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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有一批人积极关
注着上海市青年企业家协会
第八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他们
就是用双手和思想为申城发
展提供源源不断动力的青年
企业家们。昨天的会场座无
虚席，会场一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共有近800名会员参会，

“会议 9:30 正式开始，一名女
会员8点多就来签到了！”记者
会后发现，关于青企协的未来
发展是众多企业家热议最多
的话题之一。

“上海是一个国际金融中
心，也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工商
城市，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精神
一直源远流长。”BU 集团创始
人、董事长陈豪向记者表示，这
次大会高度肯定了青年企业家
在这个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所
起的作用，对青年企业家群体
是非常大的鼓舞，“作为新时代
青年企业家，在创新和事业发
展上，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脚踏实地，在做好企业的基础
上，不断创新，引领行业发展”。

同时他还呼吁青年企业家
群体多借助青企协平台，互帮
互助。“如今的创新大多要跨
界，合作共赢是未来企业发展

的趋势，大家要利用好青企协
这个平台打造合作、沟通、碰
撞的机制。”

青橙手机创始人、锐嘉科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迅
这次当选为新一届的市青企协
副会长，会后他告诉记者：“我
深刻感受到，本次会员大会是
在上海市委的亲切关怀下，在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上海市
团市委的指导下召开的一次大
会，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弘扬企业家精神的一
次大会。青年企业家要认清肩
负的责任和使命，投身上海四
大品牌建设，争做推动科学发
展、和谐发展的先锋。我相信
这一届的领导班子，会带领全
市的青年企业家，拥抱新时代，
展示新作为，为上海的经济发
展做出贡献。”

湾谷AI+学院院长、蚂蚁雄
兵创始合伙人张相廷告诉记者，
本次大会对青年企业家提出了

“服务好上海五大中心、四个品
牌建设”的奋斗要求。他深感指
示明确、责任艰巨。在承上启下
的新时代，张相廷认为作为青年
企业家，大家也有责任，也应该
担当起吸引、培养更多创业者和
青年人才为上海建设服务的重
任。作为青企协的资深会员，他
认为协会第七届的工作成绩单

非常出彩；第八届青企协班子成
员更年轻，会员来自各行各业，
国企、外企、民企的会员都有，
他期望“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
打破行业边界、主动融合，释放
更多创新活力，努力培育出几名
在全国甚至全球都有影响力的
企业和企业家，引领上海创业创
新的发展。”

西瓜庄园儿童摄影创始
人、德国缪诗肖像摄影中方合
伙人徐燕刚刚当选新一届青
企协理事，亲历换届大会，她
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从1991
年成立至今，走过27个风风雨
雨的青企协已成为上海青年
优秀企业家的摇篮。”她向记
者表示，“团结、担当、包容、分
享”成为每个青企协会员的座
右铭。青企协强大的政治优
势、组织优势和平台优势，给
予 每 个 会 员 广 阔 的 成 长 空
间。“青春的力量是无穷的！
市委市政府也对青年企业家
寄予厚望，在这开启新征程的
新阶段，传承使命，勇担重任，
不仅是党中央对青年的期望，
更 是 青 年 企 业 家 的 奋 斗 目
标。”作为文化产业的从业者，
徐燕更迫切地意识到文化自
信的重要性。“高质量的发展
文化产业，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已成为作为时代青

年一员的我的责任。”她表示
将自我学习、自我提升、发展
企业、回馈社会，做一名符合
时代需要、符合党的要求的青
企协会员。

“参加这次大会，我很振
奋，使命感和责任感油然而
生。”十六盏与德庭文化董事
长邵毓挺如此表示，他是上一
届青企协理事、协会的老会
员，本市食品行业协会副会
长，主要从事文化创意产业，
旗下有创新美食品牌十六盏、
专注于海派文化的拾食记传媒
与德庭文化等企业。邵毓挺
表示，身处上海这片开创新事
业的沃土，青年企业家肩负不
断去探索跨界的使命，进行产
品创新、文化创新和服务创
新。而这些年他一直致力于
海派文化的传播，以展览、视
频、讲座、产品、活动等各种方
式积极分享，旨在把上海文
化、上海品牌深耕做透，开拓
求变。“对于上海文化，我们这
一代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和
主力军，担当和分享是义不容
辞的责任，须勇挑历史重担，
用智慧和汗水践行不老的青
春。”邵毓挺说。

上海庶吉仕纺织材料有限
公司创始人秦大力入会已有三
年，他深感青年企业家协会是

一个“有时代温度”的社团。会
后他告诉记者，大会中“提到了
青年企业家在肩负经济建设和
企业发展之余，还应该加强‘修
身立德’。”秦大力认为修身就
是要保持不断学习的精神，当
今社会知识更新频次加快，加
强学习就是让自己的头脑与思
想在经济建设新时代不落伍，
还应敢于争先；立德就是要“立
大德、创大业”，经济建设、财富
创造和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
的，青年企业家应该意识到：企
业的创业目标和社会的美好向
往是相向的。

“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相
信每位企业家都有不同的感
悟。”上海精智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魏杰在参会后，谈了
他对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的看
法。“我的理解是，企业家精神
即为创业和创新精神。”他分析
说，优秀企业家们甘于坚持的
创业精神值得弘扬，勇于开拓
的创新精神更需要发扬。“创业
是创事业而不只是创企业。弘
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并非大力培
养一批企业家，而是鼓舞更多
创业人群、职业人群乃至全社
会来理解坚持以及创新意义。”
他接着解释说，“创业精神更需
要也正在从市青企协中延展
开来，影响更多青年人。

大会听取了上海市青年企
业家协会第八届第一次会员大
会筹备工作说明，审议通过了
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协会
章程、财务收支报告以及大会
决议，选举产生了第八届协会
的会长班子、理事会成员等。
新老会长班子在会上进行了交
接仪式，大会为离任会长班子
颁发了纪念证书，新当选会长、
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总裁周军表示，将带领全
体会员坚定理想信念，继承协
会优良传统，努力开创协会工
作新局面。

大会明确，在今后的四年
中，协会将团结带领广大青年
企业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从激发
新一代青年企业家精神着手，
鼓励会员在拓展视野，激发潜
能，提升格局上下功夫，形成

一股推动城市发展和社会进
步的重要有生力量，努力培育
一支与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
设要求相适应的上海青年企
业家队伍，把协会工作推上
新台阶，攀登新高度，实现新
跨越。

据悉，自2017年8月起，协
会秘书处启动换届筹备工作。
经过组织或个人推荐、资格审
查等程序，产生第八届会员962
人。与第七届相比，本届会员
涉及企业类型更为广泛，基本
覆盖上海上市公司前100强、国
有企业纳税前50强、私营企业
纳税前 50 强。80 后会员 409
人，90后会员26人，最年轻的会
员1995年出生。

团市委书记、市青联名誉
主席王宇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
烈祝贺，向为协会建设作出积
极贡献的各位老会长、老会员

们表示崇高敬意。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他希望广大青年企
业家要听党话、跟党走，自觉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对标全国领先、国际一流要
求，在全力建设五个中心，打造
全球卓越城市的伟大实践中建
功立业。要珍惜荣誉、服务社
会，自觉遵守协会的章程，弘扬
正能量，在做好企业的同时，积
极响应国家号召，在为人民的
服务中，实现青春价值。要锤

炼品格、引领风尚，大力弘扬企
业家精神，引领科技创新潮流、
商业革新趋势以及产业变革新
方向，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
再创青春业绩。

中青企协党委书记、秘书
长许华平等出席并致辞。团市
委副书记、市青联主席刘伟主
持会议。

七届市青企协会长、市政
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长杭
迎伟，中共市委研究室副主任
向义海，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部务委员、企业处处长蒋云
锋，市社团局局长蒋蕊，四届
市青企协会长、大众交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杨国平，六届市青企协会
长、钜派投资集团董事长倪建
达，七届市青企协会长、威达
高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桐宇以及协会名誉副会长
俞光耀、俞敏亮、乔志刚、严健
军以及七届青企协执行会长、
副会长、八届协会会员近千人
参加本次大会。

用智慧和汗水践行不老的青春

上海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第八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成功召开

为经济社会发展再创青春业绩

企业家热议

青年企业家要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再创
青春业绩！昨天，上海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第八
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友谊会堂成功召开。大
会回顾和总结了第七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以来
的工作，确定和部署了今后四年的发展目标和
任务。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八届协会的会长班子。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