、谢⽟华、朱成⾦、顾问钟
世华、钟经跃、秘书⻓刘华、监事钟恩华、理
事唐绍平、邹家元、陈奖辉、赵李平、钟勇平、
宋愈平、会员王延锋、凌桂华、⻩承周、涂晁
荣、邓伟、钟海英、钟添森、秘书处谢芳腾。

2018年12⽉29⽇下午，深圳市江西东
乡商会成⽴庆典⼤会暨第⼀届第⼀次理事、
会员⼤会在宝安区福永宝利来国际⼤酒店
5楼宴会厅举办。我会荣誉秘书⻓萧⽂全、副
秘书⻓欧阳瑞伟应邀出席了会议。

2018年12⽉29⽇下午，惠州市江西商
会园洲分会2018年庆典晚会暨第⼆届成⽴
庆典⼤会在惠州举⾏，我会常务副会⻓潘
亮、钟建华、肖和平、副会⻓谢⽟华应邀参加
了庆典⼤会。

2019年1⽉2⽇，兴国乡贤王昌逵教授
率⼗三名得意弟⼦在家乡兴国县⽂化艺术
中⼼举⾏钢琴⾳乐会⸺“乐美之夜”。

2019年1⽉4⽇下午，深圳市⼯商联（总
商会）七届四次执委（理事）会议在市⺠中⼼
B区⼤礼堂盛⼤举⾏。我会荣誉秘书⻓萧⽂
全应邀出席了会议。

2019年1⽉5⽇下午，我会组织⾛访涂
晁荣会员单位，此次⾛访商会涂晁荣会员单
位超盟集团的有：⾼级顾问⽥爱⺠、常务副
会⻓钟建华、副会⻓朱成⾦、秘书⻓刘华、理
事钟海华、邹家元、杨聃、宋愈平、吕伟、李
峻、叶丁有、钟春⽣、杨燕⻜、刘斌、陈奖辉、
赵李平、会员欧阳晓宇、陈美银、杨克松、李
年⻰、凌桂华、邓伟、⻩菊花、朱贤佳、朱丹、
钟海英、钟添森等27⼈。超盟集团对会员们
的到访表⽰欢迎并进⾏了热情接待。

2019年1⽉5⽇下午，深圳市景德镇商
会第三届第⼆次会员⼤会暨2018年会，在罗
湖区南湖路3018号富苑皇冠假⽇酒店⼀楼
⼤宴会厅隆重召开。我会刘华秘书⻓应邀出
席了会议。

2019年1⽉6⽇上午，兴江乡⼴东联谊
会会⻓温科雄、副秘书⻓温伟平、温科瑞来
我会⾛访。我会会⻓钟辉红、常务副会⻓钟
林、潘亮、钟建华、肖和平、副会⻓谢⽟华、朱
成⾦、顾问周志林、张华⽣、秘书⻓刘华、理
事张明⽣、吴传辉、会员⻩菊花等在商会热
情地接待了他们。刘华秘书⻓主持了欢迎
会。

2019年1⽉6⽇下午，深圳市吉林商会
2019年年会，在君悦酒店⼆楼⼤宴会厅盛⼤
举⾏。我会萧⽂全荣誉秘书⻓应邀出席了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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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9年1⽉6⽇下午，“凝⼼聚⼒，筑梦
未来”改⾰开放四⼗年，⽟峡娇⼦再前⾏，深
圳市江西峡江商会第四届换届就职典礼暨
2019年新春联谊会，在⻰华希尔顿逸林酒店
盛⼤召开。刘⽵根先⽣当选第四届会⻓。我
会欧阳瑞伟副秘书⻓应邀出席了庆典⼤会。

2019年1⽉11⽇下午，同⼀种乡⾳，同
⼀个梦想！“温馨港湾�激扬梦想”深圳市吉安
商会第三届第三次会员⼤会暨2019年迎春
晚会，在深圳市麒麟⼭庄贵宾楼⼆楼麒麟厅
隆重举⾏。我会欧阳瑞伟副秘书⻓应邀出席
了庆典⼤会。

2019年1⽉12⽇下午，“居宅求安，⾏商
讲义”深圳市安义商会年会2019年迎春晚
会，在⻰岗奥林宾馆隆重举⾏。我会秘书处
谢芳腾应邀参加了庆典⼤会。

2019年1⽉12⽇下午，东莞市江西兴国
商会，在东莞寮步·悦莱花园酒店三楼宴会
厅举办“志同⽽道合，共创兴商梦”为主题的
2018年度会员⼤会暨商会办公室乔迁庆典
晚宴。我会荣誉秘书⻓萧⽂全、执⾏会⻓钟
海、常务副会⻓钟林、钟建华、副会⻓朱成
⾦、王正泉、理事李爱⺠、邹家元应邀出席了
庆典⼤会。

2019年1⽉13⽇下午，�深圳市新余商会
第⼆届第三次会员⼤会暨2019迎新春年会，
在深圳市南⼭区仰天福酒楼举办。我会秘书
处李昕潼应邀参加了庆典⼤会。

2019年1⽉16⽇下午，深圳市贵州毕节
商会第⼆届第⼀次会员⼤会暨年会，在深圳
市宝安区沙井万华酒店隆重举⾏。我会萧⽂
全荣誉秘书⻓应邀出席了庆典⼤会。

2019年2⽉6⽇，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七
次常务理事会在兴国《客家⼈》召开，会⻓钟
辉红、执⾏会⻓钟海、监事⻓陈河军、常务副
会⻓钟林、潘亮、张云朱、副会⻓曾凡博、李
思成、刘国⺠、罗卿珊、秘书⻓刘华参加了会
议，会议由刘华秘书⻓主持。

2019年3⽉3⽇，为充分发挥外出乡贤
资源优势，弘扬亲情、友情、乡情⽂化，推动
“资智回赣”，深圳市江西⽯城商会2019春茗
会暨招商推介会在⼈⺠⼤厦三楼深圳厅隆
重举⾏。我会刘华秘书⻓应邀出席了庆典⼤
会。

2019年3⽉8⽇，中共兴国县委书记赖
晓军⼀⾏前来我会指导⼯作。中共兴国县委
书记赖晓军，中共兴国县委常委、开发区党
委书记李明海，县⼈⺠政府副县⻓张聪华等
县委、县政府领导⻛尘仆仆的来到深圳、⾛
进深圳市兴国商会，并就未来兴国社会、经
济的发展，脱贫攻坚战等问题与⼤家座谈。

2019年3⽉11⽇，兴商共建，为家乡建
设牵线搭桥。---兴国县⽂化旅游局与中国旅
游集团座谈会。我会⾼级顾问⽥爱⺠，会同
我会执⾏会⻓钟海、副秘书⻓欧阳瑞伟邀请
兴国县⽂⼴新旅局副局⻓林慧珍⼥⼠参加
了⾹港中旅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座谈。⾹港
中旅⾸席战略官张正启先⽣、中旅智业⽂化
董事副总明晶、副总⻩璐等在芒果⽹⼤厦安
排了接洽。⼀起与会的还有兴国县商务局副
局⻓刘松、兴国县发改委项⽬办主任⻩雄
⻜、兴国县⽂⼴新旅局⼲部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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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13⽇，“东⻛杨柳欲⻘⻘，烟
淡⾬初晴。三⽉和⻛，牵系⼈情。”我会邀请
兴国籍在深挂职⼲部：中共兴国县兴江乡党
委书记钟财亮；赣州市南康区纪委常委、监
察委委员曾祖腾；赣州市⽔利局党组成员、
防汛办主任钟云⻜；兴国籍在深⼯作：盐⽥
区财政局张锐超等⼈座谈交流。我会执⾏会
⻓钟海、常务副会⻓钟林、潘亮、钟建华、肖
和平、副会⻓朱成⾦、秘书⻓刘华参与此次
座谈。

13⽇

2019年3⽉16-17⽇，为响应深圳市⽀
援合作江西寻乌发展，深商盟15位秘书⻓⼀
⾏赴寻乌开展商务考察学习。我会秘书处谢
芳腾应邀参加了此商务考察活动。

2019年3⽉17⽇，“南商⼀⼼，康辉鹏
城”。深圳市江西南康商会⼀周年庆典晚会
在深圳市宝安区登喜路⼤酒店隆重举⾏。我
会刘华秘书⻓应邀出席了庆典⼤会。

2019年3⽉19⽇，“追梦兴商，聚⼒前
⾏”，提⾼兴商素质，促进两地交流。⼴东省
江西兴国商会第⼆届理（监）事会就职典礼
在⼴州阳光酒店隆重举⾏。我会执⾏会⻓钟
海、常务副会⻓钟林、肖和平、副会⻓李思
成、朱成⾦、理事李爱⺠等⼈应邀出席了庆
典⼤会。

2019年3⽉21⽇，赣州市兴国乡友联谊
会廖贤⻰会⻓、原赣州市⼈⼤副主任钟贤
源、原赣州市经开区副书记王扬⾦、兴国县
百家欣超市总经理周国兴等⼈到访我会，并
与我会执⾏会⻓钟海、常务副会⻓肖和平、
副会⻓刘国⺠、秘书处谢芳腾等⼈座谈交
流。

2019年3⽉23⽇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
第⼋次常务理事会在⻰岗区布吉召开，会⻓
钟辉红、执⾏会⻓钟海、常务副会⻓钟林、钟
建华、肖和平、副会⻓曾凡博、李思成、谢⽟
华、朱成⾦、秘书⻓刘华、监事钟恩华、秘书
处谢芳腾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刘华秘书⻓主
持。

2019年3⽉23⽇晚上，“感恩之⼼，幻化
成蝶”。我会为感恩商会顾问对商会的⼤⼒
⽀持与帮助，深圳市兴国商会第⼆届第⼆次
顾问春茗会在⻰岗区布吉隆重举⾏。

2019年3⽉23⽇，深圳市江西省、市、县
商会秘书⻓联席会第23次会议在深圳威盛
科技⼤厦召开。我会李赞辉副秘书⻓应邀出
席了此会议。

2019年4⽉4⽇，我会助⼒捐赠兴国曙
光救援队，当天，我会领导和部分代表来到
兴国曙光救援队，参观了兴国曙光救援队营
地并转交了我会和郑辉终⾝荣誉会⻓公司
“⼭之⽥科技模型”的捐赠。

2019年4⽉24⽇-27⽇，我会刘国⺠副
会⻓陪同⾹港中旅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席
战略官、中旅智业⽂化发展有限公司� CEO�
张正启带领的考察团队⼀⾏对兴国县进⾏
前期调研。

2019年4⽉28⽇，“凝聚乡情，春吐芳
华”。深圳市南昌商会2019年会暨换届⼤会
在深圳凯宾斯基酒店隆重举⾏。我会秘书处
谢芳腾应邀出席了庆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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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11⽇上午，应商会理事曾贵
的热忱邀请，执⾏会⻓钟海带队⼀⾏20⼈参
观了位于深圳市⻰岗区板雪⼤道4010号C栋
3楼深圳市汇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举办的有
关“互联⽹智能营销和策划”的⾛访活动。

2019年5⽉15⽇下午，“⼴深⼆百⾥，情
在⼼中留，本是兴国⼈，相聚亦甚欢”。在阳
光与⻛⾬交替的⽇⼦，我会会⻓钟辉红，执
⾏会⻓钟海，常务副会⻓钟建华，副会⻓朱
成⾦，副秘书⻓刘⼩梅，秘书处谢芳腾⼀⾏
6⼈从深圳驱⻋来到⼴州，⾛访⼴东省江西
兴国商会交流学习。

2019年5⽉18⽇上午，我会常务副会⻓
单位胜者之家（深圳）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开
业仪式在深圳⻰华区品客⼩镇⻘创城盛⼤
举⾏。我会会⻓钟辉红，监事⻓陈河军，常务
副会⻓钟林、肖和平，副会⻓罗卿珊、谢⽟
华、王正泉，秘书⻓刘华，理事李爱⺠，会员
谢满荣，秘书处谢芳腾等⼈应邀出席了仪
式。

2019年5⽉25⽇，我会刘华秘书⻓邀请
部分我会会员参加中信银⾏福⽥⽀⾏贵宾
客⼾活动-惠东巽寮湾度假游。参加的⼈员
有：钟林常务副会⻓，刘国⺠副会⻓，刘华秘
书⻓，理事：鄢万千、邹家元、温家强、陈汉
庚、邓燕⻘、刘斌，会员：⻩承周、邓伟、王延
锋，秘书处谢芳腾。

2019年5⽉25⽇下午，由深圳市各异地
商会、深圳市产业园区商会主办、深圳海源
恒业控股集团承办，以“融赢计划——⾛进深
圳市产业园区商会”为主题的深圳市异地商
会秘书⻓第⼗⼋次联席会议在深圳市⻰岗
区平湖华南城深圳海源恒业控股集团� 23楼
会议室隆重召开。我会执⾏会⻓钟海、荣誉
秘书⻓萧⽂全应邀出席了会议。

2019年5⽉28⽇，我会荣誉秘书⻓萧⽂
全陪同赣商联总会会⻓王再兴、本⽉轮值会
⻓管⻜赴深圳市赣州商会考察调研。

2019年6⽉13⽇，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九
次常务理事会在福⽥区⽵⼦林商会办公室
召开，会⻓钟辉红、执⾏会⻓钟海、监事⻓陈
河军、常务副会⻓钟林、潘亮、钟建华、肖和
平、副会⻓刘国⺠、秘书⻓刘华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刘华秘书⻓主持。

2019年6⽉13⽇下午，⼴东省江西兴国
商会会⻓⻢华⽣，常务副会⻓钟红晖、李雪
⻜、罗祖良、刘丽华、邓振华，副会⻓罗富忠，
会员钟添森，秘书处徐艳丽等⼈⼀⾏莅临我
会座谈交流。我会会⻓钟辉红，执⾏会⻓钟
海，监事⻓陈河军，常务副会⻓钟林、潘亮、
肖和平，副会⻓刘国⺠、朱成⾦，秘书⻓刘华，
副秘书⻓刘⼩梅出席了座谈交流。

2019年6⽉15⽇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
第⼆届第⼆次理事⼤会在河源巴伐利亚福
朋喜来登度假酒店隆重召开。会⻓钟辉红，
监事⻓陈河军，执⾏会⻓钟海，⾼级顾问谢
军⽣、刘扬名,� 顾问刘福⾳，荣誉秘书⻓萧⽂
全，常务副会⻓钟林、潘亮、钟建华、肖和平，
副会⻓曾凡博、李思成、刘国⺠、谢⽟华、朱
成⾦、王正泉，秘书⻓刘华，副秘书⻓欧阳瑞
伟、李赞辉、刘⼩梅，常务理事曾⽟坤、杨艳
洪，以及理事共60⼈出席了此次会议。

2019年6⽉16⽇早上，深圳市兴国商会
河源理事⼤会闭幕后的第⼆天，休闲游览正
式开启！深圳市兴国商会40余⼈酒店集合后
统⼀前往⻩⻰岩⻛景区，观⻩⻰岩多彩溶
洞、踏5D玻璃悬索桥、赏畲族⻛情表演等⼀
⽇游。

2019年6⽉22⽇，夏⾄刚过，昼晷已云
极，宵漏⾃此⻓。上午10时30分，应副会⻓单
位深圳市⼴深艺建设⼯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罗卿珊先⽣的热情邀请，会⻓钟辉红，执⾏
会⻓钟海，常务副会⻓潘亮，秘书⻓刘华，理
事付林华、曾繁荣、钟春⽣、刘斌、张⽂昌，会
员张丽君、⻩菊花、钟添森等⼈前往了位于
⼴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南环路与中
⼼路交叉路⼝的深圳市⼴深艺建设⼯程有
限公司参观、⾛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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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19年6⽉25⽇下午，为加强商会成员
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更⾼效地执⾏新的商会
轮值制度。我会会⻓钟辉红组织了粤港澳⼤
湾区规划下的城市及产业发展的主题讲座。

2019年6⽉22⽇，阳光明媚、天空湛蓝，
观澜楠⽊花园会所隆重开业了！当⽇下午
5时，应谢宜席总经理、商会理事李爱⺠和刘
春华的热情邀请，会⻓钟辉红，监事⻓陈河
军，执⾏会⻓钟海，终⾝荣誉会⻓郑辉，⾼级
顾问谢军⽣、钟冬元，顾问张⼩强，常务副会
⻓钟林、潘亮、钟建华，副会⻓李思成，秘书
⻓刘华，副秘书⻓刘⼩梅等⼈前往了楠⽊花
园私房菜会所参加了开业庆典！

2019年6⽉30⽇，“⾚⽇满天地，悠悠夏
⽇⻓”，兴国创新发展研究院肖霞院⻓⼀⾏
踩着6⽉的尾巴来到深圳市观澜楠⽊花园会
所，参加了为家乡建设共洽合作事宜的座谈
会。我会出席⼈员有会⻓钟辉红，⾼级顾问
谢军⽣（研究院副院⻓），常务副会⻓钟建
华、肖和平，副会⻓刘国⺠、朱成⾦，秘书⻓
刘华，理事李爱⺠。

2019年6⽉29⽇，应我会刘荣泉理事热
忱邀请，⾼级顾问刘扬名，顾问钟经跃，常务
副会⻓潘亮、钟建华，监事钟恩华，副秘书⻓
刘⼩梅，理事吴传辉、王贵祥、邹家元、陈奖
辉，会员吴培祥、欧阳晓宇、温正平、凌桂华、
邓伟、王延锋等⼈前往了位于深圳市⻰岗区
坂⽥街道办事处25楼的⼴东华医⼤司法鉴
定中⼼的参观⾛访。

2019年7⽉5⽇，为丰富商会的⽂体娱
乐⽣活，增强会员之间的乡友情。我会执⾏
会⻓钟海组织了⽻⽑球友谊赛主题活动。参
加此次活动的有：执⾏会⻓钟海，顾问⻩中
华，常务副会⻓钟建华、肖和平，理事邹忠
平、范才平、邹家元、张赛林、曾繁荣、胡上
平、练优盛，秘书处谢芳腾。

2019年7⽉25⽇上午，我会会⻓钟辉红，
执⾏会⻓钟海，副会⻓曾凡博，秘书⻓刘华，
理事李爱⺠，秘书处谢芳腾⼀⾏6⼈从深圳
驱⻋来到东莞，⾛访东莞市江西兴国商会交
流学习。当天，兴国商会联合总会秘书⻓⻩
贻辉也⼀同到访。东莞市江西兴国商会会⻓
刘春华，荣誉会⻓余⻘⻘，执⾏会⻓⻩真贤，
常务副会⻓曾凡祺、曾俊⻘、杨成材，执⾏秘
书⻓刘伟，会员发展委员会主任谢芬勇，理
事⻩烈富，会员钟敬桢、刘盛财、刘美琳、⻩
清华、邱晓红、王娟，秘书⻩薇等⼈在东莞市
江西兴国商会办公室热情接待了我会此次
⾛访交流活动。

2019年8⽉2⽇，为丰富商会的⽂体娱
乐⽣活，加强会员们对酒⽂化的了解，我会
当周轮值会⻓钟建华组织了品酒交流会主
题活动。参加钟建华常务副会⻓组织的品酒
交流会主题活动的⼈员有：常务副会⻓潘
亮、肖和平，副会⻓谢⽟华，秘书⻓刘华，理
事温家强、邹家元、吕伟、曾繁荣、钟勇平、陈
奖辉、赵李平，会员谢满荣、⻩红、张丽君、⻩
辉、吴培祥、陈美银、钟杨春、凌桂华、胡均钰，
秘书处谢芳腾等。

2019年7⽉19⽇上午10点半，兴国商会
联合总会秘书⻓⻩贻辉到访我会调研交流，
我会会⻓钟辉红，副会⻓刘国⺠、朱成⾦，秘
书⻓刘华，副秘书⻓刘⼩梅接待了此次来
访。

2019年7⽉10⽇，赣州市政府驻深圳办
事处招商科⻓刘光磊，赣州市珠三⻆流动党
委办公室主任谢光德，⼤湾区⽂教专委会副
秘书⻓刘新峰，深圳市赣州商会执⾏秘书⻓
刘汉银等⼈⼀⾏到访我会指导交流。我会常
务副会⻓潘亮，秘书⻓刘华，秘书处谢芳腾
在商会接待了此⾏来访。

2019年7⽉26⽇下午，在烈⽇炎炎，骄
阳似⽕的盛夏，我们怀着清凉⽽愉快的⼼情
来到⻰华区⺠治⺠康路292号品客⼩镇⻘创
城B座三楼B5胜者之家公司，参加我会当周
轮值会⻓潘亮组织的企业管理为主题的探
讨交流会活动。参加活动的商会顾问和会员
有：曾获江西省优秀企业家称号的⾼级顾问
刘扬名，常务副会⻓钟建华，副会⻓罗卿珊、
谢⽟华，副秘书⻓李赞辉，理事邹家元、杨燕
⻜、谢昌伟、钟贤禄、温家强、廖观银，会员邱
晓军、温正平、钟添森、王延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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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9年8⽉9⽇下午3时，为科技⾛进我
们商会⽣活，我会当周轮值会⻓曾凡博组织
了智能家居控制终端(AI+IoT)技术⼩论坛活
动。参加本次活动的⼈员有：会⻓钟辉红，执
⾏会⻓钟海，监事⻓陈河军，⾼级顾问刘扬
名，顾问⻩中华，常务副会⻓潘亮、钟建华，
副会⻓刘国⺠、谢⽟华，常务理事曾⽟坤，副
秘书⻓欧阳瑞伟，理事杨汉军、赖智、刘春
华、邹家元、曾繁荣、刘斌、邱晓红、谢昌伟、
温家强、刘尊有、肖敏、刘永辉、杨燕⻜、王华
喜、邓敏、胡上平、张明⽣，会员欧阳晓宇、⻩
承周、朱贤佳、⻩菊花、钟杨春、⻩红、吴培
祥、温正平、谢满荣、李年⻰。

2019年8⽉18⽇，为丰富商会的⽂体娱
乐⽣活，增强会员之间的乡友情。我会当周轮
值会⻓肖和平组织了保龄球友谊赛主题活
动。参加本次活动的⼈员有：执⾏会⻓钟海，
顾问钟经跃，常务副会⻓潘亮、钟建华，副会
⻓刘国⺠、谢⽟华，理事王贵祥、钟春⽣、曾繁
荣、范才平、赵李平、刘永辉、唐绍平、吴传辉、
钟地⻓、宋愈平、邹家元、鄢万千、邹宝⽣、刘
斌、钟勇平、危先斌，会员欧阳晓宇、谢满荣、
王延锋、凌桂华、⻩菊花、李年⻰、杨克松，秘
书处谢芳腾等。

2019年8⽉24⽇，为丰富商会的⽂体娱
乐⽣活，增强会员之间的乡友情。我会当周
轮值会⻓刘国⺠组织了爬⽺台⼭主题活动。
参加本次活动的⼈员有：副秘书⻓欧阳瑞伟，
理事危先斌、邹家元、刘永辉、付林华、肖敏，
会员欧阳晓宇、吴培祥、邓敏、⻩⻜，秘书处
谢芳腾等。

2019年9⽉1⽇，我会当周轮值会⻓陈
云峰举⾏返乡创业经验交流会，参加活动的
有：我会副会⻓、兴国县丰硒农业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陈云峰、兴国县丰硒农业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钟海莲、⾼级顾
问刘扬名、副会⻓刘国⺠、顾问周志林夫妻、
监事钟恩华、理事王华喜、陈汉庚、杨燕⻜夫
妻、练优盛、鄢万千、危先斌、王贵祥、邹家
元、唐绍平、刘永辉、邓乐平、会员⻩承周、凌
桂华、张丽君、谢⽟⻰、王延锋夫妻、荣誉秘
书⻓萧⽂全、副秘书⻓欧阳瑞伟等。

2019年9⽉7⽇下午，我会当周轮值会
⻓罗卿珊组织了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分析研
究讨论会。常务副会⻓钟建华、秘书⻓刘华、
理事杨燕⻜、会员吴培祥及乡贤⻩伟参加了
此讨论会。

2019年9⽉11⽇，深圳市兴国商会第⼗
次常务理事会在⻰岗区布吉街道乐泰都保
龄球馆⼆楼召开，会⻓钟辉红、执⾏会⻓钟
海、常务副会⻓钟林、钟建华、肖和平、副会
⻓刘国⺠、陈云峰、谢⽟华、常务理事曾⽟
坤、副秘书⻓谢芳腾、秘书⾟⽟霞参加了会
议，会议由钟辉红会⻓主持。

2019年9⽉18⽇下午，我会会⻓钟辉红，
执⾏会⻓钟海，常务副会⻓钟林、钟建华、肖
和平，副会⻓曾凡博、谢⽟华、朱成⾦，副秘
书⻓谢芳腾⼀⾏9⼈从深圳驱⻋来到佛⼭市，
⾛访佛⼭市兴国商会交流学习。佛⼭市兴国
商会会⻓陈锦茂，执⾏会⻓邱联和、监事⻓
兰兆清，常务副会⻓李桂⽣、刘丽华、熊绪
林、曾庆忠，副会⻓刘世春、钟让辉，会⻓助
理贾坤，及执⾏会⻓公司的⼯作⼈员在佛⼭
市顺德区乐从镇银富家具城热情接待了我
会此次⾛访交流活动。

2019年9⽉20⽇下午，商会秘书处秘书
⻓刘华，副秘书⻓李赞辉、刘⼩梅、谢芳腾，
秘书⾟⽟霞就商会第五期会刊出版内容和
商会近期⼯作事宜在福⽥区⽵⼦林商会办
公室进⾏讨论，最终确定好会刊思路、⻛格
定位、会刊参数、基础架构、栏、框架等。

2019年8⽉10-11⽇，由深圳⼤学⻰岗创
新研究院、兴国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粤港
澳⼤湾区科创研讨会暨兴国博⼠论坛”在深
圳慧江集团隆重举⾏。本次论坛主题是“科创
助⼒湾区，融合协同发展”，⽬的是加强粤港
澳⼤湾区科技创新创业及兴国籍博⼠教授的
沟通与交流、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合作共赢。
我会参加本次活动的有：⾼级顾问谢军⽣、刘
扬名、邱成富、王昌逵，顾问吕维忠，终⾝荣誉
会⻓郑辉，荣誉秘书⻓萧⽂全，执⾏会⻓钟
海，监事⻓陈河军，常务副会⻓潘亮、钟建华，
副会⻓曾凡博，常务理事曾⽟坤，理事叶丁
有、刘斌、唐绍平、吕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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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19⽇，为凝聚发展共识，我
会当周轮值会⻓杨艳洪组织了⼀场聚乡情，
谈发展的座谈活动。⼤家在当周轮值会⻓杨
艳洪的号召下欢聚⼀堂，⼀起就游乐地产项
⽬进⾏集思⼴益。

2019年10⽉20⽇，为增进商会会员之
间的沟通，丰富会员的业余⽂化⽣活，提⾼
会员的集体荣誉感，增强凝聚⼒、向⼼⼒，培
育商会⽂体⽂化，促进⼴⼤乡友的⾝⼼健康，
并给篮球爱好者提供⼀个展⽰活⼒的舞台。
我会⽂体部部⻓赖智组织了深圳市兴国商
会篮球队与泰和快乐篮球队的⼀场友谊赛。

2019年10⽉20⽇，深圳市宁都商会第
⼆届第⼀次会员⼤会暨第⼆届理、监事就职
典礼在深圳市⻰华区深圳城市酒店隆重举
⾏。我会秘书⻓刘华应邀参加了庆典⼤会。

2019年10⽉27⽇，为⼤家创造更多相
互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我会当周轮值会⻓曾
⽟坤组织了企业经营法律⻛险与管理交流
活动，活动主讲嘉宾王华喜律师给⼤家分享
了法律⻛险知识。

27⽇

12⽇

19⽇

20⽇

20⽇

27⽇

2019年9⽉21⽇，我会当周轮值会⻓谢
⽟华组织了官湖沙⻥涌沙滩、快艇环岛、烧
烤⼀⽇游。参与⼈员有：常务副会⻓钟林，副
会⻓谢⽟华、朱成⾦、常务理事曾⽟坤，副秘
书⻓刘⼩梅、谢芳腾，理事王贵祥、张明⽣、
谢昌伟、邹家元、温家强、陈汉庚、吕伟、张维
维、陈奖辉、刘尊有，会员廖海艳、吴培祥、欧
阳晓宇、⻩红、罗⼩平、⻩承周、谢满荣、谢⽟
⻰、温正平、王延锋、⽅翠良、秘书处⾟⽟霞
及部分亲朋好友。

21⽇

2019年10⽉12⽇，为增强会员对理财
知识的了解，⽅便个⼈或企业的⻛险管理。我
会当周轮值会⻓刘华组织了⾦融讲座沙⻰活
动。

2019年9⽉27⽇，恰逢秋分过，昼夜已
平分，问君何处去，君乐却不⾔。下午15时
30分，应理事单位深圳市美尔顺国际货运代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饶遇财先⽣的热情邀请，
本周轮值会⻓朱成⾦带队前往了位于⼴东省
东莞市南城区宏图路南信产业国际的深圳市
美尔顺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参
观、⾛访。

10⽉

2019年11⽉30⽇⾄12⽉1⽇，为深⼊促
进粤、赣两地的医学交流和教育实践活动，践
⾏群众路线，服务⽼区医务⼯作者和患者，助
⼒兴国慈善公益事业发展，⼀起共建家乡美
好健康⽣活。由深圳市兴国商会、兴国创新发
展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义诊回乡⾏�健康千万
家】在粤医疗专家（学者）送医下基层活动在
兴国县成功举办。

3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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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泉�
深圳市兴国商会����副会⻓
东莞市翔泉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
兴国县诚麒种植专业合作社����总经理

经营范围：1、专业⽣产销售办公室家具，政府家具定点，学校家具、医院家具、银⾏家具、公寓酒
店家具等整体⼯程配套家具。
2、猕猴桃中秋礼盒、有机脐橙礼盒、蟠桃礼盒及正宗腊⽕煺、腊鸭等农家产品销售。
地址：东莞市谢岗镇⼤⻰村五和井村⼩组
电话：13380176646����������邮箱：249636109@qq.com

刘⼩梅

谢芳腾

杨汉军

饶遇财

深圳市兴国商会��副秘书⻓
卓越国际旅⾏社有限公司��出境部经理

深圳市兴国商会��副秘书⻓

深圳市兴国商会����理事
深圳市万城国际照明⼯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深圳市兴国商会����理事
深圳市美尔顺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经营范围：国内国际游、签证、国际机票、酒店、租⻋、会议会务、保险、国际驾照、移⺠等。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02号寰宇⼤厦五楼
电话：18575522270���13823780212�����邮箱：773640931@qq.com

地址：深圳市福⽥区⽵⼦林三路⽵盛花园三期裙楼201D
电话：0755-23480869����18825203070����������邮箱：834369729@qq.com

经营范围：照明技术开发、照明环境艺术设计、室内灯光设计、景观设计、节能产品的研发与销售。
地址：深圳市南⼭区西丽桃源街道⻰珠三路45号南⼭惠泽楼307室
电话：13760268935����������邮箱：417503790@qq.com

经营范围：国际空运、集装箱海运、散货拼箱、散杂货运输、租船包机、海陆空联运、中港运输、仓
储、装卸、代理报关、代理报检、货运保险及代理进出⼝等全⽅位服务。
地址：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国内货物运村⼀期206
电话：0755-27379586���18688693799����������邮箱：273886473@qq.com

张⽂昌 深圳市兴国商会�����理事
⼴东盛誉达邦灯饰有限公司����总经理

经营范围：研发、⽣产、销售：承接星级酒店、别墅、会所等照明灯具及城市道路照明⼯程。
地址：中⼭市古镇镇古三村⼯业⼤道东北⼆路3号（3楼之⼆）
电话：18024212222������������������邮箱：910751995@qq.com

刘尊有

陈��江�

杨��平

李⼩燕

深圳市兴国商会��理事
深圳市鹏展东⽅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深圳市兴国商会��理事
深圳市⾦合连有限公司��总经理

⼯联控股⼴州有限公司��合伙⼈
亚电捷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合伙⼈

深圳市兴国商会��理事���������
惠州市柏⽂度实业公司��总经理�����������
惠州市保搏创环保有限公司��总经理�

深圳市兴国商会��理事����������
平安⼈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深主管��

经营范围：智能家居⼯程的设计与施⼯；建筑装饰⼯程及施⼯；智能产品的上⻔安装、调试与维
护；建筑装饰新环保材料研发⽣产和销售服务。
地址：深圳市⻰岗区⻰翔⼤道珠江⼴场A4栋805
电话：13316886885�����������������邮箱：724035727@qq.com

经营范围：电⼦元器件，连接器及线缆，⾃动化及检测设备，⼯业联合相关产品。
地址：深圳市坪⼭新区恒邦⼤业⼯业园
电话：18926450918�����������������邮箱：ruijiang.chen@hilinkle.com

经营范围：本⼈从事⾼端定制⾏业20年，师承中国⾹奈⼉设计师，专业量⾝定制⾼端结婚礼服、
个⼈西装、中⼭装、衬⾐、⻛⾐、⼤⾐以及团体制服！以及环保⾏业危废收集企业，提供环保咨询。
地址：惠州市惠城区⻨地路42号⻨雅⼤厦⾸层
电话：18807613696������������������邮箱：1106541288@qq.com

经营范围：银⾏理财，代发⼯资，贷款，保险，信托等⾦融服务！
地址：福⽥区⻋公庙泰然九路⼴华⼤厦2楼
电话：13008887687�����������������邮箱：274059662@qq.com

深圳市兴国商会会员名册

深圳市兴国商会新成员名册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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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晁荣 深圳市兴国商会��会员
深圳超盟⾦服信息有限公司��⽣态经理

经营范围：提供“智能硬件+营销应⽤”等系统化⽀付管理服务，涵盖移动收银、⻔店管理、员⼯
管理、�产品营销、⼤数据分析、⾃助式⼴告流量平台等。
地址：深圳市南⼭区招商街道南海⼤道花样年华美年⼴场2栋10楼
电话：18370807686�����������������邮箱：2213162205@qq.com

钟添森 深圳市兴国商会��会员
顶尖美速运（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

经营范围：海上、航空、陆运国际货运代理；国内货运代理；物流信息咨询；提供搬运、装卸业务
及普通货运等。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桥荣⼀区5号
电话：18820172017������邮箱：625064780@qq.com

谢盛森 深圳市兴国商会��会员
深圳市特灵电器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经营范围：中央空调、饮⽔机、管道直饮⽔及⽔质供⽔设备、⽔处理设备的技术研发、销售、上⻔
安装及售后服务；饮⽔净化、矿化、磁化设备的技术研发、销售、安装及售后服务；⼯业及商⽤电
热⻝品加⼯设备、新型膜材料及相关产品的研发、批发销售、安装及售后服务；家⽤电器、电⼦
电⽓产品的设计研发及销售；经营电⼦商务等。
地址：深圳市南⼭街奥海街道⽂⼼五路85号闽泰⼤厦B区1401A301���������电话：18270027888���

谢曜徽 深圳市兴国商会��会员
深圳市曜华财务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经营范围：注册公司、记账报税、税务筹划、对公账⼾、股权变更、变更地址、税务异常、注销公
司、环保批⽂、消防批⽂、遗失登报、注册商标、卫⽣许可证、办理烟草证、⻝品经营许可证、申请
⼀般纳税⼈。
地址：深圳市⻰华区⼤浪街道元芬社区翠景园2栋307室
电话：13427909607������������������邮箱：446420237@qq.com

胡均钰 深圳市兴国商会��会员
深圳市天道⻝品饮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经营范围：进⼝葡萄酒、洋酒等优质产品。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振兴路33号第10栋⼀楼
电话：13501023949������������������邮箱：1013601292@qq.com

陈振伟 深圳市兴国商会��会员
深圳国艺古建筑⼯程有限公司��董事⻓

经营范围：建筑⼯程施⼯；装饰、装修⼯程的设计与施⼯；电⽓上⻔安装⼯程，管道和设备上⻔
⼯程，模板脚⼿架⼯程，建筑智能化⼯程，园林绿化⼯程，防⽔防腐保温⼯程；建筑⼯程劳务分
包，防护材料的技术开发，防⽕材料、涂料的销售等。
地址：深圳市⻰华区观澜街道⽜湖社区⾦⽯路2800065号⼚房2107
电话：18929386446������������������邮箱：747327583@qq.com

叶明 深圳市兴国商会��会员
深圳市云智⽅科技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智能家居、智慧酒店、智慧社区招商与运营。
地址：深圳市平湖华南城5号交易馆A座1705
电话：15811803589������������������邮箱：2311692358@qq.com

深圳市兴国商会会员名册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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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寿险、⻋险、团体险等保险，贷款，平安好房，证券，信⽤卡等；收发快递、快递咨询等
服务。
地址：深圳市⻰华新区⼤浪商业中⼼E栋4楼
电话：15817241520���������������������邮箱：1042556801@qq.com

王荣福
深圳市兴国商会��会员
深圳平安⼈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区⼤浪荣福快递收发店��总经理

⾟⽟霞
深圳市兴国商会��秘书
⼴州傲澜⽣物科技有限公司��
⼴州智伴科技有限公司����执⾏董事

地址：深圳市福⽥区⽵⼦林三路⽵盛花园三期裙楼201D

电话：13510399305

揭丽娅 深圳市兴国商会��会员����������
惠州市宏设⽂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经营范围：从事⽂化艺术开发，红⾊旅游⽂化、教育培训，农业开发、国内贸易，⺠宿酒店，养⽣
养⽼，电⼦产品技术开发销售。
地址：惠州市惠阳区镇隆镇⼭顶村
电话：18123817556���������������������邮箱：362235724@qq.com



⼈物专访��|��2018/11-2019/09

问：如果让您⽤⼀个词来代表商会，你
会选择哪个词？为什么？

答：家！商会是⼀个兴国⼈的⼤家庭，⾮常感谢
历任会⻓及全体会员为之付出的努⼒，进⼊商会主
要就是学习，⽆论是会⻓、副会⻓、理事还是会员们，
他们⾝上充满了正能量，既有事业成功的宝贵经验，
也有团结友爱、乐善好施的优秀品格，都是值得我去
学习的；其次就是回报，这些年来，也曾遇到困难和
挫折，是⾝边的亲朋族友及时给予关⼼问候，施以援
⼿，让我重拾信⼼，克服重重困难，扬帆起航；感恩回
报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作为⼀个企业⼈该有的
担当，希望能通过商会这个平台达成⼀点⼼愿。

问：请问你认为商会与⾃⼰的企业管理
上会有区别吗？为什么？

答：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有
⼀定的差别，商会与企业的本质就是⼀个平台，但在
这个平台上所扮演的⻆⾊及在扮演这个⻆⾊所展现
出来的担当和作为有所不同，我所体会到的是不忘
初⼼，⽅得始终。

问：作为商会领导成员，您是如何看待
商会这个平台？商会能为会员们带来哪些
便利？

答：有幸成为商会常务副会⻓，感谢⼤家的信任
与⽀持，我觉得这个平台有两个最基础的功能：⼀是
信息交流，⼆是互帮互助；除此之外，商会还具备⼀
定的社会功能，如何朝着⼀个持续健康的⽅向发展，
需要全体会员群策群⼒，谋⽽后定。

深圳市兴国商会��常务副会⻓
����������深圳市万河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问：您是如何赚到⼈⽣中的第⼀桶⾦
的？

答：我⾃1997年从⽼家兴国来到深圳，从事过建
筑、装饰等⾏业，期间经历过很多艰难曲折，公司从成
⽴到成⻓，⼀路上得到⼤家的关⼼帮助，初步取得⼀
些成绩，但离商会同仁们的成就尚有较⼤差距，需继
续努⼒。

问：您觉得⼀个⼈的成功需要具备哪些
条件？

答：持之以恒的努⼒、敢于创新的魄⼒、驾驭市场
的能⼒。

问：能谈谈您对职场规划的看法吗？

答：公司⽬前的板块涉及物业租赁、农业开发、餐
饮管理、健⾝娱乐、⾦融投资等⾏业，随着市场环境的
不断变化，需要进⼀步整合资源，强化企业内部管理，
优化产业结构，争取在新能源、⾼科技、旅游⽂化、企
业咨询管理等领域有所作为。

Exclusive�interview�with�executive�vice�
president�Xiao�Heping

肖和平常务副会⻓
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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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深圳市兴国商会第⼆届第⼆次会员⼤会隆重召开

深圳市兴国商会第⼆届
第⼆次会员⼤会隆重召开

会议⾸先由会⻓钟辉红致辞，作为深圳市兴
国商会第⼆届会⻓，钟辉红会⻓⾸先代表商会对
终⾝荣誉会⻓郑辉、荣誉秘书⻓萧⽂全、谢军⽣等
⾼级顾问、顾问们、常务理事、理事、会员们的莅临
表⽰了热烈的欢迎，对为此次⼤会付出的钟海执
⾏会⻓、常务理事们、为此次⼤会捐钱捐物的家⼈
们、会务组⼯作⼈员表⽰感谢。钟辉红会⻓说，受
前任会⻓郑辉及⼤家的信任与⽀持当选为第⼆届
会⻓，⾃担任会⻓⾄今都是跟⼤家⼀样本着激昂
的⼼情，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商会⾛向更好的状态。
这⼀年来商会会员的⼤幅增加也说明了我们商会
在向好的⽅向发展，今年的企业⾛访不是太理想，
希望在今后加⼤企业⾛访⼒度。值得⼀提的是这
次会员⼤会是历年来⼈数最多的⼀次⼤会，当然，
虽然我们商会⼈员数量增加了，但我们商会依然
⽐较弱⼩。商会的平台是⼀个讲奉献的平台、⾃觉
的平台，需要⽤成就感、⽤主动性来成就的平台，
商会不是企业，但通过商会我们可以共享资源。做
会⻓之前，不论是乡友会、商会，我都是个参与者，
等到我任商会会⻓后才知道做商会太不容易了，
对第⼀届会⻓郑辉⽼⼤哥前三年做出的精神上的
奉献，感情上的投⼊，还有与上上下下串联所付出
的物资确确实实是令⼈感到敬佩。把我的感受告
诉⼤家，是希望商会在今后的路上⼤家要主动对

商会做出奉献，在奉献的过程中体现⾃⾝的价值，
体会到⾃⼰的成就感。商会今年的慈善⼯作做的
很不错，两件慈善募捐都得到了⼤家的积极响应。
将军后代⼀⾏来访商会，⾼级顾问、常务理事及会
员企业的⽆私奉献也是很令⼈感动。商会这⼀年
来的⼤⼩会议、活动基本都是郑辉⽼会⻓带头、常
务理事与⼤家的捐赠来完成，这也体现了今天会
议的主题：“凝⼼聚⼒、蓄势前⾏”。

展望未来，⼀是商会还是要继续前⾏，还是
要继续更好的服务会员企业，⾛访会员企业沟通
互助，这些是我们今后重点要抓的⼯作，希望⼤家
紧密团结，努⼒做好商会。⼆是还要更多的互帮互
助，在慈善上我们尽可能的给予需要的会员们帮
助。三是在企业发展、融资⽅⾯我们可以做些更有
意义的事情。如果你的企业有战⽃⼒、有好的⽅
案，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融资让你的企业做的更⼤
更好。我还要在会⻓的位⼦上继续⼯作两年，在未
来的两年任职中，我会更加严格要求⾃⼰，起带头
作⽤，在奉献⽅⾯、在“深圳市兴国商会，你我的商
会，我们的家”的⼝号上以⾝作则，做出榜样，感谢
⼤家对我的⽀持，今后希望⼤家⼀如既往的⽀持，
谢谢⼤家。

The�second�general�meeting�of�
the�second�session�of�
Shenzhen�Xingguo�chamber�of�
Commerce�was�held

钟辉红会⻓致辞

2018年12⽉16⽇下午3时，深圳市兴国商会第⼆
届第⼆次会员⼤会暨年会在深圳市⻰华希尔顿逸林酒
店盛⼤召开。

时光荏苒，岁⽉如梭，今天，我们迎来了深圳市兴
国商会第⼆届第⼆次全体会员⼤会的隆重召开，这是
换届⼤会后的⼜⼀次重要会议，也是凝⼼聚⼒、蓄势前
⾏的盛会。会议在刘华秘书⻓的序词声中拉开帷幕。会议在刘华秘书⻓的序词声中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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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今后商会⼯作的重
点

1、钟辉红会⻓多次在常务理事会
议上提出要加速商会的发展，加⼤对
会员服务的⼒度，让加⼊商会的会员
们得到更多实惠。

2、发展会员仍然是我们⼯作重点
的⼀部分，还有很多优秀的乡贤没有
加⼊我们这个⼤家庭。

3、会员企业的⾛访⼯作要加强，
⾛访计划、帮扶⼯作要落到实处。

4、关于讲座，商会将继承⽼传统
继续开办各⽅⾯知识沙⻰讲座，丰富
会员的⽂化知识与提⾼会员单位的企
业发展、社会发展意识。

5、举办⽂体活动。为丰富会员单
位的业余⽣活、强⾝健体，商会5⽉份
成⽴了篮球队、⽻⽑球队，篮球队队⻓
赖智，副队⻓谢⽟华；⽻⽑球队队⻓邹
家元，副队⻓⻩中华。

在今后的商会⼯作中，常务理事
将更加⻬⼼协⼒不断开拓进取，为商
会的发展做出更⼤更多的贡献。

最后，预祝会议圆满成功，祝愿⼤
家⾝体健康、事业兴旺、家庭幸福！

从去年11⽉23⽇换届以来，商会
做了哪些⼯作、今后的⼯作重点是什
么？钟海执⾏会⻓所作的《深圳市兴国
商会2018年⼯作报告》从以下⼏⽅⾯
做了阐述：

⼀、商会换届以来总体
的⼯作情况与进展概括

2017年11⽉26⽇成功进⾏深圳
市兴国商会换届⼯作，兴国县委县政
府⾼度重视，派出了除陈黎县⻓外的
三套班⼦，中共兴国县委赖晓军书记、
县⼈⼤常委会陈⽂俊主任、县政协魏
国寿主席悉数参加，第⼆届换届⼤会
圆满成功。⽬前法⼈变更⼯作已在今
年4⽉初顺利完成，深圳市兴国商会得
到了深圳市⺠政局财务审计组的⾼度
评价。年前完成了上⼀届的审计⼯作，
今年3⽉完成了年审⼯作。

⼆、2017年11⽉26⽇
换届以来主要⼯作情况

1、优化了财务管理制度，细化了
审批权限，制定了采购前的请购、采购
后的审批⼯作，进⼀步加强了财务监
督机制，为商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强
有⼒的基础。

2、制定了2018年⼯作计划及《⼊
会须知》，对商会各部⻔部⻓、组员进

⾏了更新，使商会的制度更加完善与
优化，商会⼯作再上台阶。

3、会员发展与会员授牌⼯作有
序进⾏。本届会员发展数量增⻓良好，
进⾏了7次以上的会员、理事、顾问授
牌仪式。

4、加强与深圳市兴国商会主管
单位福⽥区⼯商联联系，2017年12⽉
28⽇我会拜访深圳市福⽥区⼯商联
领导，使得我会与政府紧密联系。我会
会⻓钟辉红被聘为福⽥区⼯商业联合
会第四届执委会、福⽥区总商会第四
届理事常委。

5、积极服务会员企业，加强会员
企业消防安全意识，2018年1⽉21⽇
由我会顾问⻩中华举办消防安全知识
讲座。

6、⼀年来⾛访、参加会员企业开
业庆典24家，通过深⼊的⾛访，加深
了会员企业间的了解；交流中，学到了
其他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参访会员
的企业管理⽔平得到了提⾼，会员企
业间的合作得到了加强。2017年12⽉
5⽇拜访我会顾问深圳⼤学⻰岗创新
研究院吕维忠院⻓；2017年12⽉25⽇
拜访⾼级顾问李勇坚、⽥爱⺠夫妇；
2018年1⽉13⽇拜访我会⾼级顾问谢
军⽣、顾问钟冬平；2018年6⽉8⽇看
望⽣病的⽼领导、建国后兴国县第⼀
任县⻓、⽼红军李贻树同志的夫⼈江

波⼥⼠。

7、3⽉18⽇，商会常务理事、⾼级
顾问、顾问共51⼈出席了我会举办的
迎新春顾问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各
级顾问畅所欲⾔，为商会⼯作献计献
策，对商会⼯作给予了⾼度的认可与
⽀持。

8、为进⼀步发挥深圳与兴国家
乡的桥梁作⽤，⼤⼒协助兴国机电产
业招商，摸查登记商会内及福⽥⼯商
联成员内机电产业会员企业。2018年
3⽉21⽇，中共兴国县委副书记、县⼈
⺠政府县⻓陈黎等⼀⾏四⼈从兴国家
乡来到深圳，在我会的⽀持下举办了
兴国（深圳）机电制造企业招商引资座
谈会。

9、积极宣传家乡，整理发表介绍
兴国历史⽂化，兴国⼈⽂⽂章30篇，
获得良好效果。

10、加强江西在深商会与兴国在
粤商会互访联系，积极参加异地及兄
弟商会周年庆典等活动。

11、我会⼩程序已初步完成，⼀
些细节会继续补充完善。

12、5⽉19⽇参加了兴国创新发
展研究院的揭牌仪式，并且我会与兴
国创新发展研究院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兴国创新发展研究院特聘我会
⾼级顾问谢军⽣、⽥爱⺠、荣誉秘书⻓
萧⽂全、会⻓钟辉红、执⾏会⻓钟海、
副会⻓刘国⺠、理事危先斌为兴国创
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13、11⽉7⽇⾄10⽇，共和国开国
将军肖华上将之⼥肖霞夫妇、陈奇涵
上将之⼦陈崇北夫妇、⻩⽟昆少将之
⼦⻩友森夫妇、现役将军朱⽂祥夫⼈
刘爽⼥⼠来到深圳、⾛进深圳市兴国
商会、考察商会企业。⾼级顾问谢军⽣
⼤哥对贵宾的到来给予了⼤⼒⽀持，
在贵宾的⻝宿、会议⽅⾯付出了很多
精⼒与财物；参观了商会理事叶丁有
企业-深圳市普思⾃动化科技有限公

司；受钟辉红会⻓委托，萧⽂全荣誉秘
书⻓以视频、PPT⽂件⽅式，对深圳市
兴国商会的前⾝、宗旨与⼝号、组织架
构、规章制度、发展与愿景等进⾏了介
绍，在此衷⼼感谢荣誉秘书⻓萧⽂全
对商会的热爱与⽀持；在⾼级顾问⽥
爱⺠⼤姐的组织下来到深圳市⼈才公
园欣赏了美轮美奂的灯光秀，感谢⽥
⼤姐的⼤⼒⽀持；参观了商会顾问谢
芳⾕任职的企业深圳市盐⽥港集团有
限公司，感谢顾问谢芳⾕；商会安排贵
宾们游览了⻛景优美的东部华侨城；
参观了商会监事⻓陈河军企业-深圳
市东⽅华意实业有限公司及观看了副
会⻓曾凡博企业-深圳市乐美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展出的部分产品。此次将
军后代的到来为商会增光添彩，为深
圳市兴国商会写下了⼀笔难忘的历
史。

14、7⽉29⽇，兴国县兴江乡党委
书记钟财亮，南康区纪委常委、监委委
员曾祖腾来我会指导⼯作。

15、8⽉13⽇，我会积极参与第四
届华⼈华侨产业交易会。我会参展单
位有：副会⻓单位钟建华的企业--深圳

市健华汇泉实业有限公司、理事单位
钟琼英的深圳依⾕⽹电⼦商务有限公
司。

16、8⽉16⽇，赣南师范⼤学物电
学院党委书记王扬铭⼀⾏来我会考察，
⼀同到访的有：赣南师范⼤学物电学
院党委副书记潘亮，赣南师范⼤学物
电学院办公室主任何洪涛，赣南师范
⼤学物电学院电⼦电⽓教研室主任王
兴权。

17、商会慈善活动：9⽉23⽇为兴
江乡南村⼩学捐款14000元，⽤于校舍
建设。11⽉15⽇商会为刘星童会员发
起捐助活动，短短3天时间，共筹措善
款⼈⺠币98300元。

18、9⽉17⽇，由我代表商会参加
了深圳市福⽥区⼯商联举办的福⽥区
商、协会及企业家红⾊教育之旅——
赴贵州遵义学习、理解⾰命传统教育。

19、本年度我会共召开了6次常务
理事会；秘书处⼀年来召开了11次秘
书处⼯作会议。

20、10⽉25⽇，我会组织会员参

观了⾼级顾问⽥爱⺠⼤姐的东纵⽂化
传播（深圳）有限公司和尚善环保设备
公司。

21、为提⾼会员企业的管理⽔平
及法律⻛险防范意识，2018年11⽉
12⽇，我会举⾏了题为《企业合同管理
误区及合同法律⻛险与防范》的法律
讲座。讲座由商会法律事务部成员、我
会荣誉秘书⻓、北京市炜衡（深圳）律
师事务所⾼级合伙⼈萧⽂全主讲，我
会近30⼈聆听了讲座。

22、11⽉19⽇，就商会第四期会
刊出版定稿事宜在⻰华温家强理事单
位深圳市东街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讨论。

23、12⽉10⽇，应我会⾼级顾问、
深圳市清⻛书画研究院副院⻓⽥爱⺠
⼥⼠邀请，我会和兴国县地⽅志办公
室陈⽟桃主编参加了深圳市清⻛书画
研究院主办的“改⾰颂——庆祝改⾰
开放四⼗周年书画展”。

24、商会会费以年为单位的收取
⼯作顺利进⾏中。

专题报道��|��深圳市兴国商会第⼆届第⼆次会员⼤会隆重召开

钟海执⾏会⻓作商会⼯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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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审计部钟恩华部⻓说：商会财务运⾏⾮常健康，我们财
务审计部在以后的⼯作中，计划不定期在商会平台发布⼀些税收
法规、政府补贴政策⽂件，希望可以帮助会员企业规避税收⻛险
及进⾏税务规划，减少税务成本，同时在政策内拿到政府的政策
补贴增加企业现⾦流。我们也期望会员们更多⽀持和帮助，争取
财务审计部将来的⼯作更加有成效。

⻢学勇监事在报告中讲到：监事会⼀致认为：商会财务管理
做到了严格执⾏财务制度，加强了预算管理和财务监督，在经费
使⽤的过程中做到严格控制，坚持了“⼀⽀笔”审批原则，做到了
对⽀出的逐笔审批，严把⽀出关，各项⽀出合理，做到了节约办
会。商会建⽴了严格的内部控制制度，确保了资⾦的安全、规范⽀
出。商会正确组织了会计核算，加强了对原始凭证的审核和监督，
做到了出有凭⼊有据，做到了账证相符、账账相符、账实相符，保
证了会计信息的合法、真实、完整。商会⼀年来的各项开⽀合理，
精打细算，财务运作规范，如实地反映了商会的财务状况。到⽬前
为⽌，未出现任何财务违规违纪等现象。

专家咨询委员会⽥爱⺠会员说到，专家委在理事会的领导
下，在各位会⻓和全体会员的⽀持、帮助下，主要做了以下⼯作：
⼀、扩⼤商会影响，为发展县域经济，牵线搭桥。⼆、⾛访企业，⽀
持实体发展。今后，我们专家委和顾问团队将⼀如既往⽀持理事
会的⼯作，⽀持会员企业的发展，⽀持国家的振兴，使我们兴国商
会越办越兴旺，兴国乡贤的企业越办越赚钱，使我们的家乡越来
越富裕，⼈⺠越来越幸福！

慈善部张云朱部⻓说到，过去的⼀年，是开创的⼀年，是奋
进的⼀年。在全体会员的爱⼼⽀持下，我部坚持“花⼩钱办⼤事”、
“积硅步⾏千⾥”的原则，代表我会积极投⾝于公益事业，开展了
多项爱⼼活动，在社会各界中得到良好的反馈，极⼤地提⾼了深
圳兴国商会的社会影响⼒。今年我部做了两件慈善捐款，总共募
集捐款额为：112300元。虽然只有两件慈善募捐活动，但是却充
分体现了我会创办的主旨。对外，我们要通过⼀些有正向作⽤的，
容易在社会得到好⼝碑的事，来不断提升我会在政府事务和社会
事务上的影响⼒。对内，我们要关⼼关切会员企业及个⼈的发展
状况和实际困难，成为会员⼼中的⼀盏明灯，让会员感受到商会
的温暖。

企业发展咨询部潘亮部⻓说到，我部今年对⾛访的24家企
业进⾏了良好的沟通与交流，提出了中肯的意⻅，同时叶促进了
商会成员之间的交流、资源对接。部⻔单独⾛访了2家会员企业，
陪同专家咨询委员会、顾问⾛访⼀家会员单位，同将军后代、顾问
⾛访4家会员企业。今后企业发展咨询部将继续为商会会员企业
服务，为会员企业提供最有效的企业发展思路与策略。

会员发展与外联宣传部欧阳瑞伟部⻓在报告中说：⾃换届
以来，本部⻔在商会会⻓的带领下，推荐加⼊常务副会
2位，推荐副会⻓2位，发展理事33位，吸纳会员21位，共计58⼈。
较上年增⻓35%。会员呈年轻化、知识化、多元化。安排企业⾛访2
4次，计207⼈次。组织培训会议3次，参与⼈员计57⼈次。在即将
到来的新年，我们仍需要在钟辉红会⻓、钟海执⾏会⻓的带领下、
紧密围绕“沟通、互助、奉献、发展”的宗旨，更加努⼒地做好部⻔
⼯作，在2019年再创斐绩。

⽂体部副部⻓谢⽟华说到：今年是商会第⼆届任期，商会在
原有⼯作内容之外，丰富商会成员间的业余⽣活、增加会员之间
的深⼊交流的需求呼之欲出，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圳市兴国商
会⽂体部就此孕育⽽⽣，⽂体部⾃成⽴以来就得到了⼤家的积极
响应和拥簇，⽂体部在商会中起到链接会员之间的桥梁纽带作
⽤，让会员间通过活动，增进了解，互通有⽆，因此19年我们⽬标
是增加⽂艺类活动，⽂艺结合体育，倡导⼤家⼯作之余，放松⾝
⼼，提⾼⽣活品质。

专题报道��|��深圳市兴国商会第⼆届第⼆次会员⼤会隆重召开

商会财务审计部钟恩华部
⻓、监事会、后勤慈善部张云朱部
⻓、会员发展与外联宣传部欧阳
瑞伟部⻓、企业发展咨询部潘亮
部⻓、专家咨询委员会会员⽥爱
⺠、⽂体部副部⻓谢⽟华分别向
⼤会做了⼯作报告。

财务审计部钟恩华部⻓讲话 专家咨询委员会⽥爱⺠会员讲话 企业发展咨询部潘亮部⻓讲话

慈善部张云朱部⻓讲话监事会⻢学勇讲话 会员发展与外联宣传部欧阳瑞伟部⻓讲话 ⽂体部副部⻓谢⽟华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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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参加今天会议的有：深圳市兴国商会创会会⻓、终⾝荣誉会⻓郑辉、深圳市兴国商会创会秘书⻓、荣誉秘书⻓萧⽂
全、⾼级顾问谢军⽣、⾼级顾问⽥爱⺠、⾼级顾问曾庆明、⾼级顾问王昌逵、顾问刘志红、顾问陈修烽、顾问周志林、深圳市兴国
商会会⻓钟辉红、监事⻓陈河军、执⾏会⻓钟海等其他顾问、常务副会⻓、副会⻓及商会成员等136⼈。

下午5时30分，⼤会在愉快、热烈的⽓氛中圆满闭幕。

会议还举⾏了授牌仪式，由终⾝荣誉会⻓郑辉、⾼级顾
问谢军⽣、⽥爱⺠、曾庆明、王昌逵、顾问刘福⾳、刘志红、梁
惠元、陈修烽、吕维忠、周志林、钟世华、钟经跃、俞扬春、谢芳
⾕、荣誉秘书⻓萧⽂全、监事⻓陈河军、执⾏会⻓钟海、常务
副会⻓钟林、张云朱、潘亮、钟建华、肖和平、副会⻓曾凡博、
李思成、罗卿珊、刘国⺠、谢⽟华、朱成⾦、王正泉、秘书⻓刘
华、副秘书⻓欧阳瑞伟、李赞辉、监事⻢学勇、钟恩华代表商

会为顾问谢芳⾕、副会⻓朱成⾦、王正泉、理事钟海华、刘荣
泉、王苏蕴、杨聃、邓永红、赵李平、邹宝⽣、钟地⻓、吕伟、肖
忠慰、杨汉军、饶遇财、张⽂昌、刘尊有、会员钟治新、洪⽴阳、
曾岳平、郑⽟林、吴培祥、欧阳晓宇、⻩红、⻩承周、谢满荣、刘
⼩梅、张丽君、⻩辉、杨克松、李年⻰、傅福⽣、鄢⽉初、邱辉、
王延锋、邓⼦华、朱贤佳、朱丹、钟海英、⽅翠良、涂晁荣、钟添
森、谢矅徽、谢盛森、胡均钰，授顾问、理事、会员牌。

专题报道��|��深圳市兴国商会第⼆届第⼆次会员⼤会隆重召开

郑辉终⾝荣誉会⻓为顾问谢芳⾕授牌 谢军⽣⾼级顾问为朱成⾦副会⻓授牌

萧⽂全荣誉秘书⻓为王正泉副会⻓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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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参加赣州商会联合总会
⼀届⼆次会员⼤会

�������“�� 虔⼼互联，和合共赢”。2019年2⽉23⽇，赣州商会联合总会⼀届⼆次会员⼤会在
赣州“虔城”隆重召开。市委书记李炳军，市委副书记、市⻓曾⽂明会⻅赣州商会联合总
会代表，市领导彭业明、赵多仙、胡聚⽂、华旭明出席会议。我会执⾏会⻓钟海应邀代表
深圳市兴国商会出席了此次会议。

据悉，赣州商会联合总会⾃2017年7⽉
成⽴以来，不断加强⾃⾝建设，努⼒提升服务
⽔平，全⼒推动赣商回归，倾⼼助⼒扶贫项
⽬，商会各项⼯作稳步推进，为全市打好六⼤
攻坚战，特别是招商引资、开展“百企帮百村”
精准扶贫⾏动等⼯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前，
该会拥有外埠赣州商会、县(市、区)外埠商会
及市属商会130余家，企业会员3万余⼈。囊
括了全国14个省（市）31个地级以上城市，
300多名赣州及各县级商会会⻓、秘书⻓参
加了⼤会，共同回顾和⻅证赣商联成⽴⼀年
多来取得的辉煌成就！

李炳军书记在会⻅参会⼈员时的讲话
中，表达了对赣商联为家乡经济社会发展做
出的贡献的感谢，并殷切希望赣商联快速发
展建设，推动全国各地成⽴赣州商会，与赣州
⼀起发展，提⾼赣州的知名度和影响⼒！彭业
明常委代表市委、市政府在⼤会上也作了重
要讲话。赣商联所有成员感谢市领导的关⼼
与⽀持。最后⼤家合影留念，愉快的结束了此
次会议。

专题报道��|��我会参加赣州商会联合总会⼀届⼆次会员⼤会

I�will�attend�the�first�and�
second�general�meeting�of�
Ganzhou�chamber�of�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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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国商会讯，3⽉11⽇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级顾问
⽥爱⺠，会同深圳市兴国商会执⾏会⻓钟海，副秘书⻓欧阳瑞伟邀
请兴国县⽂⼴新旅局副局⻓林慧珍⼥⼠参加了⾹港中旅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的座谈。⾹港中旅⾸席战略官张正启先⽣、中旅智业⽂化
董事副总明晶，副总⻩璐等在芒果⽹⼤厦安排了接洽。⼀起与会的
还有兴国县商务局副局⻓刘松、兴国县发改委项⽬办主任⻩雄⻜、
兴国县⽂⼴新旅局⼲部练⼒源。

⾸先张正启先⽣对兴国县领导和深圳市兴国商会的到访表⽰
热烈欢迎，并向⼤家详尽地介绍了港中旅的发展历程、在旅游市场
的成功案例。通过PPT详细地介绍了在外投资、合资共建的主题乐
园、深圳本地的锦绣中华项⽬。他介绍说，港中旅是央企，接受上级
单位的指导和考核，有5万多专业的旅游⼈才、在投资运营⽅⾯有
专业的队伍。与本⼟企业家共同参与很多地⽅的旅游项⽬建设，根
据客⼾的需求，制订相关的标准，结合旅游需求，共同开发。

林慧珍局⻓对港中旅张总百忙之中的安排，表⽰⾮常感谢。她
说道，兴国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在红⾊主题的旅游素材有苏区⼲部
好作⻛陈列馆、将军馆、⾰命烈⼠陵园、⻓冈乡调查纪念馆、官⽥中
央兵⼯⼚，在特⾊⽂化游⽅⾯有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三僚⻛⽔⽂
化景区，在⽣态旅游⽅⾯拥有乡村旅游代表的东⻰湾休闲园、埠头
乡⽥庄上社区、⻰砂荷园、兴国灵⼭冰⼼洞⻛景区、丹霞湖景区、宝
⽯仙境景区。兴国是著名的将军县、烈⼠县、⼭歌之乡。欢迎港中旅
到兴国实地考察，了解兴国⻛⼟⼈情、结合港中旅丰富的、专业的
经验。通过合作，共同开发宝贵的旅游资源。

⽥爱⺠⾼级顾问说道，旅游是⼀个很庞⼤的⼯程，兴国红⾊
旅游和特⾊旅游都需要做成⼀个永续发展的产业。兴国对景点建
设缺少经验。刚刚和张总的沟通，⼤家受到⼀些启发。希望我们多
交流，多学习。

钟海执⾏会⻓补充说道，深圳市兴国商会是联系深圳
和兴国的纽带，兴国的⻛⼟⼈情，⻛光地貌是⾮常可贵的
旅游资源，热忱邀请港中旅领导来兴国实地考察。

会议在热烈的⽓氛下结束后，宾主合影留念。
兴商共建，为家乡建设牵线搭桥
---兴国县⽂化旅游局与中国旅游集团座谈会

专题报道��|��兴商共建，为家乡建设牵线搭桥。---兴国县⽂化旅游局与中国旅游集团座谈会

To�promote�business�and�build�a�bridge�
for�the�construction�of�hometown.

中国旅游集团成⽴于1928年（前⾝是中国早期爱国银⾏
家陇光甫先⽣于1928年设⽴的⾹港中国旅⾏社），1954年由
中央⼈⺠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接管；

1985年注册成⽴⾹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2005年12⽉，整合招商局集团属下的「中国招商旅游总
公司」后，成⽴了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并与⾹港中旅（集团）公
司实⾏「两块牌⼦、⼀套班⼦」领导体制；经国务院批准，

2007年6⽉，「中国中旅集团公司」整体并⼊中国港中旅
集团公司；

2016年6⽉，中国国旅集团整体并⼊中国港中旅集团公
司，并正式更名为中国旅游集团公司。中国旅游集团公司是中
国国务院直接管理的53家国有重要⻣⼲企业，总部位于⾹港，
三⼤驻港央企之⼀� 。⽬前，集团旗下控股两家上市公司：⾹港
中旅（股票代码：HK308）和中国国旅（股票代码：SH60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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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深圳市安徽商会副会⻓兼秘书⻓姚敬美
主持。

深圳市产业园区商会会⻓、深圳海源恒业控股集
团董事⻓佘桂锡先⽣对⼤家的到来表⽰热烈的欢迎，
佘桂锡先⽣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教训告诉我们，中
国必须强⼤，否则，就只能受他⼈欺负。⽽作为企业家
沟通交流的商会平台，⼤家⼀定要加强合作、抱团取
暖。

深圳市福建商会执⾏秘书⻓陈加明代表异地商
会秘书⻓联席会议向深圳市产业园区商会赠送书法
作品，�深圳市产业园区商会佘桂锡会⻓等⼈欣然接受
了礼品。

深圳市异地商会秘书⻓第⼗⼋次联席会议
在深圳海源恒业控股集团隆重召开

专题报道��|��深圳市异地商会秘书⻓第⼗⼋次联席会议在深圳海源恒业控股集团隆重召开

The�18th�joint�meeting�of�Secretary�
General�of�Shenzhen�non�local�chamber�of�
Commerce�was�held�in�Shenzhen�Haiyuan�
Hengye�holding�group

为进⼀步加强深圳各异地商会间的联谊、交流，增进感
情，2019年5⽉25⽇下午4时，由深圳市各异地商会、深圳市
产业园区商会主办、深圳海源恒业控股集团承办，以“融赢计
划——⾛进深圳市产业园区商会”为主题的深圳市异地商会
秘书⻓第⼗⼋次联席会议在深圳市⻰岗区平湖华南城深圳
海源恒业控股集团�23楼会议室隆重召开。

产业园区的运营、管理及孵化情况怎样，与会⼈员
都迫切想进⾏了解。对此，深圳海源恒业控股集团副总
经理王斌先⽣⽤丰富PPT⽂件，结合⼤量的图⽚给⼤
家做了详细的介绍。最后，覃寻先⽣强调：产业园区从
上午7点⾄晚上9点，可以给⼊园企业提供⼀站式的周
到服务。未来，地铁、⾼铁、⾼速均在平湖落地，随着交
通的便利，必定给平湖带来快速的发展。因此，欢迎企
业家们到平湖投资兴业。

中国华⼈华侨产业交易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
第五届侨交会即将在深圳举⾏。中国华⼈华侨产业交
易会组委会副秘书⻓郑权臻⼥⼠代表侨交会组委会上
台给与会⼈员详细介绍了第五届侨交会的筹备情况，
并希望各异地商会⼀如既往的对侨交会⼯作予以⽀持
并积极组织会员企业踊跃参加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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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深圳市异地商会秘书⻓第⼗⼋次联席会议在深圳海源恒业控股集团隆重召开

深圳市重庆商会执⾏秘书⻓程刚介绍了深圳市异地商
会摄影⽐赛筹备情况，深圳市天津商会常务副会⻓兼秘书
⻓陈俊伟上台宣布了深圳市异地商会双招双引联动机制并
发布了举⾏“深圳市异地商会.侨交会⼤湾区双招项⽬对洽
会深圳第⼀期邀请函”。

最后，深圳市异地商会秘书⻓联席会议总召集⼈伍柳
江先⽣对深圳市异地商会秘书⻓联席会议2019年上半年的
⼯作进⾏了总结。伍柳江先⽣说：上半年，深圳市异地商会
秘书⻓联席会议做了很多⼯作，开展了很多接地⽓、务实求
新的活动，深圳市异地商会秘书⻓联席会议的各项⼯作获
得了各级领导的好评及社会各界⼈⼠的认可，社会影响越
来越⼤。同时，他代表深圳市异地商会秘书⻓联席会议对各
异地商会秘书⻓、会⻓对联席会议⼯作的⽀持及⾟勤付出
表⽰衷⼼的感谢。

参会的各异地商会秘书⻓及会⻓们互动交流，感情得
到了加深。下午6时30分，会议的各项议题在热烈的⽓氛中
圆满完成。

出席会议的有：深圳市产业园区商会会⻓佘桂锡、深圳
市产业园区商会副会⻓兼秘书⻓蔡淳林、深圳市异地商会秘
书⻓联席会议总召集⼈伍柳江、深圳市福建商会秘书⻓吴天
转、深圳市浙江商会秘书⻓陈艳、深圳市福建商会执⾏秘书
⻓陈加明、深圳市汕头商会秘书⻓⻩建平、深圳市安徽商会
副会⻓兼秘书⻓姚敬美、深圳市吉林商会常务秘书⻓杜克
实、深圳市⼭东商会执⾏秘书⻓陈振永、深圳市贵州商会秘
书⻓孙⼩华、深圳市天津商会秘书⻓陈骏伟、深圳市重庆商
会执⾏秘书⻓程刚、深圳市乐⼭商会创会秘书⻓⻩承、深圳
市五⾢商会专职副秘书⻓⻩瑞年、深圳市盐城商会副秘书⻓
王林、深圳市鹰潭商会秘书⻓吴⽂⽣、深圳市⾼密商会秘书
⻓范昌军、深圳市⻩梅商会秘书⻓柳健夫、深圳市萍乡商会
秘书⻓⻩运萍、深圳市赣州商会执⾏秘书⻓刘汉银、深圳市
武宁商会秘书⻓戴⽔玲、深圳市辽宁商会执⾏秘书⻓刘博、
深圳市上饶商会秘书⻓徐海英、深圳市宝鸡商会秘书⻓雷周
岐、深圳市河北商会秘书⻓⾼中和、深圳市韶关商会秘书⻓
刘国雄、深圳市焦作商会秘书⻓李⼴军、深圳市天⻓商会常
务副秘书⻓后⽟皇、深圳市⼭西商会副秘书⻓⽩五平、深圳
市唐⼭商会秘书⻓毕绍祥、深圳市亳州商会秘书⻓徐建⼭、
深圳市安徽临泉商会专职秘书⻓胡⼤伟、深圳市⻰川商会秘
书⻓陈剑辉、深圳市景德镇商会秘书⻓刘玮、深圳市内江商
会副会⻓刘霞、⽂从君、深圳市祁阳商会伍明亮、深圳市泾县
商会秘书⻓裴晓闩、深圳市安徽蒙城商会秘书⻓丁韬华、深
圳市泸州商会秘书⻓陈伟、深圳市三明商会秘书⻓肖光坚、
深圳市东乡商会秘书⻓乐⻘亮、深圳市张掖商会秘书⻓朱
伟、深圳市全椒商会执⾏秘书⻓陈国柱、深圳市安阳商会常

务秘书⻓宋致坤、深圳市饶平商会副会⻓兼秘书⻓张芳、深
圳市南通商会秘书⻓杨锦标、深圳市⼤余商会秘书⻓李海
燕、深圳市安吉商会秘书⻓⽯秀琴、深圳市新邵商会秘书⻓
曾楚涛、深圳市滁州商会常务副秘书⻓钟如⽂、深圳市南阳
商会副秘书⻓李鹤、深圳市常州商会秘书⻓陈⾦南、深圳市
嘉兴商会秘书⻓唐礼华、深圳市许昌商会秘书⻓张红伟等
100余⼈。我会执⾏会⻓钟海、荣誉秘书⻓萧⽂全应邀出席
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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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国商会第⼆届第⼆次理事⼤会
在河源巴伐利亚福朋喜来登度假酒店隆重召开

深圳市兴国商会讯：2019年6⽉15⽇下午1时30分，深圳市兴国商会第
⼆届第⼆次理事⼤会在河源巴伐利亚福朋喜来登度假酒店隆重召开。深圳
市兴国商会⾼级顾问谢军⽣、刘扬名,� 顾问刘福⾳，荣誉秘书⻓萧⽂全，会⻓
钟辉红，执⾏会⻓钟海，监事⻓陈河军，常务副会⻓钟林、潘亮、钟建华、肖和
平，副会⻓曾凡博、李思成、刘国⺠、谢⽟华、朱成⾦、王正泉，秘书⻓刘华，副
秘书⻓欧阳瑞伟、李赞辉、刘⼩梅，常务理事曾⽟坤、杨艳洪，以及理事共
60⼈出席了此次会议。

会议开始，刘华秘书⻓对为商会做出⽆私奉献的⼈⼠表
⽰衷⼼的感谢、并特别鸣谢出席本次会议的商会⾼级顾问谢
军⽣先⽣、刘扬名先⽣，顾问刘福⾳先⽣。

钟辉红会⻓致辞。致辞中钟辉红会⻓主要对四个⽅⾯做
了讲述：

⼀、上半年⼯作包括：慈善捐赠、企业互访、县委县政府与
在深企业之间对接联系等；

⼆、在中美贸易战的⼤环境下，对全国企业影响⽐较⼤。
对在深的我会会员企业既是⼀个挑战也是⼀个机会。如芯⽚
等⾼科技类产业研发可以审时度势把握；

三、深圳市兴国商会也该成⽴党⽀部组织，积极响应党的
号召，树⽴正确的世界观、⼈⽣观、价值观；

四、全国乡贤催进家乡发展的活动越来越多。如成⽴兴国
创新发展研究院、在京召开“四星望⽉”主题⽂化交流活动、成
⽴全国兴商联、家乡县委县政府领导到访交流、兴国籍博⼠论
坛会、后期商会赞助回乡义诊的活动等。

谢军⽣⾼级顾问致辞。致辞中提到⽬前中国经济⾛向随
这次中美贸易战开始有所变化，美国⼀直打压中国的发展，为
此我们兴国乡贤企业也受影响，因此需转型或是投资战略要
有所准备；兴国创新发展研究院也⼀直在为兴国医疗、培训等
做投⼊；从在座对财富、成功、健康三选⼀的结果中可以看出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才会有财富与成功。

陈河军监事⻓作监事会⼯作总结。监事会⼯作总结中指
出：

⼀、监事会⼯作情况：2019年上半年，深圳市兴国商会监
事会根据商会《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认真履⾏各项职能，积
极开展⼯作，对商会换届以来，商会领导班⼦的勤勉尽责情
况、商会的⽇常运作情况、财务收⽀情况等进⾏了有效的监
督；

⼆、对商会的财务管理和收⽀进⾏严格的审核监督。最终
监事会⼀致认为，商会领导班⼦能够按照商会《章程》及制定
的各项制度的规定抓好商会的建设和发展；商会财务做到了
严格执⾏财务制度，在经费使⽤的过程中做到严格控制，坚持
了“⼀⽀笔”审批原则，做到了严把⽀出关，各项⽀出合理。到
⽬前为⽌，未出现财务违规违纪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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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cond�board�of�directors�meeting�of�
Shenzhen�Xingguo�chamber�of�Commerce�was�
held�in�Heyuan�Bav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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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海执⾏会⻓作商会⼯作报告。钟海执⾏会⻓所作的
《深圳市兴国商会2019年上半年⼯作报告和下半年⼯作计
划》从以下⼏⽅⾯做了阐述：

⼀、2019年商会主要⼯作概括
商会第⼆届历经⼀年多⼯作稳步前进，2019年上半年

章程变更⼯作已完成；商会免税资格已经审批通过；2018年
审计报告也已完成。

⼆、2019年商会主要⼯作情况
1、⾛访会员企业和拜访兄弟商会，加强与会员的沟通联

系，增强商会凝聚⼒（如：1⽉5⽇⾛访涂晁荣会员单位-超盟
集团；5⽉11⽇⾛访曾贵理事单位-深圳市汇德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5⽉15⽇⾛访⼴东省江西兴国商会交流学习；5⽉18⽇
参加常务副会⻓潘亮企业-胜者之家（深圳）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开业庆典；5⽉28⽇萧⽂全荣誉秘书⻓陪同赣商联总会会
⻓王再兴、当⽉轮值会⻓管⻜赴深圳市赣州商会考察调研
等，共拜⾛访5次）。

2、加强与异地兄弟商会互访联系，2019年上半年我会
应邀参加18家异地兄弟商会会议。

3、沟通、互助、奉献、发展，商会⼀家亲，接待贵宾来访
4次（如：1⽉6⽇的兴江乡⼴东联谊会会⻓温科雄、副秘书⻓
温伟平、温科瑞来我会⾛访的接待；3⽉8⽇的中共兴国县委

书记赖晓军，中共兴国县委常委、开发区党委书记李明海，县
⼈⺠政府副县⻓张聪华等县委、县政府领导来到深圳的接
待；3⽉21⽇的赣州市兴国乡友联谊会廖贤⻰会⻓、原赣州市
⼈⼤副主任钟贤源、原赣州市经开区副书记王扬⾦、兴国县
百家欣超市总经理周国兴等⼈到访我会的接待；6⽉12⽇的
⼴东省江西兴国商会⻢华⽣会⻓⼀⾏到访我会的接待等）。

4、2019年上半年商会召开3次常务理事会，1次顾问春
茗会。

5、积极宣传家乡，整理发表介绍兴国⼈⽂历史⽂章
11篇，获得良好效果。

6、商会慈善部发起的捐赠：4⽉4⽇对兴国曙光救援队
捐赠。

7、深圳兴国商会⼩程序深⼊开发，现已开放。

三、商会⼯作中的不⾜
1、会员发展有所⽋缺，还有很多优秀的乡贤暂未加⼊我

们这个⼤家庭。
2、会员企业的⾛访需继续完善，⾛访计划、帮扶⼯作不

够细化。
3、会员服务活动有待提⾼，形式可以各异，多元化活动

需增加。
4、轮值班效果不佳，待本次⼤会提议变更轮值制度。
四、2019年商会下半年⼯作计划
1、每年⼀刊的商会特刊9⽉进⾏编辑⼯作，10⽉下旬出

版。
2、⼀年⼀度的会员⼤会暨年会11⽉召开。
3、拜访会员单位及兄弟商会作为商会活动的重要部分。
4、提⾼服务会员企业活动，出游、球赛、沙⻰等活动次

数。
5、开国上将肖华之⼥肖霞⼥⼠主导的，由我会和兴国创

新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兴国⼤型公益义诊活动预计11⽉
15⽇举⾏。

最后，希望我们扬优补⾜，继续努⼒。秉承“沟通、互助、
奉献、发展”这⼀宗旨，商会必定会越来越好。

期间，新聘任的副秘书⻓刘⼩梅⼥⼠简单⾃我介绍到：
本⼈是做旅游的，第⼀届就加⼊了深圳市兴国商会，在商会
会务组服务⽐较多，因此⼤家都对我熟知，感谢⼤家对我的
⽀持和帮助，今后我会继续为商会、为乡贤服务。

会议还举⾏了授牌和聘任仪式，由⾼级顾问谢军⽣、刘扬名，顾问刘福⾳，钟辉红会⻓分别给理事廖观银、陈奖辉、张赛
林、刘尊有授牌；聘任仪式上钟辉红会⻓给副秘书⻓刘⼩梅颁发聘书。

会中，欧阳瑞伟副秘书⻓作⼤会决
议议题内容。决议通过了三个议题：

议题⼀、根据商会章程，刘华秘书⻓
提议聘任刘⼩梅为副秘书⻓；

议题⼆、根据商会后勤慈善的申请，
提请理事⼤会通过从商会账上对兴国曙
光救援转账⼈⺠币伍万元进⾏捐赠；

议题三、根据商会⼤部分成员的要
求，将对现有值班⽅式进⾏调整，由原来
的每个⼯作⽇值班调整为每周由⼀名常
务理事会成员带队值班。

下午3时，⼤会在愉快、热烈的⽓氛中圆满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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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国商会讯：2019年6⽉30⽇，兴国创新发展研究院肖霞院⻓⼀⾏来深共洽合作事宜。我会在深圳市观
澜楠⽊花园会所接待了此⾏活动。

“⾚⽇满天地，悠悠夏⽇⻓”，兴国创新发展研究院肖霞院⻓
⼀⾏踩着6⽉的尾巴来到深圳市观澜楠⽊花园会所，参加了为家
乡建设共洽合作事宜的座谈会。我会出席⼈员有会⻓钟辉红，⾼
级顾问谢军⽣（研究院副院⻓），常务副会⻓钟建华、肖和平，副会
⻓刘国⺠、朱成⾦，秘书⻓刘华，理事李爱⺠。

落座后，钟辉红会⻓对肖霞院⻓等⼈⼀⾏的到来表⽰热烈的欢迎，并认为他们的到来，必将给在深的兴国乡友
带来商机和兴国讯息。肖霞院⻓对深圳市兴国商会的热情接待表⽰感谢，她希望通过这次座谈会，可以将兴国创新
发展研究院与商会、与企业的合作和对接落到实处，⽤实际⾏动回报家乡。会中，针对港中旅集团与兴国县合作事
宜、兴国县红军桥的重建等问题进⾏了讨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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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创新发展研究院
肖霞院⻓⼀⾏来深共洽合作事宜

President�Xiao�Xia�of�Xingguo�innovation�and�
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and�his�
delegation�came�to�Shenzhen�to�discuss�
cooperation�matters

最后，座谈会在相谈盛欢后结束。参加本次座谈会的优秀乡贤有:谢宜席，萧伟，⻩旻鹏，王崟，韩星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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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10-11⽇，由深圳⼤学⻰岗创新研究院、兴国
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粤港澳⼤湾区科创研讨会暨兴国
博⼠论坛”在深圳慧江集团隆重举⾏。本次论坛主题是“科
创助⼒湾区，融合协同发展”，⽬的是加强粤港澳⼤湾区科
技创新创业及兴国籍博⼠教授的沟通与交流、信息互通、资
源共享、合作共赢。来⾃太和智库德国欧洲中⼼、中⼭⼤学、
华南理⼯⼤⼤学、江西理⼯⼤学、中科院昆明动物所、深圳
市南⼭区委改⾰办、泛华集团、深圳⼤学、暨南⼤学、华南师
范⼤学、华南农业⼤学、中⼭⼤学附属第七医院、中⼭⼤学
附属⼝腔医院、仲恺农业⼯程学院、⼴东技术师范⼤学、澳
⻔⼤学、兴国创新发展研究院等粤港澳⼤湾区⾼校科研院
所及政府部⻔的兴国籍博⼠教授共60多⼈参加了本次研讨
会。

参加8⽉11⽇上午“粤港澳⼤湾区科创研讨会暨兴国博
⼠论坛”嘉宾有太和智库德国欧洲中⼼主任Thorsten� (托斯
登)博⼠、江西理⼯⼤学党委书记罗嗣海博⼠、兴国创新发展
研究院院⻓肖霞博⼠、副院⻓谢军⽣、中科院昆明动物所教
授郑永唐博⼠、深圳南⼭区委改⾰办主任邱成富、泛华集团
副总裁杨年春、华南理⼯⼤学化学与化⼯学院副院⻓胡建
强教授、深圳⼤学⾳乐系王昌逵教授、罗湖区中医院院⻓曾
庆明教授、深圳⼤学⻰岗创新研究院院⻓吕维忠博⼠。此
外，兴国县委常委/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李明海、深圳市兴国
商会、⼴东省江西兴国商会以及来⾃粤港澳⼤湾区企业家
代表们也出席本次研讨会。

专题报道��|��粤港澳⼤湾区科创研讨会暨兴国博⼠论坛成功举⾏

粤港澳⼤湾区科创研讨会
暨兴国博⼠论坛成功举⾏

Guangdong,�Hong�Kong,�Macao,�Dawan�District�
Science�and�technology�innovation�seminar�and�
Dr.�Xingguo�forum�successfully�held

兴国县委常委/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
李明海致辞

兴国创新发展研究院院⻓
肖霞博⼠致辞

谢军⽣副院⻓致辞

深圳⼤学⻰岗创新研究院院⻓
吕维忠博⼠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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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粤港澳⼤湾区科创研讨会暨兴国博⼠论坛成功举⾏

⾃由交流环节，各位参会⼈员积极
提问，主题报告嘉宾针对每个问题都进
⾏了详细的回复。⼤家共同探讨“科创
助⼒湾区，融合协同发展”的关键问题，
共同助推粤港澳⼤湾区科技创新与国
际科技创新的融合协同发展。现场碰撞
出了精彩的⽕花！

深圳南⼭区委改⾰办邱成富主任
作题为“粤港澳⼤湾区战略与深圳⾏
动”的⼤会报告。

泛华集团杨年春副总裁做题为“美
丽健康产业与智慧科创城”⼤会报告。

太和智库德国欧洲中⼼主任
Thorsten� (托斯登)博⼠做“Ethics� and�
Governance� ofArtificialIntelligence--
⼈⼯智能的伦理和治理”⼤会报告。

研讨会正式召开前的8⽉10⽇下午，论坛参会⼈员应邀莅临深圳⼤学⻰岗创新研究院进⾏参观交流。研究院院⻓吕维忠
博⼠在向各位嘉宾详细介绍了研究院的建设发展、优秀⼊驻项⽬、深⼤科技创新创业发展基⾦以及研究院众创空间建设和深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取得的成果等。

8⽉10⽇晚上，深圳⼤学王昌逵教授携七名钢琴弟⼦，
在深圳慧江集团会议厅举⾏“王昌逵教授师⽣钢琴⾳乐
会”。⾳乐会上，王昌逵教授师⽣⼋⼈先后演绎了⼗⾸精彩
的钢琴演奏。太和智库欧洲中⼼研究员王慧与她⽗亲王教
授四⼿联弹《军队进⾏曲》，将⾳乐会推向⾼潮。

⾳乐会最后，深圳⼤学王昌逵教授演奏他的原创钢琴
曲《呼唤》，表达了游⼦思念家乡，开创建设深圳，呼唤美好
未来的深圳客家⽂化精神，引起了参加科创研讨会/博⼠论
坛的观众们强烈的共鸣。

我会参加本次活动
的有：⾼级顾问谢军⽣、刘
扬名、邱成富、王昌逵，顾
问吕维忠，终⾝荣誉会⻓
郑辉，荣誉秘书⻓萧⽂全，
执⾏会⻓钟海，监事⻓陈
河军，常务副会⻓潘亮、钟
建华，副会⻓曾凡博，常务
理事曾⽟坤，理事叶丁有、
刘斌、唐绍平、吕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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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关怀��|��为家乡兴国县招商引资座谈会

为家乡兴国县招商引资座谈会

Symposium�on�attracting�investment�
for�Xingguo�County,�hometown

2018年12⽉18⽇上午10时，兴国⼈⼤陈⽂
俊主任、县总⼯会邓远平主席、兴国⽔保局庄
胜桂、县⼈⼤农经委付主任李虞森、深圳市⾼
新技术产业转移发展促进会（研究会）李政基
会⻓、⾼级顾问⽥爱⺠、会⻓钟辉红、执⾏会⻓
钟海在商会举办了为家乡兴国招商引资座谈
会。钟海执⾏会⻓主持了会议。

中午12时20分，会议在友好洽谈中结束。

座谈会开始，深圳市兴国商会钟海执⾏会⻓对参会⼈
员⼀⼀做了介绍。

深圳市兴国商会钟辉红会⻓对召开座谈会的⽬的进
⾏了介绍，钟辉红会⻓说到，今天的会议主要是希望⼤家
有合作的机会，产业投资机会、为深圳市⾼新技术产业转
移发展促进会（研究会）⾥企业找到合作的机会，主要是谈
谈⼀些可能有的合作机会，看看后续⼤家可能合作的⾏
动。

兴国⼈⼤陈⽂俊主任详细的介绍了兴国县招商引资
⼯作和政策，对县委县政府在企业上市扶持、机电产业扶
持、商贸物流产业扶持、旅游产业扶持等投资政策及投资
优势进⾏了重点讲解。热情邀请深圳市⾼新技术产业转移
发展促进会（研究会）李政基会⻓去兴国家乡进⾏实地考
察。对深圳市兴国商会表⽰感谢，赞扬了深圳市兴国商会
对家乡与深圳起到的桥梁作⽤与贡献，感谢深圳市⾼新技
术产业转移发展促进会（研究会）李政基会⻓、⾼级顾问⽥
爱⺠为兴国县建设出谋献策。

⾼级顾问⽥爱⺠表⽰，此次座谈会是商会为家乡搭建
招商引资平台，通过相互沟通实现今后的实体链接、实体
操作。⾼级顾问⽥爱⺠希望家乡兴国县与深圳市⾼新技术
产业转移发展促进会（研究会）建⽴友好合作关系，共同为
为兴国县的产业转移做出贡献。

深圳市⾼新技术产业转移发展促进会（研究会）李政
基会⻓在发⾔中说到，很⾼兴很荣幸⽥爱⺠⾼级顾问把我
们组织在⼀起，我也愿意为我们兴国县产业转移化的历程
做点贡献，兴国是我们的⾰命⽼区，为中国的⾰命事业做
出了重⼤贡献，兴国也是将军县，⼈才辈出，举世闻名，我
愿意为兴国的建设出⼒。

据会⻓李政基介绍，深圳市⾼新技术产业转移发展促
进会（研究会）是为深圳市政府引进国际国内的优质投资
项⽬牵线搭桥，是搭建政企沟通互信的桥梁，也是优质项
⽬与资⾦对接的平台，同时促进深圳⾼新技术产业转移和
重点产业布局调整。在深圳的区域优势、市场优势、⼈才优
势、技术优势以及国际友好城市的合作关系，以“产业转
移，科学发展，协同创新”为纽带，以⾼新技术产业科学转
移为研究为核⼼，致⼒于构建⽴⾜国内、⾯向全球的⾼新
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科研平台。促进会将以深圳市⾼新技
术产业转移作为对外交流传播的重要载体，与国内外城市
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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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8⽇，国际妇⼥节，关系国家、⼈⺠命运的全
国⼈⼤、全国政协两会也在北京如⽕如荼的召开。带着对在
深兴国乡友的关怀，为了兴国的未来和发展，为了兴国⼈⺠
的福祉，中共兴国县委书记赖晓军，中共兴国县委常委、开发
区党委书记李明海，县⼈⺠政府副县⻓张聪华等县委、县政
府领导⻛尘仆仆的来到深圳、⾛进深圳市兴国商会，并就未
来兴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脱贫攻坚战等问题与⼤家座谈。

下午，我会钟辉红会⻓，钟海执⾏会⻓，常务副会⻓钟
林、潘亮、钟建华、肖和平，副会⻓曾凡博、朱成⾦、王正泉，秘
书⻓刘华等⼈在商会热情的接待了赖晓军书记等⼈。

宾主落座后，李明海常委给⼤家介绍了来访的家乡领
导，并对赖晓军书记此⾏的⽬的进⾏了介绍：⼀是在新春之
际，向在深圳⽣活、⼯作的乡友问候，⼆是征求⼤家对兴国社
会、经济的发展及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的意⻅和建议，希望⼤
家畅所欲⾔，知⽆不⾔、⾔⽆不尽。

我会钟辉红会⻓代表深圳市兴国商会全体同仁对晓军
书记等家乡领导的到来表⽰热烈的欢迎，对家乡领导对在深
圳兴国乡友的关⼼表⽰衷⼼的感谢。同时，钟辉红会⻓还向
家乡领导介绍了深圳市兴国商会的历史和发展，以及商会同
仁对家乡社会、经济建设的关注，对报效家乡的决⼼。

辉红会⻓发⾔后，曾凡博副会⻓给家乡领导介绍了⾃⼰
公司⾃主研发的⾼科技智能家居产品，并表⽰愿意将⾃⼰公
司的产品⽤于改善兴国⼈⺠的⽣活，造福家乡，回报家乡。

钟海执⾏会⻓也对家乡领导的关⼼及对家乡领导对兴
国发展所做的⼯作表⽰感谢，他表⽰：对家乡的发展和经济
建设，商会全体同仁有责任和义务关⼼并⽆私奉献。商会作
为在深圳兴国乡友的互助平台，要做好深圳与兴国牵线搭桥
的⼯作，为家乡招商引资、脱贫攻坚等做出应有的贡献，以实
际⾏动回报家乡，回报家乡领导。

赖晓军书记等领导认真的听取了⼤家的发⾔，并时不时
的提出问题和对⼤家关⼼的兴国脱贫攻坚、招商引资环境等
问题进⾏了耐⼼的解答，对“三请三回”、“回乡创业群体”、
“博⼠等⾼学历⼈才引进”等政策进⾏了介绍。

最后，赖晓军书记对此次座谈会进⾏了总结。晓军书记
⾸先代表中共兴国县委、兴国县⼈⺠政府对在深圳⽣活、⼯
作的兴国乡友表⽰亲切的问候，祝愿⼤家在新的⼀年事业兴
旺、家庭幸福！其次，晓军书记指出：兴国县委、县政府对乡贤
返乡投资建设，不但表⽰热烈的欢迎，⽽且还在政策上、⼈⼒
和物⼒上给予⼤⼒的扶持和帮助。如果深圳市兴国商会的乡
贤有好的项⽬，都可以直接跟家乡政府沟通、跟今天来访的
各部⻔负责同志沟通。最后，晓军书记希望深圳市兴国商会
的乡贤们能够情系家乡、⼼系家乡建设，为家乡兴国的建设
和发展、为脱贫攻坚、共同⾛向富裕做出⾃⼰应有的贡献。

陪同晓军书记来访的还有：县商务局党组书记陈正卫，
县商务局副局⻓刘松，县商务局⼲部何绍林，在深挂职锻炼
的兴国县兴江乡党委书记钟财亮等⼈。

领导关怀��|��中共兴国县委书记赖晓军⼀⾏前来我会指导⼯作

中共兴国县委书记
赖晓军⼀⾏前来我会指导⼯作

Lai�Xiaojun,�Secretary�of�Xingguo�County�Committee�of�
the�Communist�Party�of�China�and�his�delegation�came�to�
our�association�to�guide�our�work

“等闲识得东⻛⾯，万紫千红总是春”。春天，是个⽣机勃发的季节，⼀年的计
划、⼀年的打算，都从春天开始。

春寒料峭，初春的深圳，也有些许寒意。但在深圳⽣活、⼯作的兴国乡友，⾝上
是温暖的，脸上挂着藏不住的笑容，⼤家满怀着对未来美好⽣活的憧憬，在春天的
季节⾥，迎来了家乡领导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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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国商会讯：2019年7⽉10⽇，赣
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招商科⻓刘光磊，赣
州市珠三⻆流动党委办公室主任谢光德，⼤
湾区⽂教专委会副秘书⻓刘新峰，深圳市赣
州商会执⾏秘书⻓刘汉银等⼈⼀⾏到访我会
指导交流。我会常务副会⻓潘亮，秘书⻓刘华，
秘书处谢芳腾在商会接待了此⾏来访。

落座后，我会常务副会⻓潘亮对赣州驻深办⼀⾏到
访表⽰热烈欢迎。并分别对我会情况、终⾝荣誉会⻓郑辉、
会⻓钟辉红、监事⻓陈河军、执⾏会⻓钟海做了简单介绍。

座谈会上，赣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招商科⻓刘光
磊，赣州市珠三⻆流动党委办公室主任谢光德，⼤湾区⽂
教专委会副秘书⻓刘新峰分别对招商引资、党建⼯作、赣
州籍优秀乡贤情况、赣州籍⽂教情况等问题进⾏了指导交
流。

最后，刘华秘书⻓感谢赣州驻深办⼀⾏到访我会指
导交流。交流会在愉快的⽓氛中结束。

座谈会上，⼤家对成⽴兴国商会联合总会、我会的基本
状况等话题进⾏了热烈的探讨和交流。

钟辉红会⻓表⽰⾮常赞同并会全⼒⽀持成⽴兴国商会
联合总会，同时也提出兴国商会联合总会的成⽴需要先建⽴
健全的规章制度、明确宗旨，具体细节需要规范到位。

兴国商会联合总会秘书⻓⻩贻辉表⽰此次⾛访各商会
的主要⽬的也就是调研了解商会的想法和要求，交流探讨⼤
家的意⻅。同时反映到⽬前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兴国商会之间
的沟通还有待进⼀步强化的问题。

中午⼗⼆时左右，交流在愉快的氛围中结束！

领导关怀��|��赣州驻深办⼀⾏到访我会指导交流

赣州驻深办⼀⾏到访我会指导交流

领导关怀��|��兴国商会联合总会秘书⻓⻩贻辉到访我会调研交流

兴国商会联合总会秘书⻓
⻩贻辉到访我会调研交流

A�delegation�from�Ganzhou�office�in�Shenzhen�visited�CCPIT�for�
guidance�and�exchange Huang�Yihui,�Secretary�General�of�the�Federation�of�Xingguo�

chamber�of�Commerce,�visited�CCPIT�for�research�and�exchange

深圳市兴国商会讯：2019年7⽉19⽇上午
10点半，兴国商会联合总会秘书⻓⻩贻辉到
访我会调研交流，我会会⻓钟辉红，副会⻓刘
国⺠、朱成⾦，秘书⻓刘华，副秘书⻓刘⼩梅
接待了此次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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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讯��|��热烈祝贺常务副会⻓单位胜者之家（深圳）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开业

据潘亮常务副会⻓介绍：胜者之家有限公
司是业内唯⼀⼀家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原国家⼯商总局）核准不带⾏政区域、⾏业名
词的企业，注册资本1亿。公司整合技术、专业、
资本、企业管理四⼤优势，旨在为企业提供⼀站
式“企⽆忧服务”，核⼼业务涵盖知识产权、⼯商
财税、资质办理、财政补贴、企业管理、股权投资
等企业服务，全⽅位解决企业⽇常经营的各类
服务需求。胜者之家在专业优势、⼤数据技术优
势的基础上，以“助⼒合作伙伴成⻓、助⼒事业
伙伴成功”为使命，恪守“利他主义”商业理念，
秉承“服务与⽣命同等、客⼾与⽗⺟同等、员⼯
与股东同等”为经营宗旨，致⼒“成为中国最受
认可的企业服务品牌”，为客⼾提供专业、⾼价
值的服务，助⼒客⼾、公司家⼈（员⼯）成为⼈⽣
胜利者。

潘亮常务副会⻓发表开业致辞：

尊敬的钟辉红会⻓、商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常感谢你们能
在百忙之中，抽空参加胜者之家的开业典礼，我谨代表胜者之家全体家
⼈，再次感谢你们的⽀持。今天，是我们胜者之家我们创业万⾥⻓征的
第⼀步。⾸先，感谢我的家⼈，他们是我努⼒前⾏的动⼒根源，感谢家⼈
背后⽆条件的⿎励与⽀持；第⼆，感恩⼀路与我⼀起打拼的兄弟姐妹们，
希望你们能与我带着感恩之⼼出发，感恩客⼾、感恩同⾏，感谢党和国
家创造的和平盛世，让我们能有机会去追求理想，实现⾃我价值。我将
恪守“助⼒合作伙伴成⻓，助⼒事业伙伴成功”的胜者信仰，与⼤家前
⾏，为之奋⽃终⾝。信仰很⼤，实现很难，但是，我坚信只要踏实⽤⼼，定
能循序渐进，做强做⼤，助⼒客⼾成⻓，创造社会价值，与⼤家实现“⾃
我成功”，成为⼈⽣胜利者；第三，与⽬标前⾏，第⼀阶段⽬标，踏实⽤⼼
做好企业服务，了解客⼾所需，探索科技服务之路，助⼒客⼾发展；公司
计划在三年内打造五⼤服务中⼼：财务管理服务中⼼、知识产权服务中
⼼、法律服务中⼼、企业策划服务中⼼、⾦融服务中⼼。第⼆阶段⽬标，
成⽴股权投资基⾦，深圳是全国最具创新、最具活⼒的城市，每年将产
⽣数万家优质的中⼩企业，未来我们将以企业服务为切⼊⼝，早发现、
早投资⼀些初创型的科技企业，因为科技是未来不变的趋势。⽑主席曾
说“世上⽆难事只要肯登攀”，只要我们踏实勤奋、不断创新、勇往直前，
定能不断靠近⽬标、实现⽬标。第三阶段⽬标，成为涵盖企业服务、股权
投资、科技制造的⽣态企业。梦想很⼤，路途很远，但⼈⽣很⻓，让理想
⼀直陪伴，才能不同凡响！实现⽬标也许需要5年、10年、20年、30
年�…我们还年轻还有时间，与⽬标同⾏，与时代同⾏，我坚信“您若
不辜负⽬标，⽬标定不辜负您”。最后，我希望胜者之家的每位家⼈能带
着万⾥⻓征的⾰命精神，⾯对困难，恪守胜者⽂化，坚定前⾏。请坚信

“积跬步，定能⾄千⾥”。再次感谢各位贵宾，感谢⼤家的⽀持，让我们⼀
起相信“美好即将发⽣，未来会更美好”！

9时18分，开业揭幕仪式准时举⾏。参加庆典的所有嘉宾热烈⿎掌
祝贺胜者之家（深圳）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开业成功，祝胜者之家（深圳）
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开业⼤吉、⼈财并进。

钟辉红会⻓发表贺词：⾸先祝贺胜者之家（深圳）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开业成功。对于胜者之家专注企业服务，是付合深圳这类城市需求
的。深圳每年的企业新增数量、⾼新技术企业新增数量，与北京、上海位
列前三，所以科技服务是值得探索研发的。就如潘亮常务副会⻓所说，
科技就是趋势，因为科技强国是我们中国的⽬标。祝胜者之家在科技服
务这条道路，早⽇成功，祝胜者之家科技强企，助⼒科技强国。

值此胜者之家（深圳）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开业之际，深圳市兴国商
会钟辉红会⻓携商会全体同仁祝胜者之家（深圳）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开
业⼤吉、⽣意兴隆、财源⼴进！

热烈祝贺
常务副会⻓单位
胜者之家（深圳）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开业
Warm�congratulations�on�the�opening�of�winner's�home�
(Shenzhen)�science�and�Technology�Service�Co.,�Ltd

⾏业独特优势：

1、在商标、专利、版权等知识产权业务中,公司利⽤⾃主产权的⼈
⼯智能、⼤数据分析、品牌声纳引擎等先进技术，实现全⽹深度检索，筛
选排除近似申请；⼗六年从业经验的专业⼈员，进⾏专业预审，提⾼通
过率，缩短周期；

2、利⽤资本、技术、专业、企业管理四⼤服务优势，帮助企业对知识
产权、财税管理、企业运营等⽅⾯进⾏深度规范、优化，提⾼企业专业形
象、品牌形象、同⾏竞争⼒，助⼒企业⻓远发展；

3、专业团队成员，均由⼗年以上的从业⼈员组成，熟悉国家⼯商财
税政策、各类资质办理政策、国家⾼新技术企业申报流程、深圳市各类
科技项⽬申报、各类科技企业优惠政策，为企业提供全⾯的专业服务。

胜者之家的每位家⼈承诺：实实在在服务企业，尽⼼尽⼒助⼒企业
发展，帮助企业主实现⻓期发展的愿望！

深圳市兴国商会讯：2019年5⽉18⽇
上午9时18分，我会常务副会⻓单位胜者
之家（深圳）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开业仪式在
深圳⻰华区品客⼩镇⻘创城盛⼤举⾏。我
会会⻓钟辉红，监事⻓陈河军，常务副会⻓
钟林、肖和平，副会⻓罗卿珊、谢⽟华、王正
泉，秘书⻓刘华，理事李爱⺠，会员谢满荣，
秘书处谢芳腾等⼈应邀出席了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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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国商会讯：2019年6⽉22⽇，阳
光明媚、天空湛蓝，观澜楠⽊花园会所隆重开
业了！当⽇下午5时，应谢宜席总经理、商会理
事李爱⺠和刘春华的热情邀请，会⻓钟辉红，
监事⻓陈河军，执⾏会⻓钟海，终⾝荣誉会⻓
郑辉，⾼级顾问谢军⽣、钟冬元，顾问张⼩强，
常务副会⻓钟林、潘亮、钟建华，副会⻓李思
成，秘书⻓刘华，副秘书⻓刘⼩梅等⼈前往了
楠⽊花园私房菜会所参加了开业庆典！

楠⽊花园会所位于⻰华区观澜⼈⺠路37号楠⽊花园105栋，是由
谢宜席总经理、我会理事李爱⺠等多名股东到⽬前为⽌斥资200多万
打造的⼀家集餐饮、KTV、⿇将、古珍品销售、名酒销售于⼀体的综合型
娱乐会所，地处楠⽊花园别墅群内，占地⾯积上千平，独⻔独院带停⻋
位，环境优美，位置优越，装修豪华典雅。会所涵盖2栋别墅，⼀栋为餐
饮娱乐供顾客招待，⼀栋为员⼯宿舍及厨房，分别有上下共4楼层，⼤
⼩包房共7间，员⼯超过30余⼈。是商务宴请、业务洽谈、朋友聚会等多
种场合的理想选择。

⾛进会所，精致的装修让⼈眼前⼀亮，暖⾊环保墙⾯，柔软舒适的沙发、古⾊古⾹的茶⼏，别致的钢琴。茶⾹、⾳乐、帅哥靓
⼥巧妙地融合，让⼈倍感舒⼼。

⼤概晚上6时许，钟辉
红会⻓⻋辆抵达会所，谢
宜席总经理率领员⼯们举
⾏了简短的礼炮欢迎仪
式。并于会所⼤⻔前进⾏
了集体合影！

稍作休息⽚刻后，谢
宜席总经理带领了⼤家周
围参观并对会所的不同部
⻔进⾏了详细的介绍。谢
总表⽰，会所还在精⼼完
善中，在今后的时光，会更
加努⼒的为顾客提供更完
美、个性化以及专属化的
服务和产品提供，同时也
希望有更多的商会⽼乡和
朋友们的光顾，相聚会所，
共创发展！

参观完后，⼤家就坐
会所三楼兴国厅，品茗交
谈，共叙友好乡情！稍后共
享晚宴，尽享⼭珍海味。晚
⼗时许，⼤家带着愉快的
⼼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会
所，结束了今⽇的开⼼美
好聚会！

喜讯��|��热烈祝贺深圳市观澜楠⽊花园会所开业！

深圳市观澜楠⽊花园会所开业
Congratulations�on�the�opening�of�Nanmu�Garden�
Club�in�Guanlan,�Shenzhen!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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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互访��|��兴江乡⼴东联谊会会⻓温科雄、副秘书⻓�温伟平、温科瑞来我会⾛访

2019年1⽉6⽇上午，兴江乡⼴东联谊会会⻓温科雄、副秘书
⻓温伟平、温科瑞来我会⾛访。我会会⻓钟辉红、常务副会⻓钟
林、潘亮、钟建华、肖和平、副会⻓谢⽟华、朱成⾦、顾问周志林、
张华⽣、秘书⻓刘华、理事张明⽣、吴传辉、会员⻩菊花等在商会
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刘华秘书⻓主持了欢迎会。

会议开始，刘华秘书⻓向兴江乡⼴东联谊会会⻓温科雄、副
秘书⻓温伟平、温科瑞介绍了深圳市兴国商会的发展史。

对兴江乡⼴东联谊会会⻓温科雄、副秘书⻓温伟平、温科瑞
的来访商会领导很重视，会⻓钟辉红代表商会对兴江乡⼴东联
谊会会⻓温科雄、副秘书⻓温伟平、温科瑞的的到来表⽰热烈的
欢迎，希望以后多⼀些不限形式的⾛访、沟通和交流。双⽅就办
会思想、⽅针、发展等问题进⾏了各⾃的表述。

钟辉红会⻓向兴江乡⼴东联谊会赠送了商会定制紫砂壶。
钟辉红会⻓希望与更多的兴国县乡级乡友会建⽴友好往来。深
圳市兴国商会欢迎在深的乡贤们来商会这个⼤家庭坐坐，欢迎
你们。

2019年3⽉21⽇下午5点，赣州市兴国乡友联谊会廖贤⻰会
⻓、原赣州市⼈⼤副主任钟贤源、原赣州市经开区副书记王扬⾦、
兴国县百家欣超市总经理周国兴等⼈到访我会，并与我会执⾏会
⻓钟海、常务副会⻓肖和平、副会⻓刘国⺠、秘书处谢芳腾等⼈座
谈交流。

宾主落座后，受钟辉红会⻓的委托，钟海执⾏会⻓代表深圳
市兴国商会⾸先对廖贤⻰会⻓等⼈的到来表⽰热烈的欢迎。⽽
后，钟海执⾏会⻓说：“深圳市兴国商会与赣州市兴国乡友联谊会
本是同根⽣，兄弟商会之间应该互帮互助、抱团取暖、共同努⼒为
商会会员搭建平台，提供服务，也为家乡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希
望我们两个商会加强合作、做好⽆缝对接。”

廖贤⻰会⻓回应说：“⾮常感谢钟海执⾏会⻓在百忙之中抽
时间接待我们，我们是来向深圳市兴国商会学习管理经验的。希
望赣州市兴国乡友联谊会的⼯作能得到各兄弟商会的⼤⼒⽀持，
⼤家群策群⼒，共同把我们各⾃的商会平台建设好，为商会会员
做好服务，为家乡建设贡献⼒量。”

钟海执⾏会⻓向客⼈介绍了深圳市兴国商会的发展历史：深
圳市兴国商会是在深圳市兴国乡友联谊会的基础上建⽴的。历经
⼗⼏年的深圳市兴国乡友联谊会，在刘扬名、欧阳宣、钟冬元、郑
辉前后四任会⻓的努⼒下，凝聚了⼈⼼，积聚了⼒量。2014年10⽉
16⽇，深圳市兴国商会经深圳市⺠政局审批成⽴，郑辉担任了商
会第⼀届会⻓、萧⽂全担任第⼀届秘书⻓。2017年年底商会换届，
⾄今已经运作了将近5年。在钟辉红为会⻓的第⼆届商会领导班
⼦的带领下，商会现有会员企业近200家。商会努⼒贯彻“沟通、互
助、奉献、发展”的宗旨，在制度建设和部⻔设置⽅⾯做了⼤量的
⼯作，现在商会⽇常管理有七⼤制度、⼋个部⻔，⼯作既互相独⽴
⼜互相配合。在商会成员们的努⼒下，商会的⼯作取得了⼀定的
成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表扬。

最后，⼤家对商会建章⽴制、会员服务、政商关系、以商养会
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交流时间虽不⻓，但⼤家都觉
得收获满满。

通过交流，赣州、深圳兴国乡友的感情得到加强，商会之间的
了解得到加深。⼤家⼀致认为，今后要常来常往，互相学习、共同
提⾼，将各⾃商会的⼯作推上⼀个新的台阶。

兴江乡⼴东联谊会
会⻓温科雄、副秘书⻓�温伟平、温科瑞来我会⾛访

商会互访��|��赣州市兴国乡友联谊会廖贤⻰会⻓等⼈前来我会考察、交流

赣州市兴国乡友联谊会
廖贤⻰会⻓等⼈前来我会考察、交流

Wen�Kexiong,�chairman�of�Guangdong�Friendship�Association�of�
Xingjiang�Township,�Wen�Weiping,�deputy�secretary�general�and�Wen�
Kerui�visited�our�Association

Chairman�Liao�Xianlong�and�others�of�Ganzhou�Xingguo�rural�Friends�
Association�came�to�our�Association�for�investigation�and�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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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互访��|��我会⾛访⼴东省江西兴国商会交流学习

“⼴深⼆百⾥，情在⼼中留，本是兴国⼈，
相聚亦甚欢。”5⽉15⽇下午，在阳光与⻛⾬交
替的⽇⼦，我会会⻓钟辉红，执⾏会⻓钟海，常
务副会⻓钟建华，副会⻓朱成⾦，副秘书⻓刘⼩
梅，秘书处谢芳腾⼀⾏6⼈从深圳驱⻋来到⼴
州，⾛访⼴东省江西兴国商会交流学习。

当天，⼴东省江西兴国商会会⻓⻢华⽣，
执⾏会⻓周祖岳，常务副会⻓钟红晖、刘丽华，
副会⻓胡良福，理事钟慧⻰，秘书处徐艳丽等⼈
在江韵⼤厦商会办公室热情接待了我会此次⾛
访交流活动。

⼀⾛进⼴东省江西兴国商会，乡友们就热情洋溢地邀请⼤
家⼊座。⼊座后，⼴东省江西兴国商会执⾏会⻓周祖岳⾸先主持
交流会，相互介绍出席⼈员。并向我会出席⼈员介绍了⼴东省江
西兴国商会的基本概况：商会动态、⽚区⾛访、联谊活动、对外交
流、慈善事业、党建⼯作、协会⼯作等。周祖岳执⾏会⻓主要说
道：⼴东省江西兴国商会⾃2015年成⽴以来，通过各级领导和
社会各界关⼼⽀持以及全体会员共同努⼒，历经三年终获评

“5A”级商会，此荣誉是我会发展历程中的⼀个重要⾥程碑，也
是对我会第⼀届⼯作业绩、管理⽔平等的充分肯定。希望⼤家与
我会多⾛访交流，为家乡、为会员提供更好的资源。

座谈会上，我会钟辉红会⻓发表讲话：⾸先感谢⼴东省江西
兴国商会的热情接待。刚听完周祖岳执⾏会⻓的介绍，⼴东省江
西兴国商会所做的⼯作值得我会学习。⽆论是在会员管理⽅⾯，
还是在许多扶贫以及协助县政府的⼯作上，都是我们学习的⽅
向。⽽我们深圳市兴国商会是从深圳市兴国乡友联谊会历经⼗
⼏年，在刘扬名、欧阳宣、钟冬元、郑辉前后四任会⻓的努⼒下，
凝聚了⼈⼼，积聚了⼒量。2014年10⽉16⽇，深圳市兴国商会经
深圳市⺠政局审批成⽴，郑辉担任了商会第⼀届会⻓、萧⽂全担
任第⼀届秘书⻓。2017年年底商会换届，很荣幸我当选第⼆届
会⻓。商会⾄今已经运作了5年多。商会现有会员企业近200家。
像会员⾛访、联谊活动、对外交流、慈善事业、协助县政府等⼯作
我会也⼀直在做。深圳市兴国商会在深的宣传还是不错的，因为
我会定调是：深圳市兴国商会，你我的商会，我们的家。我会的领
导班⼦尽⼼尽⼒为商会做了⼤量贡献。尤其是钟海执⾏会⻓付
出颇多。今天来到⼴东省江西兴国商会，确实感触很深。⻢华⽣
会⻓带领⼤家做事的⽅法和⼒度，以及对兴国县的⼀些贡献，值
得我学习。希望我们各个兴国商会之间互通信息、互通友谊。

⼴东省江西兴国商会⻢华⽣会⻓发表讲话：欢迎钟辉红会
⻓⼀⾏来我会⾛访交流。深圳是改⾰开放的前沿阵地，在创新和
财富⽅⾯都⾛在全国的前列。深圳市兴国商会成⽴也⽐较早，成
⽴庆典及很多活动我都也有幸参加。所以我们两个商会关系都
⾮常友好。我们⼴东省江西兴国商会也刚刚换届，商会还有很⻓
的路要⾛。前期做的⼀些⼩⼩的成绩也是⼤家共同努⼒的结果。
我们都有各抒⼰⻅的争论探讨，但最终⽬标⽅向是⼀致的。我们
继续前⾏，共创兴国商帮。

我会⾛访⼴东省江西兴国商会交流学习

深圳市兴国商会讯：2019年
5⽉15⽇，我会会⻓钟辉红带队⼀
⾏6⼈⾛访⼴东省江西兴国商会
交流学习。

I�will�visit�Jiangxi�Xingguo�chamber�of�Commerce�in�Guangdong�
Province�for�exchange�and�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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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钟海执⾏会⻓发表讲话：⼴东省江西兴国商会的
PPT介绍很精彩，值得我会学习，⽽且很早我们也提议来⼴
东省江西兴国商会交流学习，现在我们两会终于坐席交流
上了。虽然⻢华⽣会⻓对我会招商引资⼯作给予了肯定和
赞扬，不过我们还是有很多地⽅有待改进和提升，因为商会
本是牵线搭桥的⼀个平台，能为家乡和乡贤做实事、做好事
也是我们商会应该做的。我们商会也⼀直在做此事，包括我
会今年的回兴国义诊活动计划也在筹划中。我会也是更要
以“沟通、互助、奉献、发展”的宗旨继续努⼒。希望我们两会
能够经常往来，保持联络，资源共享，共同做好商会，服务会
员。

座谈会中，⼤家踊跃发⾔，每位都从不同的⻆度进⾏了
对商会商情友情的⻅解。

我会钟建华常务副会⻓发⾔道：商会⼤⼤⼩⼩的会员
企业都有，我们都是兴国⼈，只要有需求，完全可以内部消
化。也是很好的互帮互衬。⾛访或其他活动就是相互了解的
机会。所以商会之间、乡友之间就要多⾛动多交流。

⼴东省江西兴国商会钟红晖常务副会⻓发⾔道：商会
平台第⼀个层⾯是交流乡⾳乡情；第⼆个层⾯是对接资源；
第三个层⾯是带领帮衬⼀些⼩企业。所以我们都要往那⽅
⾯努⼒。使商会更有凝聚⼒、更有活⼒。⼴州、深圳⼈⽂汇
聚，信息流、资⾦流、⼈流、物流充沛，更适合⼤家共创发展。
⽽我个⼈则通过参加商会开阔了视野，交往了朋友，学习了
经验。所以加⼊商会是⾮常有意义的。

⼴东省江西兴国商会刘丽华常务副会⻓发⾔道：与深
圳市兴国商会的乡贤多次接触之下，促进了很多感情。在深
圳也有⾃⼰的项⽬。作为⼴东省江西兴国商会常务副会⻓，
不为得到什么好处⽽加⼊，加⼊后却是奉献较多。

⼴东省江西兴国商会胡良福副会⻓发⾔道：⻢华⽣会
⻓就是我们的榜样，⻢华⽣会⻓⽤实际⾏动带动我们⼀起
为商会、为家乡、为乡贤做奉献。

⼴东省江西兴国商会钟慧⻰理事发⾔道：第⼀点，我们
能⽣⻓在商会温暖的怀抱，不仅可以得到温暖，还能得到关
怀。第⼆点，作为深圳是开发和创新的城市。希望和深圳多
交流学习智慧新零售、智能科技等⽅⾯。第三点，作为我们
都是兴国乡贤，我们怀着回报家⼈、回报家乡、回报社会的
理念。我们怀揣着这个梦想不断努⼒。

我会朱成⾦副会⻓发⾔道：商会发展壮⼤了，商会凝聚
⼒也得提⾼。不仅是商会的发展⽅向，还是商会会员们的需
求。都需要学习。

座谈会最后，我会向⼴东省江西兴国商会请教了回兴
国义诊活动和全国兴国商会联合会等事宜。⼴东省江西兴
国商会⻢华⽣会⻓详细地给我会做了指导，并表⽰有需求
随时可帮助我会。

晚上6点，交流会在相谈盛欢后圆满结束。

商会互访��|��我会⾛访⼴东省江西兴国商会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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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互访��|��⼴东省江西兴国商会⻢华⽣会⻓⼀⾏莅临我会座谈交流

2019年6⽉13⽇下午，⼴东省江西兴国商会会⻓⻢华
⽣，常务副会⻓钟红晖、李雪⻜、罗祖良、刘丽华、邓振华，副
会⻓罗富忠，会员钟添森，秘书处徐艳丽等⼈⼀⾏莅临我会
座谈交流。我会会⻓钟辉红，执⾏会⻓钟海，监事⻓陈河军，
常务副会⻓钟林、潘亮、肖和平，副会⻓刘国⺠、朱成⾦，秘
书⻓刘华，副秘书⻓刘⼩梅出席了座谈交流。

宾主落座后，我会刘华秘书⻓主持并对商
会做基本介绍。主要从三个时间段的发展历程
来概括：

⼀、历经⼗⼏年的深圳市兴国乡友联谊
会，在刘扬名、欧阳宣、钟冬元、郑辉前后四任
会⻓的努⼒下，凝聚了⼈⼼，积聚了⼒量。

⼆、2014年10⽉16⽇，深圳市兴国商会经
深圳市⺠政局审批成⽴，郑辉担任了商会第⼀
届会⻓、萧⽂全担任第⼀届秘书⻓，商会正式
成⽴起航。

三、2017年年底商会换届，在钟辉红为会
⻓的第⼆届商会领导班⼦的带领下，商会现有
会员企业208家。商会继续贯彻“沟通、互助、奉
献、发展”的宗旨，在步步前⾏。

座谈会上，我会钟辉红会⻓对⼴东省江西
兴国商会⻢华⽣会⻓⼀⾏莅临我会座谈交流
表⽰热烈欢迎。钟辉红会⻓表⽰，我会对⽐⼴
东省江西兴国商会在⼏⽅⾯有⼀定差距：⼀是
对县⾥的联络⼯作做的不够；⼆是我会第⼆届
对家乡学校、病重会员、兴国曙光救援队等⽅
⾯慈善捐赠，慈善捐赠的量和范围不够⼤。三
是组织管理⽅⾯⽋缺，如党⽀部和会员联系。
我会虚⼼向⻢华⽣会⻓请教学习，尽⼒把商会
做好。

⻢华⽣会⻓谦虚地表⽰，深圳是⼀个创
新、科技、财富的圣地，在深兴国籍优秀企业家
很多，我们前来交流学习。作为兄弟商会，我们
需多交流、多共享，为创更好兴国籍商会⼀起
前⾏。

会上，在其乐融融的商会办公室，出席⼈
员展开了各⾃的交流，很快⼤家就相互熟知。

最后，⻢华⽣会⻓代表⼴东省江西兴国商
会赠送“⼋骏雄⻛”于我会，座谈会在相谈盛欢
中圆满结束。

⼴东省江西兴国商会
⻢华⽣会⻓⼀⾏莅临我会座谈交流
Chairman�Ma�Huasheng�and�his�delegation�from�Jiangxi�Xingguo�
chamber�of�Commerce�of�Guangdong�Province�came�to�our�meeting�
for�discussion�and�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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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互访��|��我会⾛访东莞市江西兴国商会交流学习

深圳市兴国商会讯：2019年
7⽉25⽇上午，我会会⻓钟辉红，
执⾏会⻓钟海，副会⻓曾凡博，秘
书⻓刘华，理事李爱⺠，秘书处谢
芳腾⼀⾏6⼈从深圳驱⻋来到东
莞，⾛访东莞市江西兴国商会交流
学习。

当天，兴国商会联合总会秘书⻓⻩贻辉也⼀同到访。东莞市江西兴国商会会⻓刘春华，荣誉会⻓余⻘⻘，执⾏会⻓⻩真
贤，常务副会⻓曾凡祺、曾俊⻘、杨成材，执⾏秘书⻓刘伟，会员发展委员会主任谢芬勇，理事⻩烈富，会员钟敬桢、刘盛财、刘美
琳、⻩清华、邱晓红、王娟，秘书⻩薇等⼈在东莞市江西兴国商会办公室热情接待了我会此次⾛访交流活动。

落座后，东莞市江西兴国商会
会⻓刘春华⾸先对我会和兴国商
会联合总会秘书⻓⻩贻辉⼀⾏表
⽰热烈欢迎。并发⾔道：作为兄弟
商会我们需多⾛动、沟通交流互相
学习、资源整合，我会⼯作有会员
交流⽇、⽉轮值企业⾛访、党⽀部、
除⼤会活动新增的清明和中秋活
动等都做得不错。但也希望跟深圳
兄弟商会进⾏更多的交流学习。

我会钟辉红会⻓发⾔道：⾸先
感谢东莞市江西兴国商会的热情接
待，我们此次来访⽬的是向东莞的
兄弟商会取经学习，争取为我们深
圳市兴国商会做得更好。就我会在
做的会员⾛访、联谊活动、培训讲
座、对外交流、慈善事业、协助县政
府等⼯作都有提升的空间。我会⽬
前新的轮值会⻓活动进⾏的效果不
错，如果越来越顺利的话可以给兄
弟商会推⼴。

我会钟海执⾏会⻓发⾔道：对东莞市
江西兴国商会感情很深，很多乡贤都⽐较
熟识，并且有幸多次被邀请参加兄弟商会
的活动，因此随⼝就能喊出兄弟商会的⼝
号“兴国兴商兴天下，同⼼同德同发展”，
就跟我们深圳市兴国商会的⼝号“深圳市
兴国商会，你我的商会，我们的家”⼀样，
都已铭记在⼼。

会上，我会曾凡博副会⻓分享了园洲
江西商会如何以商养商的经验，其中特别
说到园洲江西商会所有会员都可参与的
三个最有意义聚会活动：

1、博罗教育界相关⼈⼠⻅⾯会—解
决⼩孩上学问题；

2、博罗医疗界相关⼈⼠⻅⾯会—解
决疾病医疗问题；

3、博罗政府市政单位领导茗茶
会—对接项⽬寻商机。

东莞市江西兴国商会荣誉
会⻓余⻘⻘发⾔道：我们商会
之间多交流⾛访，这样就可以
借鉴⼀些经验或是教训，不管
是省、市商会，还是我们这些县
级商会，都有不同环境和内外
部情况，所以都需审时度势看
⾃⾝情况去发展商会。

兴国商会联合总会秘书⻓
⻩贻辉在会上针对商会的会费
标准、活动费⽤、商会⽇常⽀
出、资源利⽤等问题进⾏了咨
询了解，并表⽰道兴国商会联
合总会需要全国各地兴国商会
⻬⼼协⼒共同发展。

交流会在愉快的⽓氛中结束之余，东莞市江西兴国商会
执⾏会⻓⻩真贤邀请⼤家参观他的企业—⼴东卓别装饰设计
⼯程有限公司。

短暂的座谈时间内，我会⼀⾏看到了⼴东卓别装饰设计
⼯程有限公司的精彩视频介绍，⼤家都为卓别装饰点赞。最
后衷⼼祝愿⼴东卓别装饰设计⼯程有限公司⽣意兴隆、财源
⼴进。

我会⾛访
东莞市江西兴国商会交流学习
I�will�visit�Dongguan�Jiangxi�Xingguo�chamber�of�Commerce�for�
exchange�and�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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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互访��|��我会⾛访佛⼭市兴国商会交流学习

深圳市兴国商会讯：2019年9⽉18⽇下午，我会会⻓钟
辉红，执⾏会⻓钟海，常务副会⻓钟林、钟建华、肖和平，副会
⻓曾凡博、谢⽟华、朱成⾦，副秘书⻓谢芳腾⼀⾏9⼈从深圳
驱⻋来到佛⼭市，⾛访佛⼭市兴国商会交流学习。

当天，佛⼭市兴国商会会⻓陈锦茂，执⾏会⻓邱联和、监
事⻓兰兆清，常务副会⻓李桂⽣、刘丽华、熊绪林、曾庆忠，副
会⻓刘世春、钟让辉，会⻓助理贾坤，及执⾏会⻓公司的⼯作
⼈员在佛⼭市顺德区乐从镇银富家具城热情接待了我会此
次⾛访交流活动。

落座后，佛⼭市兴国商会会⻓陈锦茂⾸先对我会会⻓钟辉
红⼀⾏表⽰热烈欢迎。并发⾔道：作为佛⼭市兴国商会从14年
兴国乡友会，到16年底正式注册成⽴，⼀直坚持着搭平台、架桥
梁、服务会员、重发展的思路，秉承低调务实的路线，为兴国籍
乡贤在佛⼭创发展提供帮助。兴国籍乡贤在佛⼭从事的⾏业基
本跟佛⼭地域性产业相关，主要以实业⽣产与制造⽅⾯为主，
所以佛⼭市兴国商会的发展也与佛⼭地域性息息相关，希望钟
辉红会⻓此⾏来访能为佛⼭的兴国商会提出宝贵意⻅，同时也
希望同⾏的在深优秀兴国乡贤作相关建议，于此佛⼭跟深圳的
兴国兄弟商会之间有更多的交流学习机会。

我会钟辉红会⻓发⾔道：⾸先感谢佛⼭市兴国商会的热情
接待，我们此次来访⽬的是向佛⼭的兄弟商会学习，通过在佛
⼭的企业家对企业和商会平台服务、管理及运营等⽅⾯沟通交
流取经，相互促进发展。并简单介绍了我会发展史：深圳市兴国
商会是在深圳市兴国乡友联谊会的基础上建⽴，历经⼗⼏年的
深圳市兴国乡友联谊会，在刘扬名、欧阳宣、钟冬元、郑辉前后
四任会⻓的努⼒下，凝聚了⼈⼼，积聚了⼒量，2014年10⽉
16⽇，深圳市兴国商会经深圳市⺠政局审批成⽴，郑辉担任了
商会第⼀届会⻓。2017年年底商会换届，我被推举为第⼆届会
⻓，在第⼆届所有会⻓们共同的努⼒下，商会现有会员企业
200多家，商会贯彻“沟通、互助、奉献、发展”的宗旨，努⼒为我
们深圳市兴国商会做得更好。此⾏来到佛⼭，就佛⼭市实业型
产业和GDP都是很厉害的，在深企业实业型⽣产制造、装备制
造及科技发展制造等都应该向佛⼭的企业家们学习。

我会钟海执⾏会⻓补充道：我会在制度建设和部⻔设置⽅
⾯做了⼤量的⼯作，现在商会⽇常管理有七⼤制度、⼋个部⻔：
财会审计部、法律事业部、后勤慈善部、会员发展及外联宣传
部、企业发展咨询部、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处、⽂体部。各部⻔
⼯作既互相独⽴⼜互相配合。在商会成员们的努⼒下，商会的
⼯作取得了⼀定的成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表扬。在此，
代表深圳市兴国商会正式发出邀请：�欢迎佛⼭市兴国商会的乡
贤们来深圳指导交流�。

我会⾛访
佛⼭市兴国商会交流学习
I�will�visit�Foshan�Xingguo�chamber�of�Commerce�for�exchange�and�study

NOVEMBER�2019 ︳深圳市兴国商会XINGGUO�SHENZHEN�CHAMBER�OF�COMMERCE ︳ NOVEMBER�201974 75



商会互访��|��我会⾛访佛⼭市兴国商会交流学习

交流会在愉快的⽓氛中结束之余，佛⼭市兴国商会执⾏
会⻓邱联和邀请⼤家参观他的明亿轩红⽊馆和邱⽊匠。虽然
是短暂的参观，但是我会⼀⾏看到了明亿轩红⽊馆和邱⽊匠
的精美、亮堂、⾼⼤上的红⽊家具，⼤家都为明亿轩红⽊馆和
邱⽊匠点赞。

佛⼭市兴国商会执⾏会⻓邱联和发⾔道：佛⼭市兴国商会
作为县级商会，确实是有很多需要向如省级江西商会学习的地
⽅，佛⼭市江西商会也⽐较完善，特别是他们成⽴了江西商会
商学院，这点很值得学习。不过深圳市兴国商会却是县级商会
的榜样，不管是服务还是管理，都是县级商会虚⼼学习的⽅向。
其次在深的乡贤企业家们也是做得很成功，值得我们学习。希
望我们兄弟商会之间多⾛访交流，发展⾃⼰、发展商会。

会上，⼤家⼀⼀作了⾃我介绍，很快就熟知了各⾃的⾏
业领域，并且互相交流了商会和企业办活动、做服务、创发展
的建议性经验，最后钟辉红会⻓代表深圳市兴国商会互通友
谊，赠送佛⼭市兴国商会“⼤乌⼭”景观摆盘。 最后衷⼼祝愿明亿轩红⽊馆和邱⽊匠⽣意兴隆、财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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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访��|��优秀企业推介：⾛访会员单位--超盟集团

智能产业时代已经到来，企业经营与互联⽹结合
已成趋势所在，为加强交流合作，携⼿共同发展，
2019年1⽉5⽇下午，我会组织⾛访了涂晁荣会员单位，
此次⾛访商会涂晁荣会员单位超盟集团的有：⾼级顾问
⽥爱⺠、常务副会⻓钟建华、副会⻓朱成⾦、秘书⻓刘
华、理事钟海华、邹家元、杨聃、宋愈平、吕伟、李峻、叶丁
有、钟春⽣、杨燕⻜、刘斌、陈奖辉、赵李平、会员欧阳晓
宇、陈美银、杨克松、李年⻰、凌桂华、邓伟、⻩菊花、朱贤
佳、朱丹、钟海英、钟添森等27⼈。超盟集团对会员们的
到访表⽰欢迎并进⾏了热情接待。

商会⼀⾏⼈⾸先参观了超盟集团的⽂化⻓廊以及硬件
展⽰区域。沿着集团这⼀年以来的发展轨迹，集团服务部的
⼩伙伴向众⼈讲述了如今超盟在各项业务的发展情况以及
在⽀付领域所取得的技术成绩。

从2016年7⽉初创，超盟便⼀路乘⻛破浪、披荆斩棘，在
布局⽣态圈战略到技术⾰新都做出了傲⼈的成绩，既受到了
官⽅合作伙伴的认可，也吸引了⼀批战略合作伙伴，这在同
⾏中是前所未有的。超盟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集团明确
的战略定位和完善的⽣态布局。

在过去的2018年初，超盟便获得了微信颁发的“年度业
务突破奖”，在年末更是斩获了“中国经济⼗⼤创新企业奖”
以及“年度移动⽀付⾏业最具突出贡献奖”。⽬前，超盟已服
务全国100多万商⼾，服务超过15亿⼈次，铺设智能化收银
终端硬件50余万台，服务⽤⼾超8000万。对超盟取得如此卓
越的成绩，现场的商会领导和菁英给予了⾼度评价。

在会议室，超盟集团主持⼈进⾏了简单的开场，就公司
的业务布局、技术实⼒、运营模式、发展愿景等向各位莅临的
嘉宾作了详细的讲解和阐述，并着重对超盟的业务模式以及
发展规划做了解读。

主持⼈表⽰超盟⾃成⽴以来，就⼀直专注于实体商⼾
领域，秉承“数据赋能、增值增效”的经营理念，为全国线下实
体商⼾提供⽅便、优质、稳定的各类服务。并且随着移动互联
⽹的⾼速发展。超盟以移动⽀付为基础，通过智能硬件载体
切⼊，我们的服务已经慢慢渗⼊实体商⼾和消费者的⽇常⽣
活之中。

另外随着产业互联⽹的崛起，智能产业时代正在到来，
为B端赋能提⾼经营效率⼏乎已经是⾏业共识。⽽打造最具
规模的B端⼊⼝，赋能B端商家从⼀开始就是超盟集团⼀直
践⾏的使命。在未来超盟集团将以创新⼿段推动的技术发展
并与各产业融合，提升商家智慧经营的能⼒。

会议结束后，双⽅就超盟集团的业务进⾏了交流研讨，
谈及超盟的业务模式以及发展战略规划时，⼤家对此给予了
极⼤的肯定和赞扬，并表⽰超盟的业务⽅向与⽬前商会成员
所在各⾏各业的发展轨迹不谋⽽合，这将进⼀步促进双⽅的
共赢，相信在未来，双⽅的合作会为实业注⼊⼀股新的⼒量，
带来更⼤的价值！

优秀企业推介：
⾛访会员单位--超盟集团
Excellent�enterprise�promotion:�visiting�member�
unit�--�Chaomeng�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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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访��|��优秀企业推介：⾛访会员单位--深圳市汇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兴国商会讯，2019年5⽉11⽇上午，应商会理事
曾贵的热忱邀请，执⾏会⻓钟海带队⼀⾏20⼈参观了位于
深圳市⻰岗区板雪⼤道4010号C栋3楼深圳市汇德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举办的有关“互联⽹智能营销和策划”的⾛访活动。

据了解，公司最早由2014年4个⼈创业，创⽴【深圳市汇
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200平写字楼，9⽉份⽹站建⽴完成，
开始开单，到年底团队28个⼈，3个多⽉时间，完成业绩
300多万；2015年注册【找房⽹】，从28⼈发展到年底98⼈，
全年业绩2800万，创佣超4000万，12⽉单⽉业绩突破600
万。2016年，⾼峰⼈员突破180⼈，写字楼整层1115平，⻔店
新开3个，【汇德信息】注册多个⼦公司，分事业部运营，并成
⽴【深圳市汇德集团】，当年实收业绩超3000万；外部合作城
市超12个，合作创佣超5000万。2017年开始建⽴技术研发团
队，创⽴商⾍云品牌，全⽹⼀站式专业客源解决⽅案服务商，
研发出AI智能语⾳电话机器⼈，微信云控（现升级为新媒助
⼿）以及产品⼴告互联⽹投放运营。

商会⼀⾏⼈⾸先参观了深圳市汇德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的⽂化⻓廊以及办公区域。沿着公司近⼏年以来的
发展轨迹，曾贵理事向众⼈讲述了如今公司在各项业务
的发展情况以及在⽹络营销与策划领域所取得的优异
成绩。

在会议室，熊可明销售经理和张恒销售总监就公司
的概况和研发经营的产品等向各位莅临的嘉宾作了详
细的讲解和阐述，并着重对公司⽬前主推的三⼤产品：
智能语⾳电话机器⼈、新媒助⼿、产品⼴告投放运营进
⾏了推⼴分析。

智能语⾳电话机器⼈是⼀款适⽤于产品业务或服
务推⼴需求的语⾳营销服务平台！通过精准语⾳平台，
群呼潜在客⼾群体，并模拟销售专家沟通进⾏信息筛选
的⼈⼯智能语⾳机器⼈。集筛选意向客⼾、锁定⽬标客
⼾、精准客⼾分类三重营销于⼀体，全⾯实现市场营销！

微信云控（新媒助⼿）：⽬前可以做到⼀台电脑控制
⼀千台⼿机微信（⼿机微信的功能通过我们的新媒助⼿
都可以实现），⽬前已经新增控制抖⾳的功能，更多的新
媒体软件正在不多的升级更新中，为很多⽤⼾创造巨⼤
的经济收益和节省经济和⼈⼒成本，让营销效率轻松实
现百倍、千倍增⻓！堪称⽹络营销软件⾏业之翘楚！

产品⼴告投放运营：专业⼴告投放运营团队，为企
业提供托管式服务，账⼾专⼈专职更省⼼，搜索引擎竞
价开⼾、信息流⼴告开⼾、营销策划，端⼝⼾、⾮企⼾、框
架⼾、转化率提升、品牌建设、⼝碑营销。

会议上，钟海执⾏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随
着⽹速的升级，5G时代的到来，未来会有更多的客⼾群
⾛向线上交易平台。所以我们的企业要想创造更多的收
益就应该充分学习并运⽤好线上交易平台，多研究，多
创收！

会议结束后，双⽅就深圳市汇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的业务进⾏了交流研讨，谈及汇德的业务模式以及发展
战略规划时，⼤家对此给予了极⼤的肯定和赞扬，并表
⽰汇德的业务⽅向与⽬前商会成员所在各⾏各业的发
展轨迹不谋⽽合，这将进⼀步促进双⽅的共赢，相信在
未来，双⽅的合作会为实业注⼊⼀股新的⼒量，带来更
⼤的价值！

我会顾问钟经跃，执⾏会⻓钟海，常务副会⻓潘亮、
钟建华，副会⻓刘国⺠，秘书⻓刘华，理事邹家元、陈汉
庚、钟春⽣、杨燕⻜、刘斌、赵李平、杨汉军，会员谢满荣、
刘⼩梅、⻩菊花、王延锋、朱丹、叶明，秘书处谢芳腾等⼀
⾏20⼈参加了此次活动。

优秀企业推介：
⾛访会员单位--深圳市汇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Excellent�enterprise�promotion:�visit�member�company�--�
Shenzhen�Huide�Information�Consulting�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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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访��|��会员企业⾛访-深圳市⼴深艺建设⼯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兴国商会讯：2019年6⽉22⽇，夏⾄刚过，昼晷已
云极，宵漏⾃此⻓。上午10时30分，应副会⻓单位深圳市⼴
深艺建设⼯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卿珊先⽣的热情邀请，会⻓
钟辉红，执⾏会⻓钟海，常务副会⻓潘亮，秘书⻓刘华，理事
付林华、曾繁荣、钟春⽣、刘斌、张⽂昌，会员张丽君、⻩菊花、
钟添森等⼈前往了位于⼴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南环
路与中⼼路交叉路⼝的深圳市⼴深艺建设⼯程有限公司参
观、⾛访。

深圳市⼴深艺建设⼯程有限公司成⽴于2013年。⾃成
⽴以来⼀直秉承环保装修，质量第⼀，服务⾄上的经营理念，
是经深圳市建设局批准注册。以装修贰级、装饰设计⼄级、市
政总包三级、消防贰级、钢结构三级机电施⼯总包三级、建筑
施⼯总包三级、机电安装三级、防⽔防腐保温⼆级、安全⽣产
许可证、施⼯劳务不分等级、“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
维修”等⼯程资质；为客⼾提供各种⼯程综合解决⽅案及承
建管理服务。

据罗卿珊副会⻓介绍：我们拥有出⾊的⼈才团队，公司
特别重视⼈才的储备与培养。⻓期以来有着稳定、团结、智
慧、年富⼒强的技术管理⼈才。含建筑学、环境艺术、结构、电
⽓、采暖、给排⽔、材料学等相关专业；有在册⾼级⼯程师、⾼
级经济师、建造师、预算师、设计师及项⽬经理、施⼯员共
36⼈，技术管理⼈员⼤专以上学历占⽐超90％，⾼素质的⼈
才队伍为铸造精品⼯程提供了坚实⽽强有⼒的后盾。

在互动交流阶段，⼤家对建筑类进⾏了轻松的互动交
流。钟辉红会⻓和钟海执⾏会⻓也表述了对建筑⾏业的看法，
最后⼤家对深圳市⼴深艺建设⼯程有限公司的严谨、认真、
良好的专业⽔平给与了好评。

上午12时，⾛访结束。罗卿珊副会⻓最后表⽰对深圳市
兴国商会的同仁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公司⾛访、指导表⽰衷⼼
的感谢，同时祝⼤家健康快乐。会⻓钟辉红代表商会对罗卿
珊副会⻓为商会做出的⽆私奉献表⽰了感谢，同时希望罗卿
珊副会⻓能将⼴泛的⼈脉资源多与商会成员共享交流，共同
发展。最后衷⼼祝愿深圳市⼴深艺建设⼯程有限公司⽣意兴
隆、财源⼴进。

会员企业⾛访-
深圳市⼴深艺建设⼯程有限公司
Visit�to�member�enterprises�-�Shenzhen�guangshenyi�
Construction�Engineering�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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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访��|��会员企业⾛访-⼴东华医⼤司法鉴定中⼼

深圳市兴国商会讯：为深⼊了解
会员单位，加强会员间的互动联谊，
强化会员企业间的交流合作，
2019年6⽉29⽇，应我会刘荣泉理事
热忱邀请，⾼级顾问刘扬名，顾问钟
经跃，常务副会⻓潘亮、钟建华，监事
钟恩华，副秘书⻓刘⼩梅，理事吴传
辉、王贵祥、邹家元、陈奖辉，会员吴
培祥、欧阳晓宇、温正平、凌桂华、邓
伟、王延锋等⼈前往了位于深圳市⻰
岗区坂⽥街道办事处25楼的⼴东华
医⼤司法鉴定中⼼的参观⾛访。

⼴东华医⼤司法鉴定中⼼
（深圳华信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全
资控股），是经⼴东省司法厅批
准成⽴的综合性⼤型司法鉴定
机构，统⼀社会信⽤代码：
34440000MD80101986。中⼼主
要鉴定业务包括：法医物证鉴定
（包括亲⼦鉴定、个体识别、亲缘
鉴定等）、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法
医病理司法鉴定、⽂书司法鉴定
（包括笔迹鉴定、印章印⽂鉴定、
印刷⽂件鉴定等）、痕迹司法鉴
定、声像资料鉴定、电⼦数据鉴
定。中⼼拥有标准化实验室、先
进的仪器设备和⾼资质鉴定⼈
才队伍，具备⼀流的鉴定能⼒，
通过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
委员会认可，证书注册号：CNAS�
L11874,可在全国范围内承办司
法鉴定案件，鉴定报告全国通
⽤,还可出具全球通⽤的外⽂版
鉴定报告。中⼼秉持“科学、严
谨、客观、公正”原则，依法独⽴
⾏使鉴定权，年检案量上万件，
⽆冤假错案，为全国公、检、法等
机关和社会提供⾼效优质的司
法鉴定服务，树⽴了较⾼公信
⼒。

上午⼗时，参访⼈员陆续到
席，刘荣泉总经理代表公司向我
会⼈员的到来表⽰了热烈的欢
迎，茶歇⽚刻后，刘总带领我会
⼀⾏⾸先参观了公司的各个部
⻔，包括总经理办公室、员⼯办
公区、会议室等，就公司的办公
环境、运营状况和产品供需等作
了初步的介绍，并于公司前台留
下集体合影。

会员企业⾛访-
⼴东华医⼤司法鉴定中⼼
Visit�to�member�enterprises�-�Guangdong�Huayi�university�
judicial�appraisal�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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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访��|��会员企业⾛访-⼴东华医⼤司法鉴定中⼼

在会议室，刘健⼒经理以PPT影像的模式向我们详细地
介绍了公司的中⼼简介、两⼤宗旨、信念箴⾔、权威资质、法
医团队、核⼼设备、中⼼优势、战略服务单位、中⼼环境、业务
项⽬等内容。刘经理阐述道：公司秉承“科学客观、独⽴公正”
的质量宗旨和“⾼效优质、合作共赢”的服务宗旨。“⾄诚有
信、守望公正、笃信科学、明鉴⽌争、⼼⼿相牵、筑梦司
法”24字箴⾔是我们华医⼤⼈的信念也是我们华医⼤⼈的
⽬标。在司法鉴定⾏业我们不断奔跑着，⽤⾃⼰的切实⾏动
努⼒着，争取让我们华医⼤能够成为⾏业中的佼佼者！

⾃由交流环节，⾼级顾问刘扬名发表讲话：刚刚听了两
位负责⼈的介绍，深受启发，今天我也是抱着学习、请教的⼼
态来到这⾥的。我之前在内地当⼚⻓的时候，就遇到过这么
⼀件关于⽂书司法鉴定的案件事情。当时，我司内部⼀员⼯
写了⼀封匿名信到⾹港的⼀⽼板，⼤概是说我司出⼝到该公
司的产品都是有质量问题的，希望⽼板退货。当时我收到这
个消息的时候⾮常震惊和疑惑，于是展开了调查。内部员⼯
检举举报不成后通过市纪委到省公安厅通过对信的笔迹、书
写习惯等做了技术鉴定才发现这个是假证据，最后开除了该
员⼯的党籍，留党察看两年。今天听到我们的刘总公司也能
做这个事情，确实⾮常厉害，可谓神通⼴⼤，因为这个东西是
很有权威性和唯⼀性的，需要有很⼤的公关能⼒才能做，所
以向我们⽼乡表⽰祝贺，向你们学习！

提问环节，顾问钟经跃对这个鉴定是否可以在深圳办
理提出了疑问，刘健⼒经理回复这个具体看类别，有部分鉴
定是可以的！

常务副会⻓潘亮提出疑问：现在有些⽂书司法鉴定是
⾮常普遍的，像⽐如公司的各种印章有被员⼯带出去办事和
各种证件拿去办理事务等，如有拿去受理违法事情是否能去
鉴定出来。刘经理对相关问题做了⼀对⼀的精准回复！

刘荣泉总经理表⽰：希望乡贤间能多多交流、资源互
补，如果有招标活动可以⼀起合作，特别是交通事故、声像、
法医毒物等⽅⾯量是⾮常⼤的，我司资质⻬全，这些不必担
⼼。我司在亲⼦鉴定⽅⾯已超过1.5万例，这个数据在⽹络上
是名列前茅的。特别说明的是我们保证鉴定不作假，不做假
报告这个是始终坚持的。如客⼾有需求，我们也可以为客⼾
量⾝定制服务产品，尽全⼒为客⼾提供优质的产品和专业的
服务！

中午12点左右，活动在愉快的学习讨论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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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访��|��会员企业⾛访-深圳市美尔顺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深圳市兴国商会讯：2019年9⽉27⽇，恰逢
秋分过，昼夜已平分，问君何处去，君乐却不⾔。
下午15时30分，应理事单位深圳市美尔顺国际
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饶遇财先⽣的热情邀
请，本周轮值会⻓朱成⾦带队前往了位于⼴东
省东莞市南城区宏图路南信产业国际的深圳市
美尔顺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参
观、⾛访。

我会⼀⾏⼈⾸先参观了深圳市美尔顺国际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办公区域。从办公室的⼯作环境，公司员
⼯的精神⾯貌，可以看出深圳市美尔顺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是充满激情、⻘春活⼒的公司。

据了解深圳市美尔顺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是经国家
⼯商⾏政管理局批准成⽴的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并经中国航
空运输协会（CATA）审核批准，获得⼀级国际货运代理资格，
⼀代货代牌照号：ZN31580.同时也是WCA成员。总公司位于
深圳，设有东莞，上海分公司。为⼴⼤客⼾提供国际空运、集
装箱海运、散货拼箱、散杂货运输、租船包机、海陆空联运、中
港运输、仓储、装卸、代理报关、代理报检、货运保险及代理进
出⼝等全⽅位服务。

饶遇财理事介绍道：美尔顺依托遍布全球200多个国家
的代理⽹络，我们为客⼈提供全⽅位的空运物流服务⽅案，
如出⼝到付、⻔到⻔服务、进⼝采购物流、展品运输、限时运
输、危险品运输等。美尔顺有成熟的海运平台及良好的航空
货运关系，为客⼾提供灵活及具有成本效益的海空联运服
务，以满⾜客⼾不同需求，为您节省成本的同时⼜保证货运
时效。凭借专业的营销团队，服务团队以及各种优势资源，我
们维持稳定的业务增⻓，并逐步巩固了与各合作伙伴互利共
赢的成⻓模式，成为发展迅速，⼝碑良好的空运代理⼈。

在互动交流阶段，⼤家分别对货物、运输、⼈⼯、费⽤、
仓储、平台等⼀系列的货运物流问题进⾏了经验性的互动交
流。同时也提出了各⾃对物流⾏业的看法和期望，最后⼤家
对深圳市美尔顺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从提货、仓储、订
舱、制单、报关、拼装、配载、卡⻋、货轮、货机、送货、分⼯等环
环相扣的管理与运⾏的专业⽔平给与了好评。

下午17时，⾛访结束。饶遇财理事最后表⽰对深圳市兴
国商会的同仁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公司⾛访、指导表⽰衷⼼的
感谢，同时祝⼤家健康快乐。副会⻓李思成代表我会此⾏感
谢饶遇财理事此次的热情接待，同时希望饶遇财理事能将物
流⽅⾯便利的资源与商会成员共享交流，寻求共创共赢机
会。最后衷⼼祝愿深圳市美尔顺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做⼤
做强、⼈财并进。以下是此⾏⼈员：副会⻓李思成、朱成⾦，副
秘书⻓谢芳腾，理事吴传辉、王贵祥、赖智、刘惠恋，会员⻩
⻜、温正平、谢曜徽，秘书处⾟⽟霞等。

会员企业⾛访-
深圳市美尔顺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Visit�to�member�enterprises�-�Dongguan�branch�of�Shenzhen�
meiershun�International�Freight�Forwarding�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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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活动��|��深圳市兴国商会2018年年会在希尔顿逸林酒店隆重举⾏

参加年会的有：兴国县⼈⼤常委会主任陈⽂俊，兴国县
总⼯会主席邓远平，深圳市福⽥区委统战部副部⻓、福⽥区
⼯商联（总商会）书记⽯佑君，⼴东省江西兴国商会执⾏会⻓
周祖岳、执⾏会⻓刘国清，兴国县政府地⽅志办公室主编陈
⽟桃等领导、兴国县峰⼭铭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芳萍
等、在深江西省、市、县兄弟商会代表及深圳市兴国商会全体
会员共186余⼈欢聚⼀堂，共叙乡情乡⾳、共商发展⼤计。

年会庆典上⾸先由兴国县⼈⼤常委会主任陈⽂俊为晚
会致辞：今天，⾮常⾼兴来到深圳，与各位乡贤和朋友们欢聚
⼀堂，共话桑梓情谊，共谋未来发展。多年来，勤劳、智慧、勇
敢的兴国乡贤凭着忠厚朴实、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的精神，⾛
出兴国、融⼊⼴东，在我国的第⼀个经济特区深圳，实现着⼈
⽣的价值、书写着创业的故事、谱写着成功的华章，⼀直以
来，虽然⼯作、⽣活在深圳，但始终情系故⼟，回报家乡，为家
乡、为兴国的建设和发展牵线搭桥、献计出⼒，在此，受兴国
县委晓军书记的委托，请允许我代表中共兴国县委、县⼈⼤、
县政府、县政协以及兴国⼈⺠对深圳兴国商会第⼆届第⼆次
会员⼤会暨2018年会的顺利召开，表⽰热烈的祝贺！向各位
乡贤和朋友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由衷的敬意！对⻓期以来关
⼼、⽀持家乡建设的各位乡贤和朋友们表⽰衷⼼的感谢！

兴国将⼤⼒主攻⼯业，降低企业成本创造最优发展环
境，希望各位乡贤当好商业信息“通讯员”，为家乡⼯业发展
搜集和提供信息，传递投资和产业转移等资讯；当好牵线搭
桥的“红娘”，帮助家乡引进项⽬、⼈才、资⾦，为建设家乡添
砖加⽡。三是积极回乡创业、共谋发展。兴国资源丰富、⺠⻛
淳朴，发展的环境越来越好，希望各位乡贤以深圳兴国商会
为平台，既保持闯天涯敢拼搏的激情，⼜怀着回归故⾥回报
家乡的柔情，我们将以最⼤的诚意，为回乡创业的乡贤和外
来的客商提供最好的条件和最优的服务，实现互利共赢、共
同发展。

深圳市兴国商会2018年
年会在希尔顿逸林酒店隆重举⾏
2018�annual�meeting�of�Shenzhen�Xingguo�chamber�of�
Commerce�held�at�Hilton�Yilin�Hotel

晚会庆典上，深圳市江西商会秘书⻓杨淋、深圳市兴国
商会终⾝荣誉会⻓郑辉依次上台祝福，祝福⼤家阖家幸福，
事业兴旺，祝福深圳市兴国商会2018年年会的顺利举⾏，肯
定深圳市兴国商会⼀年来的付出与成绩，并寄语商会在新的
⼀年“凝⼼聚⼒、蓄势前⾏”！

会⻓钟辉红致辞时向前来参加年会庆典活动的各位嘉
宾表⽰热烈地欢迎，向⻓期以来⽀持、帮助商会的社会各界
⼈⼠表⽰衷⼼地感谢。他表⽰：过去的⼀年，商会在各⽅⾯都
取得⼀定的成绩，新的⼀年，商会将秉承“沟通、互助、奉献、
发展”的宗旨，携⼿⼴⼤会员，更好地打造“深圳市兴国商会，
你我的商会，我们的家。”精彩的发⾔赢得阵阵掌声。

合着改⾰开放40周年庆典的节
拍，深圳市兴国商会2018年年会在深
圳市⻰华区希尔顿逸林酒店隆重举
⾏。晚会由⼤型舞蹈《展翅⻜翔》拉开
序幕,⼀曲《好⽇⼦》、⼀曲《好运来》使
得晚会的⽓氛⻜涨，这是⼀个欢闹的
场⾯，⼤家欢聚⼀堂、凝集⼈⼼；也是
⼀个激励的年会，蓄势待发，不忘初
⼼继续前⾏！

NOVEMBER�2019 ︳深圳市兴国商会XINGGUO�SHENZHEN�CHAMBER�OF�COMMERCE ︳ NOVEMBER�201990 91



精彩活动��|��深圳市兴国商会2018年年会在希尔顿逸林酒店隆重举⾏

随着嘉宾代表及常务理事们的祝
酒声，晚宴正式开始。兴国县峰⼭铭欣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表在晚宴上做
了项⽬介绍，兴国县峰⼭铭欣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斥资50亿巨资打造赣州
⾸席湖⼭豪宅--九⾥峰⼭。

最激动⼈⼼的是抽奖环节，这次
会员们赞助的奖品使得奖项⼤奖连
连，中奖率也是占⽐很⾼。晚会在⽂艺
节⽬中穿插⼀波波的抽奖，使得晚会
⾼潮不断。

戌去亥⾄，新⼀年的脚步咚咚将⾄。今晚，我们歌声⻜扬，今晚，我们舞姿飘渺。回⾸2018年，有太多太多的回
忆和珍惜，展望2019年，有太多太多的憧憬和希望。愿2018年的祥瑞带给我们2019年幸福平安、吉祥如意，让我们
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共同祝愿、共同祈祷明天会更好，愿深圳市兴国商会再铸新的辉煌！祝⼤家年年快乐，万事如
意！让我们期待明年的这个时刻，再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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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活动��|��河源观⻩⻰岩多彩溶洞、踏5D玻璃悬索桥、赏畲族⻛情表演⼀⽇游

深圳市兴国商会讯：深圳市兴国商会河源理事⼤会闭
幕后的第⼆天，休闲游览正式开启！2019年6⽉16⽇早上9
点，深圳市兴国商会40余⼈酒店集合后统⼀前往⻩⻰岩⻛
景区。⼤概1⼩时左右抵达景区⻔⼝并进⾏了集体合影。

据了解，【⻩⻰岩畲族⻛情旅游区】位于距河源市区
59公⾥的东源县漳溪畲族乡⾼嶂⼭脉，占地约6平⽅公⾥，
是⼴东省唯⼀以畲族⻛情为题的旅游景区，分为多彩溶洞
游、畲族⻛情游和⾼⼭⽣态游三⼤主题内容。景区内景点有
⻩⻰岩洞、⻜⻰桥（⾼⼭玻璃桥）、丛林⽔上漂、畲族图腾展、
⼴东畲族宫等。

进⼊景区，⾸先映⼊眼帘的是⾼低起伏的⼭脉，绵延不
断，弯弯曲曲向远处延伸开来，恰如⼀条条巨⻰安定于此，这
条“巨⻰”⾝上绿荫葱茏，披着⻓满了各类花草树⽊绿⾐。

继后我们沿着蜿蜒曲折的⽯阶⼩路往⼭顶攀登，⼀路
欣赏着⼤⾃然的秀丽美景，呼吸着绿⾊森林的清新空⽓，⼀
边畅叙乡情，欢歌笑语，别有⼀番⻛味！不久后，抵达了景区
第⼀站：⻩⻰岩溶洞。清爽凉⻛扑⾯⽽来，有种沐浴于天然空
调下的神清⽓爽之感。据导游介绍，⻩⻰岩溶洞是粤东地区
最美的溶洞，溶洞冬暖夏凉，全年⽓温在22摄⽒度左右，
“幽、深、奇、险、秀”是本溶洞的最⼤特⾊。在洞内我们从不同
的⻆度观看到了⼤鹏展翅⾼⻜，神雕如何来捕蛇还有百仙
宫、瑶池室、微景⻓城、万年神⻳、痴情蛤蟆、⼀柱擎天、倒⽯
⽣花、万彩天花等等景观。踏着⽯阶登上九重天，看天外有
天，洞中美景，看由清澈⽽平静的⽔⾯和⽯钟乳所形成的让
⼈惊叹的“瑶池仙境”和“梦幻海景”。溶洞景观之奇美，不禁
让⼈深赞⼤⾃然的⻤斧神⼯。

穿过溶洞，我们来到了景区的第⼆站：5D玻璃悬索桥。
【⻩⻰岩玻璃天桥】是⼀座投⼊使⽤的全透明⾼空5D玻璃悬
索桥，全⻓约288⽶，垂直⾼度达168⽶，横跨于两⾼⼭之间，
迷雾缭绕，⾍鸣⻦叫，云霄漫步桥上，可谓⾏⾛于仙境中。
5D玻璃悬索桥将⾼⼭之险峻、森林之茂密、5D碎屏效果相结
合在⼀起，堪称现代⼯程与⼤⾃然奇景完美结合的奇迹。

⾛过惊险刺激的玻璃桥，我们开始下⼭来到⻩⻰岩餐
厅午餐。饱⻝了极具独特⻛味的农家饭菜和芳⾹四溢的畲家
⻛味⾖豉。

餐厅⾛下来，我们看到⼀栋别具特⾊的畲族⽵棚，那是
我们今天要⾛的第三站：欣赏畲族⻛情表演！因当时表演时
间已过，本以为要错过，好在畲族⼩伙看到我们热情的邀请
后答应给我们商会贵宾⼀⾏来了⼀场专场演出。于是我们有
幸欣赏到了畲族⼈给我们带来的⼏场滑稽⼜欢快的精彩演
出。

这⾥的独特⻛情、秀丽景⾊让⼈乐⽽忘返，这⾥的美味
农家饭让⼈回味⽆穷！下午2点，⼤家带着愉快的⼼情返回
温馨的家园—深圳，结束了我们难忘⽽愉快的河源之旅！

河源观⻩⻰岩多彩溶洞、
踏5D玻璃悬索桥、赏畲族⻛情表演⼀⽇游
One�day�tour�of�huanglongyan�colorful�karst�cave,�5D�glass�
suspension�bridge�and�she�folk�custom�performance�in�He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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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活动��|��我会举⾏粤港澳⼤湾区规划下的城市及产业发展的主题讲座

���������深圳市兴国商会讯：2019年6⽉25⽇
下午，为加强商会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交
流，更⾼效地执⾏新的商会轮值制度。我
会会⻓钟辉红组织了粤港澳⼤湾区规划
下的城市及产业发展的主题讲座。

⼤家坐落后，钟辉红会⻓⾸先从
3个有奖问答⼩互动拉开了粤港澳⼤湾
区规划下的城市及产业发展的主题讲座
序幕。讲座主要分三部分：

第⼀部分，粤港澳⼤湾区规划纲要；
第⼆部分，⼤湾区各城市发展要点；
第三部分，战略建议。

钟辉红会⻓分别对三⼤部分⾥的：产业、⼈⼝、GDP、房价、战略空间等进⾏
了详细的讲解。精彩纷呈的讲解后，掌声鸣动、赞不绝⼝。

⾼级顾问刘扬名特地从惠州赶到商会参加此讲座。并赞誉道：钟辉红会⻓
换届后的创新发展，组织了此讲座⾮常好。对⼤湾区发展的趋势，以及在这样的
时代成就了⼀批企业家。讲座不仅可以帮助⼤家少⾛弯路，还可能给⼤家带来
商机。希望商会多组织类似的讲座，供乡贤讨论取优。

座谈中，⼤家分别对：英德和清远的发展趋势、巽寮湾房价、深圳⻰华区和
宝安区新旧房购买⽅向、深圳周边房价对⽐等问题进⾏了激烈的讨论。

下午5时30分，讲座在愉快的⽓氛中结束。参加此次讲座的有：⾼级顾问刘
扬名，副会⻓谢⽟华，监事⻢学勇，理事王华喜、钟海华、邓敏、刘春华、赖智、邹
家元、杨聃、刘永辉、刘斌、唐绍平，会员杨克松、李年⻰、凌桂华、邓伟、王延锋。

我会举⾏粤港澳⼤湾区
规划下的城市及产业发展的主题讲座
I�will�hold�a�lecture�on�urban�and�industrial�development�
under�the�planning�of�Guangdong,�Hong�Kong�and�Macao

精彩活动��|��我会举⾏⽻⽑球友谊赛主题活动

深圳市兴国商会讯：2019年7⽉5⽇，为丰富商会的⽂体
娱乐⽣活，增强会员之间的乡友情。我会执⾏会⻓钟海组织
了⽻⽑球友谊赛主题活动。

当天下午，太阳⾼照，炎热⽆极。我会会员们不惧炎热，
陆续到达布吉⼤芬⽻⽑球馆，⽻中漫步、⽻友相聚、⽻康前
⾏。吴阶平说过：“健康不是⼀切，但没有健康就没有⼀切。”
所以我们常运动⻓健康，为健康快乐，我们⽻你相约球馆。

看，钟海执⾏会⻓这是使⽤的凌波微步绝学吗？连我的
慢镜头都差点没捕捉到这灵活的脚步。这变换、这速度，给对
⼿⼀个急速的击杀。

再看，⻩中华顾问打⽻⽑球时劲道⼗⾜，打得球时⽽像
出膛的⼦弹，时⽽像离弦的箭，时⽽像天外的流星。

瞧，这个瘦⼦凌空⻜跃，如迅雷不及掩⽿之势，挥拍⼀
击，随着⽻⽑球的急速降落，我知道，胜利了！ 

哇，胡上平理事⽻中漫步，轻松⾃如地防接球，这技术，
⽆疑是千锤百炼的结果。

在这激烈地对决中，各位乡贤⼗⼋般武艺各显神通。最
后产⽣出了：第⼀名，⻩中华顾问；第⼆名，邹忠平理事；第三
名，邹家元理事。

参加此次友谊赛的有：执⾏会⻓钟海，顾问⻩中华，常
务副会⻓钟建华、肖和平，理事邹忠平、范才平、邹家元、张赛
林、曾繁荣、胡上平、练优盛，秘书处谢芳腾。友谊赛虽然结
束，但是我们的激情友情未尽。

接着⼤家转移到六约⼭庄，座谈叙友情并总结交流友
谊赛活动⼼得。座谈上⼤家感谢钟海执⾏会⻓组织了此次活
动，让所有⼈过了⼀个有意义且开⼼的周五。钟海执⾏会⻓
也表⽰今后商会有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的活动举⾏，商会
因此也会更加精彩。副会⻓朱成⾦、王正泉，理事吕伟参加了
此座谈。

此活动最终由钟海执⾏会⻓精⼼准备的晚宴⽽完美结
束！

我会举⾏⽻⽑球友谊赛主题活动
I�will�hold�the�theme�activity�of�badminton�friendship�match

刘扬名⾼级顾问

钟辉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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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活动��|��我会组织企业管理探讨交流活动

深圳市兴国商会讯：2019年7⽉26⽇下午，在烈⽇炎炎，
骄阳似⽕的盛夏，我们怀着清凉⽽愉快的⼼情来到⻰华区⺠
治⺠康路292号品客⼩镇⻘创城B座三楼B5胜者之家公司，
参加我会当周轮值会⻓潘亮组织的企业管理为主题的探讨
交流会活动。

参加活动的商会顾问和会员有：曾获江西省优秀企业
家称号的⾼级顾问刘扬名，常务副会⻓钟建华，副会⻓罗卿
珊、谢⽟华，副秘书⻓李赞辉，理事邹家元、杨燕⻜、谢昌伟、
钟贤禄、温家强、廖观银，会员邱晓军、温正平、钟添森、王延
锋等；

交流会由我会⾼级顾问刘扬名开场⽩，⾸先他表达看
到众多乡贤汇集⼀起研讨企业管理感到⾮常欣慰，这是会员
素质显著提⾼的标志。接下来以兴国乡友办企业成功的经验
和失败的教训两⽅⾯，强调：   

★�管理的重要性，企业只有加强管理才能出效益，才有
竞争⼒，才能站稳脚根求⽣存；

★�管理是⼀⻔科学，只有加强理论学习才能掌握；
★�管理⼜是⼀⻔艺术，要在实践中领悟，潜⼼钻研；
★�管理⽆定式，要因企制宜，与时俱进，努⼒探索新时
代企业管理的新路；

潘亮常务副会⻓说，我们办企业，就是创业，必须做好
三件事：

⼀、设计蛋糕
明确定位，为什么要开公司，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你要

知道公司往哪⾥⾛，为什么要到那⾥，明⽩做公司的⽬的。

⼆、做蛋糕
⻆⾊定位，需要搭班⼦创业，最优组合是由懂管理、懂

技术、懂营销三⽅⾯的⼈才配备，通过愿景⽬标，志同道合及
领导影响⼒留住⼈才；做好合理的⻓短期规划；

三、分蛋糕
懂得分享，以⻆⾊分担来权衡股份分配，建⽴股权激励

分红机制，做到论功⾏赏。

潘亮常务副会⻓今天分享富有理论，有实践，同时他解
答了创业者碰到的实际问题，整个过程⼤家积极参与互动，
博得阵阵喝彩，⽓氛活跃，⼤家围绕企业转型、⼈员招聘、⼈
才管理，尤其是如何搭配班⼦，如何留住⼈才（需要了解员⼯
的真正需求）进⾏了头脑⻛暴，最后交流会在热烈地掌声中
结束，感谢潘亮常务副会⻓声情并茂，引⼈⼊胜的分享，让⼤
家收获满满。

我会组织企业管理探讨交流活动
I�will�organize�business�management�discussion�and�
exchange�activities

精彩活动��|��我会举⾏品酒交流会主题活动

深圳市兴国商会讯：2019年8⽉2⽇，为丰富商会的⽂体
娱乐⽣活，加强会员们对酒⽂化的了解，我会当周轮值会⻓
钟建华组织了品酒交流会主题活动。

当天下午，我们带着醉翁之意就在酒的⼼情陆续来到深
圳光明新区的深圳市天道⻝品饮料有限公司，参加钟建华常
务副会⻓组织的品酒交流会主题活动，参加的⼈员有：常务
副会⻓潘亮、肖和平，副会⻓谢⽟华，秘书⻓刘华，理事温家
强、邹家元、吕伟、曾繁荣、钟勇平、陈奖辉、赵李平，会员谢满
荣、⻩红、张丽君、⻩辉、吴培祥、陈美银、钟杨春、凌桂华、胡
均钰，秘书处谢芳腾等。

⾸先，胡总及⼯作⼈员带领我们参观公司并作简单介
绍，深圳市天道⻝品饮料有限公司是钟建华常务副会⻓合作
伙伴公司，也是我会会员胡均钰公司。从仓库就可以看出深
圳市天道⻝品饮料有限公司的实⼒和专业度。

⼤家落座后，⼯作⼈员开始给⼤家讲解品酒⼩知识：品
酒⼀般遵循5个步骤，即观⾊、闻⾹、品尝、吐酒和归纳。观⾊
是指在⾃然光和⽩⾊背景下观察杯中葡萄酒的颜⾊。闻⾹是
在酒倒⼊杯中时⻢上闻取葡萄酒⾃然散发的⾹⽓，再对杯中
酒进⾏适当程度的摇晃，闻取释放出的⾹⽓。接着就是品尝
了，⼩呷⼀⼝。在咽下酒之前，让你的⼝腔充分接触到酒液，
体会葡萄酒的酸、甜、单宁、酒体、余味和酒精度。在换下⼀款
酒前，你最好先把上⼀款酒吐出清⼝，这样能让你保持头脑
清醒，以迎接下⼀款佳酿。最后，你基本就可以对这⼀款葡萄
酒作出⼀个综合性的归纳。

最后，⼤家在品完酒似醉⾮醉的状态下结束了此活动，
特别感谢常务副会⻓钟建华组织此品酒活动，感谢胡均钰会
员公司的接待，感谢吕伟理事对本次活动的全程拍摄宣传。

我会举⾏品酒交流会主题活动
I�will�hold�the�theme�activity�of�wine�tasting�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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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活动��|��我会举⾏智能家居控制终端(AI+IoT)技术⼩论坛活动

当天下午，⼤家陆续来到⻰华区⻰胜商业⼤厦⾸层每
天红酒⼀楼会议室，在⾼朋满座后，曾凡博副会⻓给⼤家分
享了：

1、为数不多的可以整合智能⾳箱 + w i fi +蓝⽛
+Zeegebee+万能遥控+IoT设备集成在⼀起的，做到万物互
联。�兼容你的新或旧电器，不需要做任何改造。

2、最新蓝⽛Mesh分布式技术，多点组⽹，去中⼼化。
3、为数极少的掌握了功率3W单⽕线蓝⽛开关技术。只

要拿掉你的开关⾯板，换成我们的蓝⽛开关⾯板，就可以控
制你的照明设备，不需要再补线。

论坛会上，会⻓钟辉红，执⾏会⻓钟海，监事⻓陈河军，⾼级顾问刘扬名，顾问⻩中华，常务副会⻓潘亮分别分享了对智能
科技⻅解和应⽤。

论坛会结束之际，会⻓钟辉红，⾼级顾问刘扬名⻅证了
⼭东王总与曾凡博副会⻓签约仪式。预祝他们合作成功！

我会参加本次活动的⼈员有：会⻓钟辉红，执⾏会⻓钟
海，监事⻓陈河军，⾼级顾问刘扬名，顾问⻩中华，常务副会
⻓潘亮、钟建华，副会⻓刘国⺠、谢⽟华，常务理事曾⽟坤，
副秘书⻓欧阳瑞伟，理事杨汉军、赖智、刘春华、邹家元、曾
繁荣、刘斌、邱晓红、谢昌伟、温家强、刘尊有、肖敏、刘永辉、
杨燕⻜、王华喜、邓敏、胡上平、张明⽣，会员欧阳晓宇、⻩承
周、朱贤佳、⻩菊花、钟杨春、⻩红、吴培祥、温正平、谢满荣、
李年⻰。

⻓三⻆兴国商会会⻓孙海峰特别到访参加此活动聚
会。

最后，智能家居控制终端(AI+IoT)技术⼩论坛活动在热
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特别感谢曾凡博副会⻓组织的此论
坛活动，在此鸣谢主办单位：深圳市乐美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深圳市兴国商会、深圳⻰华区装修联盟，协办单位：深圳
市意点美⼴告有限公司。

我会举⾏智能家居
控制终端(AI+IoT)技术⼩论坛活动
I�will�hold�the�smart�home�control�terminal�(AI�+�IOT)�
Technology�Forum

深圳市兴国商会讯：2019年
8⽉9⽇下午3时，为科技⾛进我们
商会⽣活，我会当周轮值会⻓曾凡
博组织了智能家居控制终端
(AI+IoT)技术⼩论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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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活动��|��我会举⾏保龄球友谊赛主题活动

当天上午，⼤家兴致勃勃的陆续到达⻰岗区乐泰都保
龄球俱乐部后，肖和平常务副会⻓给⼤家讲解打保龄球步
骤及⽰范：

1、持球--持球时姿势要对，⼿臂要夹紧胳肢窝，确定⾝
体、肩膀摆正。

2、摆球--摆球时将原本弯曲的⼿臂放下伸直并往正后
⽅摆动，这个姿势很重要，持球的位置越⾼、向后摆的幅度
越⾼，球速就会越快。

3、出⼿--出⼿时⼿还是⼀样伸直，不可弯曲。不可⽤⼒，
因为姿势对的话，球速会⾃然增加。

4、⾛步--可将⾛步速度变快，只是变快不要变乱，因为
助⾛也可以加快球速。

5、左⼿--很多⼈会忽略左⼿，所以球速都没完全发挥。
左⼿的作⽤是在平衡右⼿的重量，唯有在平衡时速度才能
发挥。⾛步时左⼿应像⽼鹰展翅⼀样，左⼿抬得越⾼，能量
就聚集越多。

6、落点--放球时尽量不要将球腾空，不然很多能量会因
和球道碰撞⽽抵销，放球时没有声⾳是最能打出速球的。

紧接着⼤家开始练习这⼏项基本动作，并从中领会⼀
些实战要领，练习的时候就很多⼈已经打出过⼤满贯。在⼤
家练习中的同时，⼯作⼈员给⼤家随机编好了位置和号码。
⻢上就进⾏激烈的⽐赛，⼤家都很有信⼼打出好成绩。

⽐赛开始，⼀共8条球道，每条球道3-4⼈，每⼈两局，两
局分数相加记⼊总分。⼤家的⽔平都差不多，你追我赶，交
替拿⾼分。第⼀局结束排名前三的是：�⼀范才平；⼆曾繁荣；
三谢芳腾。

⽐赛继续，第⼆局⼀开始，15A球道的赛⼿⻩菊花连续
4把⼤满贯，赢得⼤家热烈的欢呼与掌声。第⼆局的时间仿
佛停滞了，停滞在欢呼与笑容之中。第⼆局结束排名前三的
是：⼀谢芳腾；⼆⻩菊花；三钟春⽣。

在这愉快⼜激烈的⽐赛完美结束并产⽣了：冠军谢芳
腾；亚军王贵祥；季军钟春⽣。肖和平常务副会⻓为冠亚季
军颁奖并以资⿎励。

参加本次活动的⼈员有：执⾏会⻓钟海，顾问钟经跃，
常务副会⻓潘亮、钟建华，副会⻓刘国⺠、谢⽟华，理事王贵
祥、钟春⽣、曾繁荣、范才平、赵李平、刘永辉、唐绍平、吴传
辉、钟地⻓、宋愈平、邹家元、鄢万千、邹宝⽣、刘斌、钟勇平、
危先斌，会员欧阳晓宇、谢满荣、王延锋、凌桂华、⻩菊花、李
年⻰、杨克松，秘书处谢芳腾等。

最后，⼤家在欢乐的笑语中结束了此活动，特别感谢常
务副会⻓肖和平组织此保龄球活动及丰盛的午餐（理事练
优盛餐饮店—赣味坊），感谢常务副会⻓肖和平公司乐泰都
保龄球俱乐部⼯作⼈员的热情服务。

我会举⾏保龄球友谊赛主题活动
I�will�hold�the�theme�activity�of�bowling�friendship�match

深圳市兴国商会讯：2019年
8⽉18⽇，为丰富商会的⽂体娱乐
⽣活，增强会员之间的乡友情。我
会当周轮值会⻓肖和平组织了保
龄球友谊赛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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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活动��|��我会举⾏爬⽺台⼭主题活动

深圳市兴国商会讯：2019年8⽉24⽇，为丰富商
会的⽂体娱乐⽣活，增强会员之间的乡友情。我会
当周轮值会⻓刘国⺠组织了爬⽺台⼭主题活动。

当天上午9点半，报名参加此活动的乡友们陆续到达⽺
台⼭⻰华区⼤朗⼊⼝处集合。虽说已是秋天，但是深圳丝毫
没有感到秋意，依然是炎阳似⽕。乡友们激情满满，不惧炎
热，热情⾼涨地向⽺台⼭进发。

我会副秘书⻓欧阳瑞伟⽑遂⾃荐当⼤家的导游，⽤他
幽默⻛趣的话语⼀边讲解⽺台⼭，⼀边带领⼤家往⼭顶进
发。在他的带领下，⼤家有说有笑的到达半⼭腰休息⽚刻。

稍作休息之后，⼤家继续前⾏。路径倒是平坦易⾛，但
是有个别乡友有点累觉想退，此时⼤家“连哄带骗”地⿎励
着⼀路往上。历经⼀个多⼩时，⼤家到达终点。但是⼈⽣路
漫漫，永远没有终点，我们还在路上。

最后，⼤家在快乐的汗⽔中结束了此活动，特别感谢副
会⻓刘国⺠组织此爬⽺台⼭活动及丰盛的午餐（理事练优
盛餐饮店—兴国⼈家）。

参加本次活动的⼈员有：副秘书⻓欧阳瑞伟，理事危先
斌、邹家元、刘永辉、付林华、肖敏，会员欧阳晓宇、吴培祥、
邓敏、⻩⻜，秘书处谢芳腾等。

我会举⾏爬⽺台⼭主题活动
I�will�hold�the�theme�activity�of�climbing�Yangtai�mountain

精彩活动��|��我会举⾏返乡创业经验交流会

⻓江后浪推前浪，江⼭代有⼈才出。

我会副会⻓陈云峰，先后做过教师、注册会计师、担任
过华南城、皇庭地产财务总监，2015年返乡创业，成⽴了兴
国县丰硒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四年过去了，陈云峰副会⻓返乡创业是成功还是失败？
他的公司⽬前是怎样的⼀种状况？返乡创业有前途吗？

带着种种疑问，9⽉1⽇上午10时30分，我会部分成员及
家属共26⼈参加了此次商会轮值会⻓交流活动---听陈云峰
副会⻓讲返乡创业的故事。活动在⻰岗区布吉镇西环路
25号乐泰都保龄球馆⼆楼赣味坊举⾏。

陈云峰副会⻓为此次活动做了充分的准备，制作了精
美的PPT⽂件。随着陈云峰副会⻓的演⽰和介绍，⼤家了解
了他返乡创业的动⼈故事、了解到他企业的发展情况及所
取得的成绩。

陈云峰副会⻓返乡成⽴的兴国县丰硒农业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注册资本2000� 万元,是⼀家以脐橙产业为基础，集⽣
产、销售、科研、基地、储藏和贸易为⼀体的科技型现代化农
业企业。经过⼏年的努⼒，公司获得了国家⾼新技术企业、
江西省“⼀村⼀品”⽰范企业、赣州市⻰头企业等荣誉。因产
业发展及精准扶贫⼯作成绩突出，公司法⼈代表陈云峰被
评为第四届“赣南乡村明星”。

公司本着“还⻝物本相，给农⺠希望”的宗旨，聘请博⼠
硕⼠，带领当地淳朴农⺠，致⼒于有机富硒功能农业开发；
成功创建了适合丘陵⼭地推⼴的“鸡⾹橙”发展模式。公司
还成⽴了兴国县第⼀家院⼠⼯作站，依托研发团队和技术
优势，公司在国际上⾸创了“BioSe(⽣物硒)”技术，成功培植
了富含有机硒功能性⾼端农产品；⽣产的吉祥橙、丰硒⼟鸡
（蛋）、丰硒咸鸭蛋等产品，在第三届世界硒都（恩施）硒产品
博览交易会和国际有机硒产品博览会上获得有机硒认证，
在第九届深圳国际营养与健康产品博览会获得产品⾦奖；
公司产品以富硒、有机、绿⾊等特点深受市场欢迎。

陈云峰副会⻓介绍认真、内容⽣动，参会⼈员听得⼊
神。⼤家为陈云峰副会⻓返乡创业故事所感动，为他企业所
取得的骄⼈成绩⽽⾃豪。

在⾃由发⾔阶段，⼤家各抒⼰⻅，结合陈云峰副会⻓企
业实际，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意⻅和建议。⼤家纷纷表
⽰，要向陈云峰副会⻓学习，努⼒⼯作，有机会也要返乡创
业，回报家乡。

12时30分，活动在融洽的⽓氛中圆满结束。⽽后，参会
⼈员还品尝了赣味坊地道的家乡⻛味及陈云峰副会⻓从家
乡带来的富硒⼟鸡、富硒鸭蛋和富硒蔬菜。

参加活动的有：我会副会⻓、兴国县丰硒农业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陈云峰、兴国县丰硒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助理钟海莲、⾼级顾问刘扬名、副会⻓刘国⺠、顾
问周志林夫妻、监事钟恩华、理事王华喜、陈汉庚、杨燕⻜夫
妻、练优盛、鄢万千、危先斌、王贵祥、邹家元、唐绍平、刘永
辉、邓乐平、会员⻩承周、凌桂华、张丽君、谢⽟⻰、王延锋夫
妻、荣誉秘书⻓萧⽂全、副秘书⻓欧阳瑞伟等。

我会举⾏返乡创业经验交流会
I�will�hold�a�homecoming�entrepreneurship�experience�
exchange�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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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活动��|��我会举⾏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分析研究讨论会

深圳市兴国商会讯：2019年
9⽉7⽇下午2点，我会当周轮值会
⻓罗卿珊组织了企业发展战略规
划分析研究讨论会。常务副会⻓钟
建华、秘书⻓刘华、理事杨燕⻜、会
员吴培祥及乡贤⻩伟参加了此讨
论会。

本次讨论会，罗卿珊副会⻓从⼴深艺公司发展背景与
环境、业务与资源分析、外部市场分析、内部分析与评价、战
略发展初步思考五个⽅⾯进⾏剖析说明，提出了企业时刻
创新和定位思考及战略决策与焦点讨论相关问题，并指出
选择由专业的团队做专业的事是正确的。

罗卿珊副会⻓对企业发展战略规划总结出了三点⻅
解：

⼀、是要把握好新型经济与企业市场化的关系。要清醒
的认识到公司未来的使命和企业愿景两者之间的联系。

⼆、是要把握好企业近期⼯作要求和⻓远发展⽬标之
间的关系。要在完成现阶段⼯作的同时，注重与企业⻓远发
展结合起来。

三、是要精确把握公司主业，就是要做让每个客⼾成为
我们的朋友，紧紧围绕质量第⼀，诚信⾄上，让每⼀个客⼾
满意的⼯作把产业链做优、做⼤、做强，在服务客⼾“质量延
续企业命脉，⼝碑成就企业未来”的战略布局中，准确把握
公司的发展战略⽅向。

在讨论会中，⼤家各抒⼰⻅，围绕罗卿珊副会⻓所说，
在新型经济下的战略⽬标及实际情况展开讨论，建⾔献策，
并且纷纷表⽰，要向罗卿珊副会⻓学习：规划好企业发展战
略和个⼈的发展⽅向。

最后罗卿珊副会⻓希望乡贤们各⾃制定好⾃⼰未来的
发展⽅向，并融⼊某些共同的⾏业，进⾏资源整合，共同努
⼒，壮⼤企业。

我会举⾏企业
发展战略规划分析研究讨论会
I�will�hold�a�seminar�on�strategic�planning�and�analysis�of�
enterprise�development

精彩活动��|��我会组织沙⻥涌沙滩、快艇环岛、烧烤⼀⽇游

深圳市兴国商会讯：为
丰富商会⽂化，增进乡友之
情，2019年9⽉21⽇，我会当
周轮值会⻓谢⽟华组织了官
湖沙⻥涌沙滩、快艇环岛、烧
烤⼀⽇游。

按约定⼤家⾃驾前往⼤鹏半岛，途经盐⽥港、⼤梅沙、
⼩梅沙、东部华侨城、⼤鹏、南澳等地，于下午三点左右到达
沙⻥涌海边集合。

沙⻥涌⽂化旅游景区是东部海岸上⼀颗璀璨的明珠。
沙滩浴场⽤海14.5667公顷（14.6万平⽅⽶），可⽤沙滩⻓约
400⽶，海岸线（北撤亭⾄官湖⻆）850⽶。建于沙⻥涌沙滩上
的东纵北撤纪念亭靠⼭⾯海，⽴于海边岩⽯上，为六⻆琉璃
重檐亭。登亭远眺⼤海，海⻛迎⾯扑来，让⼈⼼情舒畅。纪念
碑为曾⽣同志题词，“为了坚持国内和平，从此登船北撤⼭
东� ”⼗六个⼤字分外醒⽬。沙⻥涌以“⼭海奇观、滨海古镇”
为主题，拟建成“绿⾊⽣态旅游区+红⾊爱国教育区+蓝⾊滨
海休闲区”⼀体化的⽣态旅游项⽬。

休息⽚刻后，⼤家乘坐快艇出海冲浪，安坐船上享受海
⻛吹洗，感受冲浪的喜悦，远眺⾹港东平洲岛、南澳湾、⼤澳
湾，⼤鹏湾⽆际海景尽收眼底。

我会组织沙⻥涌沙滩、
快艇环岛、烧烤⼀⽇游
I�will�organize�a�one-day�tour�of�sand�fish�Bay,�speedboat�
around�the�island�and�barbe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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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活动��|��我会组织⾦融讲座沙⻰活动

什么叫做理财？⼀般⼈谈
到理财，想到的不是投资，就是
赚钱。实际上理财的范围很⼴，
理财是理⼀⽣的财，也就是个
⼈⼀⽣的现⾦流量与⻛险管
理。很⻛趣地说：“你不理财，财
不理你”！

2019年10⽉12⽇，为增强
会员对理财知识的了解，⽅便
个⼈或企业的⻛险管理。我会
当周轮值会⻓刘华组织了⾦融
讲座沙⻰活动。

当天下午，⼤家伴着零星⾬滴陆续来到福⽥区联合⼴场
A座⾸层中信银⾏，参加当周轮值会⻓刘华组织的⾦融讲座
沙⻰活动。

⼤家落座后，⾸先刘华秘书⻓热烈欢迎我会企业家们参
加此⾦融讲座，并简单介绍了⼀下活动流程。接着由中信银
⾏福⽥⽀⾏优秀理财经理李玮开始给⼤家解析投资理财与
资产配置，并从其中资管新规和净值型理财；产品的净值与
收益；净值与估值；市场分析框架；投资理财的⽬的；投资期
限与收益的环⽐；资产配置解决期限、⻛险、流动性“既要由
要”的问题；标准普尔家庭资产配置图等⽅⾯进⾏了详细解
析。

期间，⼤家互动讨论到公司理财、机构理财、个⼈理财和
家庭理财等，我们的⽣存、⽣活及其它活动离不开物质基础，
与理财密切相关，不能以⼈的资产多少来评估是否需要理
财，每个⼈都需要有理财意识。

间息⽚刻后，中信银⾏合作伙伴泰康⼈寿经理刘蕾给⼤
家介绍了理财产品之⼀“保险”，他提道：在⽣活中，我们所有
⼈都在⽆意识地重复着同样的游戏：我们常常假设不存在意
外，但当它⼀旦成为事实时，我们已⽆法改变当初的如果。因
此，我们每个⼈、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份意外保险，意外保险
为家庭建⽴⼀道⻛险的屏障，为幸福美满的⽣活保驾护航。

18时，活动在⼤家收获与讨论中圆满结束。⽽后，⼤家
移步到练优盛理事单位赣味坊品味家乡美⻝。感谢刘华秘书
⻓组织的此活动和宴请的晚餐。参加此活动的有顾问钟经跃
律师，副会⻓刘国⺠，副秘书⻓欧阳瑞伟、谢芳腾，理事钟海
华、赖智、刘永辉、刘斌、陈奖辉、刘尊有，会员欧阳晓宇、傅福
⽣、⻩菊花，秘书处⾟⽟霞。

我会组织⾦融讲座沙⻰活动
I�will�organize�financial�lecture�salon�activities

⼤概下午六点半左右，我们的海边烧烤开始了，有肥肥
的鸡腿，有嫩嫩的鸡翅，有劲头⼗⾜的⽜⾁丸、⽕腿、茄⼦、
⻘椒、⽟⽶等，烧烤物资⼀应俱全！不仅有可⼝的美⻝，还有
动感⼗⾜的劲爆⾳乐，我们的⼤才⼦帅哥吕总给我们现场
演唱⼀⾸⾸动听的歌曲，不回头看，光听简直就是原唱者在
唱⼀样，⼤家边吃边聊，每个⼈都嗨到爆，歌聊⾄半，做为将
军县的后代，我们兴国家⼈提议在我们伟⼤的祖国⺟亲
70周年庆典将⾄之际，我们⼀起歌唱——《我和我的祖国》：

此时此刻,我们每个⼈都热⾎沸腾,每个细胞都向世界
表达我们对祖国的爱，我们的歌声⽓势磅礴，我们的祖国崇
⾼伟⼤，我们的爱坚信不疑，我们将这份爱传递给⾝边所有
的朋友，祖国，我们爱你！

晚上九点左右，⼤家带着轻松愉快的⼼情陆续离开海
滩，返回温暖的家。特别感谢副会⻓谢⽟华组织此游玩活
动，感谢会员与家⼈们的参与。以下是参与⼈员：常务副会
⻓钟林，副会⻓谢⽟华、朱成⾦、常务理事曾⽟坤，副秘书⻓
刘⼩梅、谢芳腾，理事王贵祥、张明⽣、谢昌伟、邹家元、温家
强、陈汉庚、吕伟、张维维、陈奖辉、刘尊有，会员廖海艳、吴
培祥、欧阳晓宇、⻩红、罗⼩平、⻩承周、谢满荣、谢⽟⻰、温
正平、王延锋、⽅翠良、秘书处⾟⽟霞。

乘坐完快艇后⼤家开始⾃由活动，漫步沙滩、游泳、拔
河、摄影·····尽情玩耍！

我和我的祖国
⼀刻也不能分割
⽆论我⾛到哪⾥
都流出⼀⾸赞歌
我歌唱每⼀座⾼⼭
我歌唱每⼀条河
袅袅炊烟⼩⼩村落
路上⼀道辙
我最亲爱的祖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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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活动��|��我会组织聚乡情、谈发展座谈活动

盼⻛来，盼⾬来，最美不如盼秋
来。秋的景⼊⼼，秋的韵⼊眼。这在
秋⾼⽓爽的季节⾥我会当周轮值会
⻓杨艳洪组织了⼀场聚乡情，谈发
展的座谈活动。

2019年10⽉19⽇15：00，为凝聚发展共
识，⼤家在当周轮值会⻓杨艳洪的号召下欢
聚⼀堂，⼀起就游乐地产项⽬进⾏集思⼴
益。

现在国内游乐⾏业⽆论是室内还是室
外游乐园，新项⽬⼉童主题乐园已经成为⼀
种流⾏趋势，随着⼈们⽣活⽔平的提⾼，城
市中涌现了⼀个个的主题游乐园，有些是专
⻔针对孩⼦进⾏建设的主题乐园，这⾥是孩
⼦更喜欢的地⽅，也是家⻓与孩⼦增进感情
的更好⽅式。对于这些游乐园的装修⾮常重
要，不能⼀味的模仿别⼈，要有⾃⼰的特⾊，
⾃⼰的主题。

全国主题游乐园已有去年的10多家⼀
下增⾄30多处，⽬前市场是流⾏的主题乐园
⼀般可分为嬉⽔主题乐园，动漫嘉年华主题
乐园，以及冲关项⽬主题乐园，三款不同形
式的主题乐园适合全年不同时节，也从以往
只单单针对⼉童⼀下扩⼤⾄适合2-60岁的
社会消费的主流⼈群！可以根据场地所在地
域，根据本地⽂化、市场和消费群体做⼀个
装修⽅案，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体现⾃⾝理
念、吸引更多的游客！

这是⼀场⾼规格、⾯对⾯、⼼贴⼼的座谈会，⼤家畅所欲⾔，头脑⻛暴进
⾏对游乐地产项⽬各抒⼰⻅。活动在17：30分圆满结束，⾮常感谢杨艳洪会⻓
精⼼安排在惠州绿⾊农夫⼭庄的丰盛晚宴。参加此活动的⼈员有理事温家强、
钟贤禄、廖观银、张维维、邹宝⽣、钟地⻓、刘斌、陈奖辉、赵李平、刘尊有、钟勇
平、会员王延锋、秘书处⾟⽟霞。

我会组织聚乡情、谈发展座谈活动
I�will�organize�symposiums�on�local�conditions�and�
development

精彩活动��|��深圳市兴国商会篮球队与泰和快乐篮球队进⾏了⼀场友谊赛

为增进商会会员之间的沟通，丰富会员的业余⽂化⽣
活，提⾼会员的集体荣誉感，增强凝聚⼒、向⼼⼒，培育商会
⽂体⽂化，促进⼴⼤乡友的⾝⼼健康，并给篮球爱好者提供
⼀个展⽰活⼒的舞台。2019年10⽉20⽇，我会⽂体部部⻓赖
智组织了深圳市兴国商会篮球队与泰和快乐篮球队的⼀场
友谊赛。

当天下午，我会篮球队队员：赖智、潘亮、谢⽟华、李赞
辉、陈汉庚、钟⼩礼、谢盛森、谢芳腾，陆续来到深圳市宝安区
的Guys运动馆，先到的队员开始了半场热⾝，从⼩跑、上篮、
两三分定点投篮、罚篮、传接跑，再到4VS4半场配合热⾝打，
队员们很快找到了⼿感和节奏。

16点30分，在优秀乡贤李善海（专业篮球裁判）的⼀声
哨下把球开了出来，跳球的过程中，虽然泰和快乐篮球队球
员先起跳抢球，但是最终还是我队先拿下球权进攻，快步推
进，可惜我队第⼀次进攻没进，对⽅抢下篮板快下，我队迅速
回防到位，对⽅灵活传接球找到空位命中⼀记2分。我队底
线发球⻓传⾄过半场线，在3分线弧顶传导了⼀下球，迅速
传到内线中锋打进。双⽅得分你来我往，并没有拉开⽐分。

从我队27号赖智的跳球卡位抢板，3号潘亮的2分弧线
投篮，24号谢⽟华的超远3分，18号钟⼩礼的精准罚篮，36号
谢盛森的传接球，11号李赞辉的⽆解勾⼿，23号陈汉庚的死
亡防守，我队最终赢下了此场友谊赛。

通过这场友谊赛，我们不仅得到了球技的交流，更是得
到了球场的友谊。⽐赛中我们奔跑着，奔跑中我们对抗着，对
抗中我们收获了。感谢泰和快乐篮球队参赛队员：肖凌、肖会
顺、肖超、梁椿、周卓君、胡逢俊、陈武苗、刘谨、李⽂明、周运
昆、魏厚平、谢海保、邝建彪。

今后，商会将继续本着沟通、互助、奉献、发展的理念，
从促进商会成员的⾝⼼健康⻆度出发，更多更好地举办丰富
多彩的⽂体活动，推动深圳市兴国商会蓬勃发展，让每个热
爱体育运动的乡贤重新点燃运动的激情。

深圳市兴国商会篮球队
与泰和快乐篮球队进⾏了⼀场友谊赛
The�basketball�team�of�Shenzhen�Xingguo�chamber�of�Commerce�
held�a�friendly�match�with�Taihe�happy�basketball�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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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活动��|��我会组织企业经营法律⻛险与管理交流活动

有句谚语说的好：

天真的孩子很可爱，天真的法盲很可悲！

对于企业家来说，轻视法律必然给⾃⼰带来经济⻛险、
企业危机。

2019年10⽉27⽇下午14：30分，⼤家前往参加由我会
当周轮值会⻓曾⽟坤组织关于企业经营法律⻛险与管理交
流活动。

在活动开始前，我会轮值会⻓曾⽟坤热烈欢迎各位乡
贤的到来，⾮常感谢辉红会⻓提出的会⻓值班活动为⼤家创
造了更多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感谢这次活动主讲嘉宾王
华喜律师。

王华喜律师的讲座分享内容，如：实际出资⼈的主要⻛
险及如何降低⻛险、实际出资⼈如何降低⻛险、⻛险防范等
等.....给我们普及了很多专业的法律知识。王华喜是我会理
事、前教师、现⼴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五年法律专业知识
积累积；⼗五年法律实务经验；主要服务领域：公司法务、商
事仲裁与诉讼；服务对象：⼯⾏深圳分⾏、⾼新投集团、御泰
中彩集团、深圳市规划和⾃然资源局、深圳市住建局；⼴森集
团、鹏⿍创盈股份、前海中创联基⾦、票据宝⾦融、宝创科技、
益安保理公司、上海道济资产管理。

活动中场休息后，轮值会⻓曾⽟坤会⻓邀请常务副会
⻓潘亮给⼤家分享⼼得，常务副会⻓潘亮分享了有关财税、
商标、专利、知识产权等；潘亮是我会常处副会⻓、胜者之家
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顾问有限公司深
圳公司总经理。

接下来轮值会⻓曾⽟坤给我们分享：

1、守法经营是企业能够⻓⾜发展的保障，在当前以法
治国的⼤环境下，精细化管理、⼤数据都会越来越规范，符合
各项法规要求是企业的基⽯；

2、经过⼏⼗年改⾰开放⾼速发展，现在⾏⾏业业都在
发⽣变化，营商环境、经济政策、质量要求；我们要沉下⼼来
应对挑战，把产品做好、把服务做好；不要盲⽬的追求做⼤做
强，要⽴⾜根本把企业做精做⻓。

最后，轮值会⻓曾⽟坤带头进⾏⾃我介绍并对⾃⼰事
业的过程中给⾃⼰最难忘事件以及案例给⼤家提醒的点进
⾏了分享，在场参加的⼈员也都⼀个个进⾏⾃我介绍并分享
各⾃的创业经历中的案例给⼤家以借鉴。

酒⾁穿肠过，法律⼼中留。依法治国时代与企业家法律
思维,企业家应当意识到法律解决问题的必要性,我们要树
⽴对法律的信仰。做为⼀名中国⼈，⼀定要信仰法律，做⼀个
合格守法的好公⺠。

我会组织
企业经营法律⻛险与管理交流活动
I�will�organize�legal�risk�and�management�exchange�activities

活动在18时圆满结束，⾮常感谢轮值会⻓曾⽟坤精⼼
安排在⻰苑酒楼的丰盛晚宴。参加此活动的⼈员有深圳市兴
国商会常务副会⻓潘亮、副会⻓谢⽟华，理事王华喜、张明
⽣、刘春华、谢昌伟、邹家元、刘永辉、杨燕⻜、胡上平、唐绍
平，会员钟治新、吴培祥、谢满荣、李年⻰、钟杨春、温正平、王
延锋，秘书处⾟⽟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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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慈善��|��深圳市兴国商会助⼒捐赠兴国曙光救援队

2019年4⽉4⽇，我会领导和部分代表来到兴国曙光救援
队，参观了兴国曙光救援队营地并转交了我会和郑辉终⾝荣
誉会⻓公司“⼭之⽥科技模型”的捐赠。

上午9时，捐赠仪式正式开始，县委⽂明办主任吴庆、我会会⻓
钟辉红、兴国曙光救援队队⻓钟建武分别上台致辞。紧接着将我会
的九万元和郑辉终⾝荣誉会⻓公司“⼭之⽥科技模型”的两万元捐
款交给了兴国曙光救援队。

捐赠仪式过后，我会钟辉红会⻓、钟海执⾏会⻓、常务副会⻓钟
林、张云朱、刘华秘书⻓、李爱⺠理事、秘书处谢芳腾等⼈在县委⽂
明办吴庆主任，以及县红⼗字会、县应急管理局分管领导⼀⾏的陪
同下参观了解兴国曙光救援队，钟建武队⻓⼀边讲解⼀边带领⼤家
观看队员们的救援演练。

座谈会上，我会钟辉红会⻓⾼度赞扬了兴国曙光救援队多年来
的公益救援⾏动，对他们本着“为政府分忧，替群众解难”的宗旨，积
极参与兴国乃⾄全国各地的救援活动表⽰了充分的赞扬，抗震救
灾、抗洪抢险、交通意外......经常能看到他们的⾝影，爱⼼探访、公益
活动、维安也总是出现在第⼀线。兴国曙光救援队让⽆数群众受益，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致赞誉，这种新时代的正能量，值得⼤家的⽀
持与倡导。我们会持续⽀持兴国曙光救援队的公益活动。

座谈会间隙，爱尚兴国的⻩贻辉主编分别采访了我会钟海执⾏
会⻓和刘华秘书⻓。

钟海执⾏会⻓说：兴国曙光救援队为兴国做了⼤量慈善公益活
动，是⼀个真正的慈善之师。最初我从钟建武队⻓那⾥得知曙光救
援队经费⽐较紧缺。所以我会从去年11⽉份开始沟通并组织筹集慈
善捐赠款。希望能为曙光救援队尽绵薄之⼒。我会需要向曙光救援
队学习，会继续组织这种慈善捐赠活动。

刘华秘书⻓说：我们深圳市兴国商会在早之前就听说了兴国曙
光救援队，只是没有特别了解。通过钟海执⾏会⻓的提议，钟辉红会
⻓的倡导，我会开始了内部慈善筹款。这次我会的9万元筹款来源于
我会近200会员的捐助。9万元相⽐曙光救援队的付出是很⼩的。但
是我会想通过这种⽅式来唤醒更多的有爱⼼、有担当的组织或个⼈
为兴国的慈善事业助⼒。

兴国曙光救援队简介

兴国曙光救援队是⼀⽀由爱⼼⼈⼠⾃发组建，⽆偿向全县⼈⺠
提供应急援助的⺠间公益性救援队伍。2014年开始组建，2016年经
县⺠政局批准注册成⽴兴国县曙光救援协会。⽬前，该队有救援队
员60⼈、社会志愿者500⼈，下设7个搜救中队，⼀个后勤保障组。

兴国曙光救援队⾃筹资⾦500多万元，在爱⼼企业⽀持下建有
⼀个2万坪的训练场。⽬前拥有液压破拆设备⼀套（10件）⽔上救援
冲锋⾈5艘，潜⽔装备2套，⾼空救援装备8套，密闭空间装备4套，森
林灭⽕装备10套（20件），应急通讯、电源、切割、破拆设备若⼲套，队
员单兵⽣存、通讯系统60套。其它装备若⼲。16名队员取得国家地震
紧急救援中⼼培训资质，60名队员取得红⼗字会救⽣证、20名队员
取得【美国⼼脏协会AHA认证】，四名队员取得国际CRAR⾼空绳索
救援证。已具备协助政府开展⼤型灾害救援能⼒。

兴国曙光救援队成⽴以来，成⽴了党⽀部，⽬前有6名中共党
员，全体队员始终遵循“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的宗旨，服从政府
指挥，热爱祖国，忠于党，⽤志愿⾏动为⾝处困境的群众⽆偿提供应
急援助。⾃2014年以来，共协助政府、帮助百姓参与1000多起救援，
其中重⼤救援⾏动200余起。共拯救和转移受灾群众1400多⼈次；
协助消防、公安参与⽔上拯救30多起、参与道路救援376次、⼭地搜
寻失踪⼈员130多次、城市搜寻失踪⼈员128次，在历次的救援⾏动
中，成功从死亡边缘拯救30多⼈的⽣命。协助公安消防打捞遗体
57具。

兴国曙光救援队主动为全县100多所中⼩学进⾏过200多场次
的“防灾减灾救灾”“中⼩学⽣防溺⽔防伤害”培训宣传，为20多个企
业、社区进⾏过“防震防⽕疏散演练”。受惠⼈众已达5万多⼈次，培
训宣传覆盖率逐年递增。该队还多次组织队员、志愿者捐款捐物
30多万元，⾛访慰问全县各个乡镇贫困⼾和受灾⼾，发放⽣活包
1000多个，因救灾和⾛访受惠的群众达1.2万⼈次。

兴国曙光救援队的主动协助、⼴泛救援，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
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致好评。兴国曙光救援队及其队员先后获
评【中国好⼈】、【江西好⼈】、【赣州好⼈】、江西省【红⼗字会优秀志
愿者】、江西省⽂明委【优秀团体】、赣州市【感动赣州年度⼈物】、【赣
州市学雷锋标兵】、市总⼯会【先进⻘年标兵】、兴国县“⼗⼤杰出⻘
年奖”、“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

⺠政部⻩树贤部⻓在兴国曙光救援队调研后⾼度评价，并签字
全国推⼴兴国曙光公益模式。应急部救灾司庞陈敏司⻓到场调研并
观摩兴国曙光救援队救援演练后也⾼度评价。

深圳市兴国商会助⼒捐赠兴国曙光救援队
Shenzhen�Xingguo�chamber�of�Commerce�helps�donate�
Xingguo�dawn�rescue�team

县委⽂明办主任吴庆致辞

我会会⻓钟辉红致辞

兴国曙光救援队队⻓钟建武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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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慈善��|【�� 义诊回乡⾏�健康千万家】在粤医疗专家（学者）送医下基层系列活动成功举办

【义诊回乡⾏�健康千万家】
在粤医疗专家（学者）送医下基层系列活动成功举办
[free�clinic�back�to�the�countryside�and�travel�to�thousands�of�healthy�
homes]�A�series�of�grassroots�activities�successfully�held�under�the�
medical�experts�(scholars)�in�Guangdong�Province

11⽉30⽇上午8点30分，兴国县政协副主席谢庆兰⼥⼠，深圳
市兴国商会会⻓钟辉红先⽣，兴国创新发展研究院院⻓肖霞⼥⼠，
在粤医疗专家代表、深圳市⻰华区中⼼医院脊柱关节科主任江正康
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外医院深圳医院⼩⼉⼼脏中⼼副主任刘志
红教授，在粤医疗专家（学者）团队，深圳市兴国商会代表，兴国县有
关单位代表，兴国县各医院班⼦成员、职⼯代表等近200⼈出席启动
仪式。启动仪式由兴国县卫健委书记、主任钟兴福先⽣主持。

启动仪式上，兴国县政协副主席谢庆兰⼥⼠致辞，并对各位医
疗专家的到来表⽰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紧接着深圳市兴国商
会会⻓钟辉红先⽣、兴国创新发展研究院院⻓肖霞⼥⼠分别发表讲
话，在粤医疗专家代表、深圳市⻰华区中⼼医院脊柱关节科主任江
正康教授讲话并宣布在粤医疗专家（学者）“义诊回乡⾏，健康千万
家”送医下基层活动正式启动。

兴国县政协副主席
谢庆兰⼥⼠致辞

深圳市兴国商会会⻓
钟辉红先⽣讲话

兴国创新发展研究院院⻓
肖霞⼥⼠讲话

11⽉30⽇上午9点30分，在粤医疗专家（学者）赴兴国送医下基
层暨⾸彩基⾦·“先⼼病”免费救治活动启动仪式在兴国县第⼆医院
举⾏，⼤型义诊活动也正式拉开序幕。

“先⼼病”免费救治活动启动仪式现场

兴国县政协副主席
谢庆兰⼥⼠致辞

深圳市兴国商会执⾏会⻓
钟海先⽣讲话

兴国创新发展研究院院⻓
肖霞⼥⼠讲话

中华慈善总会⾸彩基⾦代表
岳张强先⽣讲话

在粤医疗专家代表、中国医学科
学院⾩外医院深圳医院⼩⼉⼼脏
中⼼副主任刘志红教授讲话

兴国县第⼆医院院⻓
王柏群先⽣致欢迎词

兴国县卫健委党委委员
刘经勇先⽣主持并宣布活动正式启动

在粤医疗专家代表、深圳市⻰华
区中⼼医院脊柱关节科主任江
正康教授讲话并宣布活动正式
启动

兴国县卫健委书记、主任
钟兴福先⽣主持

为深⼊促进粤、赣两地的医学交流和教育实践活动，践
⾏群众路线，服务⽼区医务⼯作者和患者，助⼒兴国慈善公
益事业发展，⼀起共建家乡美好健康⽣活。2019年11⽉
30⽇-12⽉1⽇，由深圳市兴国商会、兴国创新发展研究院共
同主办的【义诊回乡⾏� 健康千万家】在粤医疗专家（学者）送
医下基层活动在兴国县成功举办。

当⽇，在粤医疗专家分赴兴国县⼈⺠医院、县中医院、县妇保
院、县第⼆医院开展⼤型义诊活动，为家乡⼈⺠健康贡献⼒量。⼤爱
⽆疆，让兴国的冬天感到⽆⽐的温暖。

【义诊回乡⾏�健康千万家】�
⼤型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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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慈善��|【�� 义诊回乡⾏�健康千万家】在粤医疗专家（学者）送医下基层系列活动成功举办

本次【义诊回乡⾏� 健康千万家】系列活动，是我会为家乡⼈
⺠的健康尽微薄之⼒的具体体现。12⽉1⽇下午活动圆满结束，
感谢在粤医疗专家（学者）的倾情付出，感谢兴国县各有关单位
的⼤⼒⽀持，感谢各医院领导、医务⼯作者的紧密配合。我会以
此次活动为契机，呼吁更多的爱⼼⼈⼠，⼀同为家乡共建美好健
康⽣活，⼀同助⼒兴国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对于慈善公益事业，
我们深圳市兴国商会⼀直在路上，并会继续前⾏。

▲�慰问⽼红军遗孀现场图

“红军不怕远征难，勿忘红军⾰命好精神”。
12⽉1⽇上午，商会代表、专家代表及兴国县⽼⼲局领导⼀

⾏分赴潋江镇、崇贤乡看望⽼红军遗孀，并送上浓浓的关怀和亲
切的问候。

▲�看望⼣阳红⽼年公寓⽼⼈现场图

“⽼吾⽼，以及⼈之⽼；幼吾幼，以及⼈之幼”。
12⽉1⽇上午，商会代表、专家代表及⾸彩基⾦代表⼀⾏到

兴国县⼣阳红⽼年公寓看望⽼⼈，给⽼⼈们送上花⽣油、⼤⽶、
纯⽜奶和⾯包等慰问品，同时关⼼⽼⼈们住宿与餐⻝情况。

▲�县⼈⺠医院学术讲座、⽼⼲局健康讲座现场图

“授⼈以⻥不如授⼈以渔”，在粤医疗专家⾛进各个医院
相应科室教学查房、⼿术⽰教、学术讲座、健康讲座。

▲�各医院相关科室教学查房、⼿术⽰教等现场图

▲�县妇保院义诊现场图

▲�县中医院义诊现场图

▲�县第⼆医院义诊现场图

▲�县⼈⺠医院义诊现场图

【义诊回乡⾏�健康千万家】�
学术与健康讲座

【义诊回乡⾏�健康千万家】�
看望⼣阳红⽼年公寓⽼⼈

【义诊回乡⾏�健康千万家】�

慰问⽼红军遗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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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选登��|��经商学法−合同

作者：王贵祥���
深圳市兴国商会���理事

����������������������⼴东德荣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
家法制的不断健全，⼈们的法律
意识越来越强。如今，合同已经
成为我们⽣活中越来越常⻅的
东西，因此我们需要有⼀些合同
法律基本常识。

我们在签订合同时，合同的内容⼀般是由当事⼈根据⾃⼰的合
同⽬的进⾏⾃由约定为主，但要注意⼀些细节，避免签订的合同有
瑕疵。那么⼀份合同应当具备哪些基本要素呢？

（⼀）要有当事⼈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然⼈要写明姓名、
⾝份证号、住址、联系电话等，法⼈或⾮法⼈组织写明名称、法定代
表⼈、地址、联系电话等。在签订合同之前，可以审查⾃然⼈的⾝份
证，法⼈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资质证明等并保存相关复印件。�����

（⼆）要有标的。通常情况下，合同⾥标的包括物、⾏为、使⽤权、
智⼒成果（如知识产权）等。

（三）要有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期限、地点和⽅式等。
这些是构成合同的主要部分，在合同中起着⾮常重要的作⽤，尽量
约定得具体、明确。

（四）要有违约责任。若违约责任约定不明，很难获得⾜额赔偿。
可以约定继续履⾏、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可以
在合同中约定违约⼀⽅承担守约⼀⽅因仲裁、诉讼⽀出的律师费、
误⼯费、交通费等费⽤，这样可以增加违约的成本，促使合同双⽅如
实履⾏合同。

（五）要有解决争议的⽅法。发⽣纠纷时，⼀般情况下，主要的解
决途径包括合同双⽅协商调解、第三⽅调解，再者就是通过仲裁或
诉讼解决。在合同中清楚约定合同签订地、管辖权，可以在纠纷发⽣
时更及时地处理问题。

（六）当事⼈采⽤合同书形式订⽴合同的，⾃双⽅当事⼈签字盖
章时合同成⽴。

常⻅法律合同：

⼀、合伙协议

在实际合伙中，往往出现“⼀年合伙，两年红⽕，三年散伙”这种
⽆奈情形。这种情形实际上是由于合伙⼈之间⼀般都有⼀定的信任
基础或某种感情关系，合伙前往往不太注重合伙⼈的⼈选、合伙协
议的签订、合伙事务的⻓期规划和⼈财物各种制度规范。若未充分
考虑这些问题，⼀旦涉及到彼此之间的利益分配和⻛险责任分担，
就会出现很多纠纷。为了避免纠纷，要慎重决定合伙⼈的⼈选，签订
规范的合伙协议，确⽴规范的⼈、财、物规章制度等。

⾸先，要弄清个⼈合伙与合伙企业的区别。个⼈合伙可以看作
是合伙的初级阶段，个⼈合伙不受《合伙企业法》的约束，个⼈合伙
起字号的要求进⾏⼯商登记，不起字号的可以不登记，其合伙⼈之
间的关系⽐较松散，甚⾄可以不需要有书⾯合伙协议（现实中必须
要有）。⽽合伙企业是个⼈合伙发展的⾼级阶段，有⽐较健全的组织
机构，合伙企业则必须进⾏相应的登记，合伙企业的合伙⼈⼀定要
签订书⾯的合伙协议。

其次，� 合伙协议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合伙企业的名称和经
营场所的地点。（⼆）合伙⽬的和合伙经营范围。（三）合伙⼈的姓名
或者名称、住所。（四）合伙⼈的出资⽅式、数额和缴付期限。合伙⼈
可以⽤货币、实物、⼟地使⽤权、知识产权等出资。（五）利润分配、亏
损分担⽅式。合伙⼈可以按出资⽐例来分配利润和承担义务，也可
以约定其他的⽐例。（六）合伙事务的执⾏。合伙企业可以委托特定
的合伙⼈来执⾏合伙事务，合伙⼈可以聘任合伙⼈以外的⼈来管理
合伙企业。要明确约定合伙企业的管理⼈的权限，便于在其越权时
追究其责任。（七）⼊伙与退伙。⼊伙、退伙都要全体合伙⼈⼀致同
意。（⼋）争议解决办法。可以由第三⽅调解，约定仲裁，或直接向法
院起诉。（九）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违约责任。

最后，除了签订书⾯合伙协议，还要选择有⼀定物质实⼒或软
实⼒的合伙⼈，要认真审查合伙⼈的资本实⼒；同时要从普通合伙、
特殊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这三种合伙形式中选择合适的合伙形式，
不同形式的合伙，合伙⼈对合伙企业承担的责任不同；注重订⽴合
理、明确的⼈、财、物规章制度。

⼆、租赁合同

市场上，众多⼩微企业涌现，⼩微企业要成⽴，⾸先

得有⼀个经营地点，此时就要和相关的房屋出租⼈签订租赁
合同，为了尽可能避免在租⽤过程中产⽣不必要争议，在签订合同
时要注意相关事项。

（⼀）在签订租赁合同前，要审查出租⼈是否有出租某房屋的资
格，要弄清楚房屋的产权及产权⼈，写明房屋为何种产权，产权⼈是
谁，出租⼈与产权⼈的关系及出租⼈是否得到产权⼈的委托⽽出租
房屋。要明确房屋的性质，如⼯业⼚房、经济适⽤房、商品房、办公⽤
房等。要明确房屋的可⽤途，如住宅⽤、商⽤、⽣产⽤、办公⽤等。

（⼆）要明确约定租⽤⾯积、租期、租⾦、押⾦、管理费等多少及
⽀付⽅式和时间，可以按⽉、按季、按年⽀付等。也要明确约定税费
的承担。

考虑到装修及搬迁等成本，承租⼈尽可能争取约定3~5年的租
赁期限。租赁期限六个⽉以上的，应当采⽤书⾯形式。未采⽤书⾯形
式，视为不定期租赁，合同双⽅可以随时解除合同，这对承租⼈是最
为被动的。

（三）双⽅可以在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其可以转租。遇到转租的
问题，⼀般要经过房屋出租⼈同意才可以转租，或者让房屋出租⼈
和第三⼈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三�、�劳动合同

在实务中，经常出现劳动者与⽤⼈单位关于是否签订劳动合

同、劳动者的⼯资、劳动合同的期限、违约责任等纠纷。如果劳动者
在⼯作之前与⽤⼈单位签订⼀份具体、明确、有效的书⾯劳动合同，
上述问题都可以迎刃⽽解。

劳动者要和⽤⼈单位签订书⾯劳动合同，即使是在试⽤期内也
要签订书⾯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是确定劳动者与⽤⼈单位的劳动关
系、保护双⽅合法权益的合同。⽤⼈单位和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是从
⽤⼯之⽇起算的。已建⽴劳动关系，未同时订⽴书⾯劳动合同的，应
当⾃⽤⼯之⽇起⼀个⽉内订⽴书⾯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
⼆条:”� ⽤⼈单位⾃⽤⼯之⽇起超过⼀个⽉不满⼀年未与劳动者订
⽴书⾯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付⼆倍的⼯资。”若劳动合
同期限届满，劳动者继续在⽤⼈单位⼯作，⽤⼈单位没有及时与劳
动者续签劳动合同，劳动者同样可以以⽤⼈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为
由申请仲裁，⽤⼈单位得⽀付两倍⼯资，并与劳动者签订⽆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要解除劳动关系的，还得⽀付经济补偿。

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
定代表⼈或者主要负责⼈。（⼆）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份证
或者其他有效⾝份证件号码。（三）劳动合同期限。可以约定合同终
⽌时间，也可以不约定，也可以约定以某项⼯作的完成为合同期限。
（四）⼯作内容和⼯作地点。⼯作内容即双⽅约定的⼯作数量、质量、
劳动者⼯作岗位内容上的具体规划等。（五）劳动报酬。包括劳动者
的标准⼯资、加班⼯资、奖⾦、补贴、年终奖等的数额及⽀付时间、⽀
付⽅式等。（六）社会保险。即养⽼保险、医疗保险、⼯伤保险、失业保
险、⽣育保险。⽤⼈单位和劳动者必须参加社会保险，双⽅约定或劳
动者承诺不缴纳的，因违反《劳动法》，当属⽆效。（七）⼯作时间和休
息休假、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

市场经济中的合同成千上万，⽆法⼀ ⼀列举。在签订合同时，
还应注意做到以下⼏点：1、法⼈和⾮法⼈组织应加盖单位公章或合
同专⽤章，并且代表签字；⾃然⼈的本⼈应签字，可要求按⼿印。当
合同⻚数为多⻚时，还应加盖骑缝章或每⻚签字；2、当他⼈代签合
同时，须提供当事⼈的授权委托证明材料，确认对⽅的⾝份及权限；
3、留下当事⼈有效证件的复印件，如⾝份证和营业执照等的复印
件。4，各⽅都应该保留⼀份。

经商学法−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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