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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神州顺利办上
海运营中心开幕仪式在上海徐家
汇恒隆港汇中心举行。

神州顺利办隶属于神州易桥信
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神州易桥成
立于 2009 年，注册资金 76579.9353
万元人民币，2016 年 3 月，成功登陆
资本市场，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成为
中国首家企业服务类主板上市公司

（A 股代码：000606），业务范围包括
企业管理服务、营销服务、资金服务
三大类。

神州易桥作为现代级企业服
务的缔造者和企业运营商，以企业
价值原点为核心，通过区块链共
振、价值链跃进，实现价值网络。
用“千店协同、跨越空间、万人服
务、分享时间”的高标准服务助力
企业成长，致力于落实“双创、四
众”等国家战略，做企业的成长土
壤，孵化中国未来的价值森林。

2016 年 4 月，神州易桥所属
神州顺利办企业运营服务平台开
始实施“百城千店”计划，在线下布
局数千家面向企业“最后一公里”

的企业服务运营中心，以“圈地、囤
人、赋能”的战略，为 8000 万中小
微企业提供企业运营服务，并形成
海量级企业大数据平台。目前业
务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服
务 350 万家企业用户。

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更是
顺利办成长的土壤，为此，神州顺
利办入驻上海，并盛大开业。

此次开幕仪式以“盛大开业，
爱心传递”为主题，将开幕式现场
与网络直播相结合，为到场嘉宾与
直播间前的合伙人呈现了一场精
彩的开业典礼。

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
周禹鹏、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关德、
副秘书长陈虎琪以及神州顺利办
高级副总裁张剑、神州顺利办副总
裁李静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黄浦
支行行长陈俊、金山区金石湾经济
园区副总经理谢恩义和来自全国
各地的神州顺利办联合创始人参
加上海运营中心开幕仪式。

周禹鹏为神州顺利办上海运
营中心揭牌、为开业仪式剪彩，并

与全体嘉宾共同见证了神州顺利
办上海运营中心与部分合作伙伴
的签约。

张剑介绍了神州顺利办的服
务模式。他表示，神州顺利办提供
的企业运营服务，从企业注册环节
入手，解决企业在“生老病死”过程
中的各种刚性服务需求。业务范
围包括企业管理服务、营销服务、
资金服务三大类。其服务能力则
体现在企业服务运营中心规模化
经营，标准化服务由服务工厂以流
水线方式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力。
定制化服务由顾问团专业团队支
撑，全方位立体式服务，纵向延伸，
打通线上线下服务体系，形成专业
化，集约化的发展方向。

周禹鹏在致辞时表示，上海双
创中涌现出很多优秀企业，神州顺
利办以卓越的服务精神，独特的

“企业服务企业”模式推动经济发
展非常有意义，他希望神州顺利办
上海运营中心抓住机会拓展市场，
并预祝神州顺利办在上海有更快
更好的发展。

上海现代服务业·每月动态

神州顺利办举行上海运营中心开业暨揭牌仪式

“上海银行同业·大讲堂”之“习总书记有关
金融系列重要讲话学习体会”专题讲座举行

日前，上海银行同业公会举办“上海银行同业·大
讲堂”之“习总书记有关金融系列重要讲话学习体会”
专题讲座，特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银行
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高级经济师王刚博士进行
授课。本次讲座得到了上海银监局的大力支持，部分
处级领导干部及业务骨干参加了此次讲座。此外，还
有来自 70 余家中外资会员单位的相关行级领导、业
务部门负责人等180余人参加。

光明集团位列 2017 上海百强企业榜第九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过去的 2016 年上海创新
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有着怎样的表现？8月28日
下午正式出炉的2017上海企业100强榜单给出答案。

2017 上海企业 100 强以 2016 年企业营业收入为
入围标准。数据显示，上海百强企业 2016 年的营业
收入、净利润、资产规模、利税总额等主要经济指标继
续保持较高幅度的增长，企业经营规模继续保持扩张
态势，百强企业入围门槛也由去年的38.8亿元提高到
45.5亿元。此次出炉的上海企业100强榜单中光明食
品集团位列第九。

月星集团入围上海民营企业百强

8 月 28 日，由上海市企业联合会、上海市企业
家协会、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会共同主办的 2017 上
海百强企业发布会在上海市锦江小礼堂召开，上海
企联、市经团联领导和上海百强企业代表等 300 多
人参加会议。会上发布了 2017 上海民营企业 100 强
等榜单。月星集团再次荣登百强名单，名列上海民
营企业百强第 17 位。

“用建行分期·筑品质装修”
家居创意大赛启动

8月28日上午，“建行杯家居创意大赛”启动仪式
在浦东通茂大酒店隆重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建设银
行上海市分行、上海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联合主办。

“建行杯家居创意大赛”的主题是“用建行分期·
筑品质装修”，旨在为居民在装修过程中提供金融支
持，寻找“新型”的生活方式。

活动由上海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沙峰主持。会上，上海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常务副
秘书长阮蓓旎、建行信用卡中心消费信贷处处长宋
丹蒂分别在会上就“家居创意大赛活动”、建行家装
分期产品做了全面介绍。建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孙
维、建行信用卡中心副总经理王美华以及媒体与企
业代表做了发言与分享。上海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
住宅装饰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丛国梁等现场回答了记
者提问。

上海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会长陈丽在致辞时表
示，“建行杯家居创意大赛”的举行，不仅意在为设计
师、市民百姓提供互相切磋、交流的平台，更意在推动
住宅装饰行业消费观念的创新，带动保守消费迈向理
性消费观念的转变。

普华永道中国含香港、台湾地区及
新加坡任命 53 名新合伙人

据普华永道28日信息，普华永道宣布，在中国内
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及新加坡事务所任命53名新
合伙人。

普华永道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及新加
坡事务所在加入新委任的 53 位新合伙人后，团队已
拥有超过850名合伙人。

53 位新任命的合伙人当中，31 位常驻于中国内
地，其他包括香港地区 8位、台湾地区 6位及新加坡 8
位。按部门分划，23位来自审计服务、16位来自税务
服务、12 位来自咨询服务，以及 2 位来自公司一体化
服务。普华永道致力于推动人才多元化，本年度的新

合伙人中有19位为女性，占总数的36%。
普华永道亚太区人力资本主管合伙人曾章伟先

生表示：“我衷心祝贺各位新任合伙人在新的岗位上
有更大成就。今时今日，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为企业
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愈益复杂的环境，企业在
运营、捕捉机遇、管控风险各方面都充满挑战性。新
合伙人将进一步提升普华永道专业团队的实力，全面
地响应客户需要，协助他们转型变革，为未来长远增
长打好基础。”

与此同时，约 2,800 名毕业生通过各地校园招聘
活动加入了普华永道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及新加
坡的服务团队，使员工总数达到超过 21,000人。

虎行文化成立暨路虎（上海）俱乐部
路虎大会举行

8月26日至27日，虎行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
成立暨路虎（上海）俱乐部路虎大会在上海长兴岛郊
野公园举行，来自上海及全国各地的近300多名路虎
车友驾驶130余台路虎系列越野车参加活动。

上海市融资租赁企业排查工作正式启动

8 月 25 日下午，上海市融资租赁企业排查工作
正式启动。上海华瑞会计师事务所、上海中创海佳
会计师事务所、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将在今年9月对本
市30家融资租赁企业上门排查，针对资金来源、项目
真实性、风险杠杆比例等问题进行重点审查。上海市
租赁行业协会将全力配合会计师事务所做好排查相
关工作。

上海保交所发布账户管理办法
创新保险账户规则体系

8 月 23 日，上海保交所向各会员单位发布《保险
账户管理暂行办法》，本办法旨在建立我国保险交
易领域的标准化、现代化、集约化的保险账户规则
体系，为规范上海保交所交易参与人的各项交易活
动、提高保险行业账户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和标准化
程度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 账户是集中交易场所
交易、登记、托管和结算等业务环节的实现载体，是
客户身份信息识别和管理的工具，是基础设施的基
础。配备相应的交易账户体系是确保交易顺利进
行的前提条件。保交所依照行业惯例，率先完善保
险账户管理体系，为保险交易规则的顺利推出铺平
道路。

永达汽车公布 2017 年中期业绩
同比业绩提升 70.2%

8 月 23 日，中国领先的乘用车经销商和综合性
服务供应商中国永达汽车服务控股有限公司（股份
代号：3669.HK）在香港召开公司 2017 年中期业绩发
布会。

永达汽车取得良好增长，综合收入及综合毛利
（包括金融和保险代理服务收入）分别为 225.56 亿元
和26.42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8.8%及31.3%；包
括金融和保险代理服务收入在内的综合毛利率为
11.71%，较2016年同期上升1.11个百分点。期内，集团
净利润及拥有人应占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6.98亿元和
人民币 6.52亿元，同比分别大幅增长 72.6%及 70.2%。
每股盈利为人民币0.43元，同比上升人民币0.17元。

上海市旅协组织召开《导游管理办法》
意见征求稿讨论会

8 月 22 日上午，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组织召开
了关于国家旅游局发布的“《导游管理办法》意见征
求稿”讨论会。与会人员认真学习《办法》的精神和
条款，讨论了贯彻执行《办法》的现有社会条件，对目
前导游队伍、导游执业环境、导游供需市场进行了充

分分析和交流。大家一致认为，导游是旅游市场发
展的灵魂，也是旅游服务的核心价值所在，随着旅游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旅游产业的转型发展，导游队伍
的结构正趋于年轻化、知识化、个性化，《办法》对进
一步加强导游管理工作，提升导游队伍综合素质，促
进实现导游自由执业市场形成有了政策上的保障。
会议还对《办法》的实施条款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
创新型建议。

张江科学城《西北片区及国家实验室控规》发布

8 月 21 日，张江科学城《西北片区及国家实验室
控规》发布。国家实验室片区，面积约5.29平方公里，
旨在结合国家实验室建设，打造国际一流的光子科学
中心和科技创新核心区；西北城市更新片区，面积约
4.45平方公里，致于通过城市更新实现单一产业园区
向综合城市社区转变等，两个单元控规区政府已完成
批复，上海市规土局已完成备案。

2017 上海创意产业博览会组委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

8 月 18 日下午，2017 上海创意产业博览会组委
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长宁区政府大楼举行。2017
上海创意产业博览会组委会全体成员出席了会议。

2017 上海创意产业博览会将以“智慧生活、创
享未来”为主题，旨在体现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时
代的数字科技与智慧生活主题，通过产品展示、论
坛交流、市场合作等形式，为国际国内的前端技术
前沿及创意商业模式等提供一个展示的窗口，以及
互动探索平台。通过创博会，搭建一个全球创新、
创意、创业、创造的高端资源对接平台，促进和带动
上海的创意产业发展，打造一个充满创新、永不落
幕的创博会。

首届国际科创园区（上海）博览会举行

为贯彻把上海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的
国家战略，充分发挥上海在长江经济带国家发展战略
中的龙头核心作用，通过建立人才链、技术链、资金
链、服务链和产业链，形成长江流域科技创新长廊，促
进长江流域乃至全国各地科创园区创新驱动、转型升
级、协调发展，由联合会作为指导单位之一、长江沿岸
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和《理财周刊》共同主办的首届
国际科创园区（上海）博览会，于2017年8月16-18日
在上海世博展览馆 2号馆（浦东新区国展路 1099 号）
举行。

上海市消保委与市汽车销售行业协会
联合举办汽车销售信息交流会

8 月 11 日下午，上海汽车销售行业协会与市消
保委汽车办联合举办的《汽车生产主机厂与本市汽
车销售行业间的信息交流会》在闵行区消保委举
行。闵行区消保委副秘书长周夏、上海汽车销售行
业协会商锦书、石国清以及各品牌汽车主机厂或经
销商集团的领导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上，大家互
动交流了本市上半年汽车销售概况、投诉热点和《汽
车销售管理办法》实施后的信息等内容。秘书长石
国清还就如何更好的落实《汽车销售管理办法》与大
家做了深入的交流。

上海市租赁行业协会召开“一带一路”背景下
关于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涉诉若干法律问题研讨会

8月11日下午，上海市租赁行业协会在市政协召
开“‘一带一路’背景下关于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涉诉若
干法律问题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市租赁行业协会牵头，联合上
海海事法院、华东政法大学融资租赁研究中心共同主
办，上海市租赁行业协会法律专业委员会与上海市法
学会海商法研究会协办。

百联资产控股有限公司成立
8月10日，百联资产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仪式在百

联大厦举行。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叶永明，集团总
裁徐子瑛，普陀区委常委、副区长顾军，静安区副区长
周海鹰，睿星资本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 Robert A.
Faith，浦发硅谷银行副行长 Tim Hardin，集团副总裁
孙伟，百联资产控股 CEO 程大利共同以“撒金粉”的
形式启动开业仪式。徐子瑛与Tim Hardin 分别代表
百联集团和浦发硅谷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
百联集团将与浦发硅谷银行在创意产业园区、孵化
器、基金、金融业务等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深度合作。

百联资产控股公司的成立，拉开了集团在商业地
产领域创新发展的序幕。据悉，百联资产控股将致力
于打通创意设计、开发建设、招商营运、资产管理、资
本运作等全产业链的各环节，依托百联强大的商业零
售体系，逐步形成百联特有的、融合发展的商业新模
式。未来，将对接各业态细分市场，将资产、资本和商
业有机结合，遵循市场化、技术化、专业化、品牌化的
发展要求，规划并发展创新增量业务，创建产融结合
的新途径，为百联新产业的发展提供专业的资产平
台，通过多元化、多层次的融合发展，实现国资收益多
元化，提升百联集团的活力与整体竞争力。

《美丽绽放》《美丽传说》新书发布
暨签售仪式举办

时值2017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开幕期
间，8月18日上午，由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
海市妇女联合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为指
导单位，上海海派旗袍文化促进会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联合举办了《美丽绽放》、

《美丽传说》新书发布暨签售仪式。
《美丽传说》旨在通过对传承海派旗袍制作技艺、

传播海派旗袍文化的三位长者将近一生经历的回忆
与叙述，更好地为海派旗袍这一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的传播和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而《美丽绽放》旨在将2017年央视春晚上海分会
场海派旗袍表演团做回顾总结，阐述上海海派旗袍文
化促进会在接到2017年央视春晚上海分会场的表演
任务后，如何从策划、组织和影响进行论述，通过2017
年央视春晚上海分会场海派旗袍表演团来展示促进
会在促进海派文化传播、促进女性文明素养提升、促
进海派旗袍文化品牌战略发展方面所作的努力，如何
带领上海旗袍姐妹推动海派旗袍文化不断走向时尚
化、礼仪化、国际化之路。

上海黄金饰品行业协会五届一次会员大会举行
日前，上海黄金饰品行业协会五届一次会员大会

暨五届一次理事会在豫园豫上海举行。来自珠宝首
饰行业的 180 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会员投票
选举产生了五届一次的79名理事和1名监事，并在五
届一次理事会上选举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副董事长杨奕为新一届上海黄金饰品行业协会会长。

五届一次理事会上还选举产生了新任副会长、秘
书长等人选，上海豫园黄金珠宝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孙
云飞、上海黄金交易所副总经理宋钰勤、上海钻石交
易所副总裁颜南海等 25 位行业领导当选为副会长；
聘任了秘书长王惠群；通过了聘任协会名誉会长、顾
问、副秘书长、兼职秘书长人选的建议。

会议还通过了《上海黄金饰品行业协会第五届第
一次会员大会决议（草案）》。

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周禹鹏与神州顺利办高级副总裁张剑为运营中心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