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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强卫会见深圳赣籍上市公司负责人 

及创新人才代表 
    本报讯：5

月 8日下午，率

团赴港参加第

15 届赣港经贸

合作活动的中

共江西省委书

记强卫，在转道

深圳时不顾舟

车劳顿，百忙之

中在五洲宾馆

会见了部分在

深赣籍上市公

司负责人及创

新人才代表。省

委常委、省委秘

书长朱虹，省人

民政府副省长刘昌林陪同。省委副秘

书长、省委办公厅主任徐延彬，省人

民政府副秘书长王亚联，省委统战部

常务副部长刘金炎，省发改委主任吴

晓军，省工信委主任胡世忠，省外侨

办主任赵慧，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

长温珍才，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马建，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外宣办（省

政府新闻办）主任罗勇兵，省商务厅

副厅长陶莉萍，南昌海关党组副书记、

政治部主任辛建民，省政府驻深圳办

事处主任刘友龙等参加了会见。省商

务厅厅长王水平主持会见。 

深圳市江西商会会长、方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熊建明，毅徳控

股集团董事局创始主席王再兴，中国

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志平，

深圳市神州通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长黄绍武，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饶陆华，深圳市航盛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洪，创维

集团总裁杨东文，土巴兔装修网董事

长王国彬，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吴涵渠，赛格集团党委副

书记徐宁，深圳奥特迅电子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萧霞，深圳文科园林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从文，深圳市

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水龙，

深圳市金达照

明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志清，

深圳金信诺高

新技术有限公

司创始合伙人

肖东华，深圳

市海普洛斯生

物科技有限公

司创始人许明

炎等参加会见。 

熊会长首

先对强书记一

行表示热烈的

欢迎，感谢对

省委省政府一

直以来对商会的关心与支持！介绍了

商会的发展情况和返乡投资、支持招

商、慈善帮困等情况，希望江西各级

政府部门对返乡投资的赣商企业家给

予更大的支持！ 



深圳市江西商会   联系人：杨 淋、张智军 网 址：http://www.szjxsh.org    邮箱：szjxsh1208@163.com   

电话：0755-86139872  传  真：0755- 26794371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园区科技南十二路方大大厦 1406 室   

         
科陆电子董事长饶陆华发言                         土巴兔装修网董事长王国彬发言                      毅德控股创始主席王再兴发言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饶陆华、土巴兔装修网董事

长王国彬，毅徳控股集团董事局创始

主席王再兴作为企业家代表分别发言。

饶陆华介绍了科陆的发展情况，产业

主要有智能电网、新能源、互联网配

电产品等，公司获得几百项专利，在

江西累计投资 50多亿元，投资项目包

括南昌高新区的正星光电、南昌公交

充电桩、新余的光伏发电、分宜的光

伏旅游等。感谢强卫书记和江西各级

领导对科陆的支持！王国彬介绍了土

巴兔的发展情况，土巴兔装修网目前

已达已经四万亿的规模，改变了传统

装修模式，工人不用背景离乡，直接

实现了厂家到消费者的家具流通，实

现了最大规模的生产，未来智能家居

是中国家庭的消费入口，希望江西 

领导多给予支持！王再兴说亲身感受

到了家乡开明开放、亲商安商的政策

环境，宜居宜业的人文氛围，将一如

既往地支持家乡建设！ 

    强书记听取了熊建明会长和赣商

代表的发言后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很

高兴与深圳的赣商企业家再次见面，

每次见面都像家人见面，像老朋友谈

心，高兴且轻松，感谢企业家们对家

乡建设的支持，夸赞赣商企业家“吃

苦耐劳，开拓创新”。明天是第十五届

赣港招商活动，江西省自 2002 年以来

十五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过，体现了

江西人的定力。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

开端，将借助国家“一带一路”政策

不断提升。 

    强书记重点介绍了江西经济社会

尤其是对外开放最新情况，强调发 

 

展速度和质量的统一，经济结构调整

转型。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春节期间

在江西考察的重要精神和指示，认真

贯彻落实习总书记新的希望和“三个

着力，四个坚持”总体要求，树立新

的发展理念，充分挖掘特色优势，加

快发展升级，竞争力不断提升，发展

势头、区位优势和投资环境越来越好。

江西风景独好，江西已经到了比较好

的重要阶段，创新产业是十三五第一

动力总引擎，主旋律，江西的发展需

要赣商企业家们的支持，希望赣商企

业家们更加密切关注家乡发展，在继

续做大企业的同时进一步反哺家乡，

为江西“十三五”期间的发展多做贡

献。 

 

 

 

 

           
 

 

欢迎关注本商会微信 

请动一动手指，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关

注“深圳市江西商会”及下载商会 app 

 
 微信号      商会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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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深圳市江西籍建筑产业精英交流会胜利召开 

 

 

本报讯：为加强深圳市江西籍建筑产

业企业家之间的交流、增进友谊、共

谋发展，由深圳市江西省、市、县秘

书长联席会发起，深圳市江西商会牵

头联合 30多家江西在深商会于 6月 5

日下午在深圳福田区国汇酒店举办了

主题为“交流融合，抱团共赢”的首

届深圳市江西籍建筑产业精英交流会，

共 230 多位江西籍建筑产业企业家参

加此次交流会。 

江西省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业务处

处长徐平，东莞市江西商会会长、广

东华坤建设集团董事长滕鹰出席交流 

江西省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业务处处长徐平致辞 

会并讲话。土巴兔装修网副总裁徐建

华、深圳市正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黄祖英、深圳市明远建材科技有

限公司、

深圳市

顾家网

络科技

有限公

司总经

理占家

旺、深

圳市稳

健基础

工程有

限公司

董事长

陈阳明等嘉宾分别作主题分享。  

在江西省委、省政府和深圳市委、

市政府的亲切关怀下，江西各市县在

深圳创立的商会已有 40余家，包括省

级商会 1 家、市级商会 11家，县级商

会 20 余家，商会的成立、发展得到了

江西省政府驻深圳办事处的大力支持。

江西省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业务处处长

徐平致辞中说：“首先，对江西各商会

联合主办的此次交流会成功召开表示

热烈的祝贺；其次，今天 230 多位建

筑行业的赣商企业家相聚一堂，会场

飘荡着浓浓的乡情，对建筑产业，装

饰行业从业人员的奋斗精神深深感动，

江西人团结工作更进一步；第三，希

望江西各商会秘书长能继续延续团结

精神，举办更多其他行业的交流会，

希望大家团结互助，取长补短，共同

发展。”  

 

 
东莞市江西商会会长、广东华坤建设集团董事长

滕鹰讲话 

 

东莞市江西商会会长、广东华坤

建设集团董事长縢鹰讲话中说，能参

加此次建筑交流会，见到这么多建筑

行业同仁非常激动，代表东莞市江西

商会对此次交流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的

祝贺，希望东莞和深圳两地商会加强

交流互动，尤其是建筑行业的互动，

下次东莞举办建筑行业交流会热忱欢

迎深圳建筑的老乡们共同参与，大家

相互交流，交流建筑行业经验，产业

链信息，抱团取暖，共同发展。 

 
土巴兔装修网副总裁徐建华分享 

土巴兔装修网副总裁徐建华重点

分享了“土巴兔助力传统装饰企业变

革”，由传统装饰行业转变为互联网+

装修不忘初心，以客户的价值作为出

发点建立自己的商业模式，改变生产

方式，改变交易方式，成为了整个装

修领域的百科全书，强大的流量入口

实现了三个第一，融资规模第一，用

户规模第一，行业影响第一。未来将

从资本、技术方面为装饰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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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力量。 

交流会上，专业为建筑行业培养

人才的深圳市正本教育有限公司总经

理黄祖英作“正本教育之建造业的价

值”主题分享；深圳市明远建材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华明分享了“轻幕

墙-如何从对传统幕墙的跨界颠覆中

分一杯羹”；深圳市顾家网络科技总经

理占家旺分享了互联网+装饰如何更

好地合作共赢；深圳市稳健基础工程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阳明分享了“传统

企业如何实现创新蜕变”！ 

本次交流会取得圆满成功，为在

深江西籍从事建筑设计、施工、材料

等相关企业搭建了交流平台，增进友

谊、共谋发展。江西在深各商会将团

结一致，将建筑行业交流会持续举办，

同时举办更多的其他行业交流会，团

结在深赣商，抱团取暖 ，共谋发展。 

          

深圳市顾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占家旺分享      深圳市正本教育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祖英分享           深圳市明远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华明分享 

 

           

深圳市稳健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阳明分享                   嘉宾祝酒                                  江西在深各商会秘书处成员合影 

 

 

“藏草堂杯”深青企联高尔夫俱乐部 VS 赣商球队友谊赛 

在深圳云海谷高尔夫球会举行 
  

    本报讯：6 月 16 日，深圳东部华侨城云海

谷雨过天晴过后焕然一新，由深圳市青年企业

家联合会副会长、深圳市江西商会副会长、深

圳市藏草堂商贸有限公司江桦董事长盛情赞助

的“藏草堂杯”深青企联高尔夫俱乐部 VS 赣商

球队友谊赛在此隆重举行！ 

深圳市江西商会常务副会长、赣商高尔夫

球队执行队长吴文俊带领深圳赣商高尔夫球队

队员近 30 人参加比赛，常务副会长王华君、王

德文，副会长祝晓林、江桦等参加比赛。 

冠名赞助商江桦董事长讲话中说，非常感

谢兄弟姐妹能抽空参加此次比赛，今天天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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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大雨过后阳光普照的好日子，大家发挥得非常好，

自己也超常发挥，感谢大家的支持。 

参加本次球赛的近 80 位球员经过激烈的角逐，高云峰

（赣商队）、龙飞（赣商队）、周飞分别以 77、78、83 杆获

得总杆冠亚季军；彭新军获得最近旗杆奖；关杨获得最远

距离奖。为感谢藏草堂的赞助支持，深青企联高尔夫俱乐

部授予深圳市藏草堂商贸有限公司杰出贡献奖。 

 

深圳市藏草堂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桦讲话 

          

                 开出彩球                                            开出彩球

       

深青企联高尔夫俱乐部授予深圳市藏草堂商贸有限公司杰出贡献奖。                青企联高球俱乐部王华君主席为总杆冠军高云峰颁奖 

            

总杆亚军龙飞、季军周飞颁奖                                                       幸运抽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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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商对话第二期•走进兆驰股份，对话顾伟董事长 

 

 

       

    本报讯：2016年 6月 17日上午，

深圳市江西商会举办赣商对话第二期

•走进兆驰股份，对话顾伟董事长活动，

深圳市江西商会常务副会长、赣商高

尔夫球队执行队长吴文俊博士率领商

会部分企业家和球队部分队员赴常务

副会长单位、赣商高尔夫球队队长企

业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参观学习，

副会长张北京、华芸、江桦、吕子淇、

周俊等 20 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商会常务副会长、赣商高尔夫球

队队长、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顾伟和投资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方

振宇热情接待了商会代表团一行。投

资总监方振宇结合 PPT 演示稿详细介 

绍了兆驰集团，着重介绍了与东方明

珠等合伙收购的风行网和自主品牌风

行电视。 

顾伟董事长分享了自己的创业历

程，强调核心技术是企业生存、发展

的关键，倡导标准化生产、创新改革

和股权激励等经验心得，多次指出做

实业要脚踏实地、点滴积累，令在座

的老乡们受益匪浅，掌声此起彼伏。

顾董分享结束后，参加交流学习的企

业家们纷纷提问，顾董耐心解答，交

流取得良好成效。 

 

 

 

座谈现场 

 

座谈交流，顾伟董事长分享 

 

座谈现场 

 

参观生产车间 

 

生产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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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举办亲子教育系列活动之 

 “孩子的成长与家长的陪伴” 

 

 

 

 

 

 

 

 

 

 

    本报讯：2016 年 6 月 25 日，由深圳市江西商会主办

的亲子教育系列活动之“家长的陪伴与孩子的成长”在福

田深国投大厦第一健康集团举行。共有 30 余人参加。 

活动开始，深圳市江西商会秘书长杨淋发表讲话，感谢

深圳市江西商会理事单位、北京中正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深

圳分所所长杨高宇能作为主讲嘉宾来跟我们分享教育经验；

感恩第一健康提供如此舒适的场地用于举办此次活动，感

谢青云雅庄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感谢各位对深圳市江

西商会活动的支持！ 

首先，金运基因专家雷婷给我们讲了“预知生命密码,

让孩子在自己的跑到上成长”，告诉我们每个孩子都是天才，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天赋，以及基因与人体的关系等。 

主讲嘉宾杨高宇一上台就试问一些问题：“今天你和

孩子聊天了吗？你今天陪孩子一起学习了吗？今天你教育

孩子了吗？晚上陪孩子吃晚饭了吗？和孩子一起解决学习

问题了吗？你关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了吗？你观察到您的

孩子今天是快乐的呢还是郁闷的呢？您的孩子喜欢和您无

话不谈吗？您有多长时间没有拥抱和鼓励您的孩子了呢？”

这些问题，我想很多父母都无法回答也没有做到吧？接下

来杨所长用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案例，告诉我们三点：一是

怎样的孩子是你心目中的好孩子？二是怎样的父母才是合

格的父母？三是现实条件下我们能做什么？利用现实案例

进行剖析，让我们每个在场的父母在教育孩子上有更进一

步的认识。 

活动交流时间，杨所长对育儿、亲子教育等相关问题，

为为众多提问的会员现场解答，反响热烈。会员家长们都

收获满满，受益匪浅。同时表示，希望商会能多举办一些

这样的教育活动。 

 

   深圳市江西商会秘书长杨淋讲话           主讲嘉宾：深圳市江西商会理事、                     基因专家雷婷分享 

                                    北京中正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所长 杨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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