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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宁根市是荷兰格罗宁根省的首府，荷兰北部的知

识、科学、文化、贸易和工业中心。主要工业有印刷、化工、

塑料制品、纸制品、机械制造、电子和建筑业等。该市交通便

利，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条件使该市成为荷兰重要的贸易及商

品转运中心。天津市与荷兰格罗宁根市于1985年9月12日正式

建立友城关系，之后一直保持着密切交往，双方在经贸、医疗

卫生、人员培训、软件技术、体育等诸多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

的合作。2018年9月20日，荷兰格罗宁根市在天津设立驻津经

济代表处。同年11月15日，“2018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

授予格罗宁根市“对华友好城市交流合作奖”。

荷兰王国驻华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河南路4号
电话：010-85320200
网址：http://www.niyuhelan.nl

洛杉矶郡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1850年2月18日

建立。东临奥林奇郡和伯纳迪诺郡、北邻克恩郡、西临文图

拉郡、南面太平洋，海岸线长81英里。洛杉矶郡内共有88个

城市，每个城市都有其各自的议会。洛杉矶郡是美国的第二

大生产中心，国际贸易也是该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高

等教育和专业教育是洛杉矶郡的优势之一，共有159个学院

和大学，包括加利福尼亚技术大学、UCLA、美国南加州大

学，以及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设计艺术中心学院、新潮设

计学院等专业院校。2010年9月13日，天津市与美国洛杉矶

郡签订友好交流与合作意向书。

天津市与荷兰格罗宁根市结为友好城市35周年
（1985年9月12日——2020年9月12日）

天津市与美国洛杉矶郡签订友好交流与合作意向书10周年  

（2010年9月13日——2020年9月13日）

美利坚合众国驻华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家楼路55号
电话：010-85313000
网站：http://china.usembassy-china.org.cn

美国国徽及国旗荷兰国徽及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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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ship Beginning
友好开始

《时光》是我重新装修合众大厦办公室时，将地面中心位

置原地面的十块花岗岩保留后，与铜板和铜条组成的装置作

品的名称。我提供策划与创意，优秀设计师黄超先生实施完

成。黄先生凭他多年的经验积累和对材料的熟悉，运用其巧

智妙思，将这个装置完美地融入到他的“民国风”的设计中，

而且将我的构想表达得恰如其分。在办公室施工时，我从未

踏进现场一步，直至完工并重新摆好家具后才去“验收”。一

如既往，这又是一个放心工程，这间办公室的地面净面积有

一百三十余平方米，层高两米八，“活儿”不大，但做得非常

精细，充分体现了黄先生的设计思想。尤其是《时光》这个在

原地面纹丝不动的“原石”基础上创作的装置作品，天做人和

般地成为了与“民国风”装修实景一起灵动的“源”元素。

之所以要在我的“这个”办公室做点什么，是因为它是我

独立购买和使用的第一间办公室，至今已使用了二十年。而

这二十年也是我人生经历最集中、最丰富多彩、最彻底地感悟

生活、认知生命的二十年。顺时不敛、逆时不敬全在其中。在

这里，我曾做过与人、与己、与亲情、与友情、与国家等等很

心满意惬的事情，更曾有过一唱豪情舒壮志的时刻。然而，风

流难掩，时光渐逝，当知道锅是铁打的时刻，已青春渐尽。所

以在重新装修之时，我总想保留下来一些不能忘记的东西。能

够见证我这间办公室晨来暮往二十年的东西有哪些呢？不知是

哪根筋一搭，或者叫“灵光一闪”，我想到了铺在我办公室中

间、行走过的人最多的花岗岩石地面。它吸纳的气息最多，见

证的事情最多。它从不用拐弯抹角，而是直截了当地承受着人

们的过往。于是，我想到了要保留这部分，期望它再见证我的

下一个二十年。我有时突发奇想：没准儿哪天会发明一项新的

技术，可以从旧物中提取过往气息以还原人像和人体。如真有

那时，那现在装修的从头到脚一换全新的方式将是追悔莫及的

一种对“生命”的“屠戮”。

《时光》2020年，天津

材料：花岗岩、铜

作品尺寸：124cm×426cm

原地砖数：10块  单个地砖尺寸：60cm×60cm

铜条宽度：4cm  铜板单块尺寸：120cm×60cm

《时光》从技术面上讲是成功的，在实物面前似乎更应有

感觉。花岗岩两头儿的铜板是向历史的追寻和向未来的乐观展

望，表示着人类生命的生生不息。我是想以一种中立的语言和

态度来创作《时光》的。让它没有束缚，没有圈围，成为开放

联想的引诱剂。假如我们想象里的过去、记忆中的过去与现实

中的生活场景重叠了，那应便是生命中力量的支点情景。

我并不希望《时光》带给人们悲怆的导向，而是希望它与

观者没有距离，让人能实实在在地踏其之上去碰触它。假如仅

仅只是因为它而能沉静一会儿，那也便是对自己的问候了，哪

怕清淡的。《时光》是对当下的关照，当“时光”在弥补光阴

流失的同时，也一定会唤醒我们新的起始。很多人都是在看似

不可能中坚持了自己的理想和对美好未来的期待，而后心满意

足。面对《时光》我自己想要的是作品与自己的互动，与生命

历程的对话，与心灵相约的审视——并非救赎，而是新生。

尽管我这辈子混砸过许多次，但我无悔。缘起性空，浮世

乐生。记忆本身是选择的结果，选择性遗忘和记住都是修养和

艺术。沉浸和审视过往的本质，都应该是在想攒足勇气，继续

迎接美好的未来。人们所有的幸福、快乐都是自己追寻到的，

都是自己对过往时光的不计前嫌和宽宏大量。

关于《时光》，我更多想到的是人要努力奋斗，才会拥有

缤纷的鲜花和明媚的阳光。

面对《时光》我自己想要的是作品与自己的互动，与生命

历程的对话，与心灵相约的审视——并非救赎，而是新生。

时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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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he Time is an installation artwork that I made by combining 
ten granite blocks with copper plates and copper bars when my office 
in Hezhong Tower was redecorated. The ten granite blocks were the 
very original ones at the center of the floor in the office. I contributed 
a plan and creativity, while an excellent designer named Huang Chao 
made it happen. Thanks to his years of experience, familiarity with 
materials and ingenuity, Mr. Huang perfectly integrated this installation 
with his “design styl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ile turning my 
idea into realities just aptly. I never stepped into the office during 
the redecoration process until it’s time for “acceptance” after it was 
completed and refurnished. As always, this was another project of 
assurance. The office covers a net area of more than 130 square meters 
and has a floor height of 2.8 meters. However, fine workmanship and 
Mr. Huang’s design idea are fully embodied in this “seemingly limited” 
space. In particular, as an installation artwork created from “raw rocks” 
that have existed previously, the Time has become a smart “source” 
element that is enlivened by both God’s hands and human wisdom in 
the decoration setting with “the style of Republic of China”.

I want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is” office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office that I have bought and used independently for 20 years. The past 
20 years have witnessed the most experienced, colorful, contemplative 
and insightful part of my life, a period when I did not restrain myself in 
good times and remained unyielding in adversity. I had my wishes for 
people, for myself, for my family, for my friends, and for the country 
gratified and had my sentiments and aspirations celebrated right in 
this office. However, greatness will never be concealed. When I truly 
realized that success does not come easily, time flies and waits for 
no man. So I wanted to keep something memorable when the chance 
of redecorating my office arose. What was the monument that had 
witnessed the passage of twenty years in my office? It just occurred to 
me that, or out of a sudden enlightenment, why not the granite floor 
that had been most tread in the middle of my office? It absorbed and 
witnessed the most. It was always straightforward and simply bore all 
that passed. So, I wanted to keep this part, expecting it to be the witness 
of another twenty years. I sometimes thought on a whim: May be a 
new technology would be invented someday to restore human portrait 
and body by extracting breath of the past from old items. If so, we will 
regret if we decorate the office by changing it completely because that 
will be a “slaughter” of “life”.

Time, 2020, Tianjin
Materials: granite, copper
Dimension: 124cm x 426cm

Number of original granite blocks: 10 pieces
Dimension of single granite: 60cm x 60cm
Width of copper bar: 4cm   
Dimension of single copper plate: 120cm x 60cm
The Time is technically successful, but an even stronger feeling can 

be generated from the real thing. The copper plates on both ends of the 
granite blocks represent a search for history and an optimistic outlook 
for the future, a symbol of endless human life. I wanted to create the 
Time with a neutral language and attitude into something unconstrained 
and unbounded to entice wild imagination. The fulcrum of the power 
in life comes into being when the past in our imagination and memory 
and the scene of real life overlap.

I don’t intend the Time to be a reminder of pathos. Instead, I expect 
it to have no distance from the viewer so that people can actually 
step on it and touch it. Even if they fall contemplative for a while just 
because of it, it is a moment of inner greeting to themselves, no matter 
how mild it is. The Time is a care for the present. While making up for 
the loss of days, “Time” surely awakens us to a new beginning.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who get content after having persisted in their 
seemingly unfeasible ideals and expectations for a better future. With 
the Time, I look forward to a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work and myself, 
a dialogue with the course of life, an examination with the soul- it’s not 
about redemption, but about new life.

Although I screwed up many times in my life, I have no regrets. 
Everything that we perceive and experience arises out of a constantly 
changing web of causes and conditions. It’s important to live a happy 
life in this secular world. Memory itself is the result of choice, and to 
forget and memorize selectively is both an accomplishment and art. To 
be immersed in and reflect on the past is essentially about building up 
courage to welcome a bright future. All blessings and happiness come 
from efforts of pursuit and from forgiving and tolerating the past.

The Time reminds me more of hard work that one needs before he 
can enjoy colorful flowers and bright sunshine.

Friendship
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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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ship Perception
友好感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团体的名称为：天津市友好合作城市企业促

进会。英文名称为：TIANJIN SISTER-CITY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ENTERPRISES，缩写为：TSCPE。

第二条  本团体的性质是由具有对外合作意向或已有对外

合作的企业、事业单位及相关的管理人员和涉及该领域理论研

究的专家学者等自愿结成的行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第三条  本团体的宗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守宪法、法

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并积极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利用天津市与国外各地方政

府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友好关系，以本协会为载体和纽带，为相

互间的企业发展民间商贸活动，与对方民间组织务实合作、对

接服务等提供软环境支持和资源互补的途径。使得双方的友好

关系进一步深化务实，为天津企业走向世界创业，为更多的国

外企业来天津发展，发挥平台和桥梁作用。

第四条  本团体的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是天津市民政局。本

团体接受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有关行业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和

监督管理。

第五条  本团体的住所在天津市和平区。

第二章 加强党的建设

第六条  本团体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及有关规定建立

党的组织或接受上级党组织派遣党建工作指导员。

第七条  本团体党组织要积极发挥政治引领、先锋模范、

监督管理和规范行为的主导作用，保障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第八条  本团体党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规

定开展组织活动，按期进行换届选举。

第九条  本团体党组织要在本单位的诚信自律、反腐倡廉

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十条  本团体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党

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约束，接受上级党组织的考评。

第三章 业务范围

第十一条  本团体的业务范围：

（一）对关系本会会员单位发展的政策、法律法规的制订

及实施进行研讨，提出有关建议； 

（二）协调或服务于会员单位和相关单位为实施本会宗旨

的业务行为，增强会员单位执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自律性； 

（三）为会员单位归纳、提供与其业务发展有关的资料和

业务信息，不定期的组织相关的业务知识培训； 

天津市友好合作城市企业促进会章程

6月19日，天津市友好合作城市企业促进会第二届第六次

会员大会以通讯会议形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天津市友好

合作城市企业促进会章程》修订草案。

根据天津市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联合工作组办公

室、天津市商务局、天津市社会组织管理局的有关要求，《天

津市友好合作城市企业促进会章程》修订草案在会员构成、会

员权利、会员义务、理事会职权等方面对原章程进行了完善，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自律建设与信息公开等有关内容

写入章程。现将修订后的《天津市友好合作城市企业促进会章

程》予以公布，自公告之日起执行，原《天津市友好合作城市

企业促进会章程》废止。

我会召开第二届第六次会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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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CPE Events

会内活动风采

（四）根据会员单位要求，适时组织会员与友好城市相关

业务部门开展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分析，寻找合作点，散

发企业宣传资料，组织相互考察和配合有关业务部门提供谈判

咨询和相关服务。

第四章 会员

第十二条  本团体由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组成，其中个人

会员不超过会员总数的10%。

第十三条  申请加入本团体的会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依法取得生产或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企业、个

体工商户和其他经济组织；与本行业相关的事业单位；

（二）单位会员须诚信经营，社会信用记录良好； 

（三）个人会员须为本行业内的专家、学者；

（四）拥护本团体的章程；

（五）有加入本团体的意愿；

（六）在本团体的行业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

第十四条  本团体根据业务需要可以吸收少量外地经济组

织和专家、学者入会，所占比例不超过会员总数的20％，外

地会员应该具备与本地会员同等的入会条件。

第十五条  会员入会的程序是：

（一）提交入会申请书；

（二）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三）经理事会讨论通过；

（四）由理事会授权协会办公室颁发会员证。 

第十六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本团体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参加本团体的活动；

（三）获得本团体服务的优先权；

（四）对本团体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五）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六）对本团体做出的处分有申诉权；

（七）获得本团体表彰和荣誉的权利。

第十七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本团体章程；

（二）执行本团体的决议； 

（三）维护本团体合法权益； 

（四）完成本团体交办的工作； 

（五）按规定交纳会费；

（六）向本团体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七）自觉遵守行规行约，执行本团体的各项自律制度。

第十八条  单位会员应确定一名代表参加会员大会，行使

会员权利，代表因故不能出席的需以书面形式授权他人代为行

使权利。

第十九条  本团体实行民主表决机制，表决权具体分配标

准为：每一单位会员享有一票表决权，个人会员只享有选举事

项的表决权。

第二十条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团体，并交回会员证。

会员如果2年不交纳会费或不参加本团体活动，经理事会确

认，视为自动丧失会员资格。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章程及行规

行约的行为，按行规行约进行惩戒并可经理事会表决通过，予

以除名。

第二十一条  会员退会、自动丧失会员资格或被除名后，

其在本团体相应的职务、权利、义务自行终止。

第五章 组织机构和负责人产生、罢免

第一节 会员大会

第二十二条  本团体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大会。

第二十三条  会员大会的职权是：

（一）制定和修改章程；

（二）选举和罢免理事、监事；

（三）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四）审议监事的工作报告；

（五）制定和修改会费标准；

（六）决定终止事宜；

（七）决定其他重大事宜。

第二十四条  会员大会每年召开1次。经理事会或1/3以上

会员提议可以召开临时大会。会员大会须有2/3以上的会员出

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会员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

效。

第二十五条  下列事项须经会员大会2/3以上到会会员表决

通过方能生效：

（一）章程的修改和废止；

（二）理事、监事、会长兼法定代表人的任免；

（三）本团体的分立、合并与自行解散。

第二十六条  会员大会每届5年。因特殊情况需提前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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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换届的，须由理事会表决通过，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

意。但延期换届最长不超过1年。 

第二节 理事会

第二十七条  理事会是会员大会的执行机构，在闭会期间

领导本团体开展日常工作，对会员大会负责。

第二十八条  理事会的职权是：

（一）执行会员大会的决议；

（二）推举会长兼法定代表人候选人；选举和罢免其他负

责人；

（三）筹备召开会员大会； 

（四）向会员大会报告工作和财务状况；

（五）决定会员的吸收或除名；

（六）决定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实体机构的

设立、变更和终止；

（七）决定副秘书长、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的人选；

（八）领导本团体各机构开展工作；

（九）制定财务管理、印章管理、档案管理、信息公开等

内部管理制度；

（十）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第二十九条  理事会须有2/3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

议须经到会理事2/3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理事因故不能到

会的，可书面委托他人代为参加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第三十条  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经会长或1/3以

上理事提议可以召开临时会议。

第三节 负责人

第三十一条  本团体负责人为会长、副会长、秘书长。负

责人从理事中产生，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素质好； 

（二）在本团体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

（三）任职年龄不超过70周岁，秘书长为专职；

（四）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五）未受过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

（六）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三十二条  本团体负责人任期与理事会相同。负责人任

期最长不得超过2届。

第三十三条  本团体法定代表人由会长担任。本团体法定

代表人在国家机关无现任公职。本团体法定代表人不兼任其他

团体的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的罢免程序：

（一）本团体罢免法定代表人须由会员大会做出决议，因

原法定代表人不能或者不履行职责，致使会员大会不能依照法

定程序召开的，可由理事会或1/3以上会员联名提议并推选一

名召集人召开（理事会或联名提议人应为已在登记管理机关备

案的人员；由理事会提议的，该提议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

罢免法定代表人的会员大会须有2/3以上会员出席方能召开，

罢免法定代表人的决议须由2/3以上到会会员表决通过，形成

会议纪要并由出席会员全体签名；

（二）罢免法定代表人的会员大会会议纪要应以书面形式

报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若原法定代表人

不能或者拒绝签署变更意见的，社会团体须以书面送达或公告

等方式告知原法定代表人之后，由拟任法定代表人根据会员大

会决议签署。社会团体应以书面形式说明原法定代表人不能或

者拒绝签署变更意见的原因，并提供已通知原法定代表人的书

面证明材料到登记管理机关按相关要求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手

续。

第三十四条  本团体的法定代表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从事本行业2年以上，熟悉本行业情况，具有本行

业专业知识；

（二）在行业内有较高的威信和相应的组织能力；

（三）社会信用记录良好；

（四）无刑事处罚记录，但过失犯罪的除外。

第三十五条  本团体会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和主持理事会；

（二）检查会员大会、理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三）代表本团体签署有关重要文件。

第三十六条  本团体秘书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办事机构开展日常工作，组织实施年度工作计

划；

（二）协调各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实体机构

开展工作；

（三）提名副秘书长以及各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

构和实体机构主要负责人，提交理事会决定；

（四）提名专职工作人员的聘用，由理事会决定；

（五）处理其他日常事务。

第三十七条  本团体设监事1名。监事任期与理事任期相

同。本团体理事及财务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第三十八条  监事的权利和义务：

（一）向会员大会报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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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督会员大会和理事会的选举、罢免；监督理事会

履行会员大会的决议；

（三）检查本团体财务和会计资料，向登记管理机关以及

税务、会计主管部门反映情况；

（四）列席理事会会议，有权向理事会提出质询和建议；

（五）监督理事会遵守法律、法规和章程的情况。对违反

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负责人、理事提出依程序罢免的建议。

第三十九条  监事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会章程，切

实履行职责。

第四十条  本团体应依据《天津市社会组织人民调解（暂

行）办法》，建立社会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对本团体内部矛

盾纠纷进行调解。

第六章 诚信自律建设与信息公开

第四十一条  建立和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社会组织现代法

人治理结构，建立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机制，加强组织机构建设。

第四十二条  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指定专人负责有关

事宜。通过建立和完善制度，形成长效机制，促进信息公开和

承诺服务活动的规范化。按照法律、法规和登记管理机关信息

公开的相关要求，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提升社会组织的公开性

和透明度，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力。

第四十三条  严格按照核准的章程开展活动，不超越章程

规定的业务范围。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诚实守信，公平公正，

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

第七章 资产管理、使用原则

第四十四条  本团体经费来源：

（一）会费；

（二）捐赠； 

（三）企业赞助； 

（四）承办政府部门委托事项所获得的收入； 

（五）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

（六）利息；

（七）其他合法收入。

第四十五条  本团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会员会费。

第四十六条  本团体经费必须用于本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

和事业的发展，不得在会员中分配。

第四十七条  本团体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保证会计

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第四十八条  本团体配备具有专业资格的会计人员。会计

不得兼任出纳。会计人员必须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

会计人员调动工作或离职时，必须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

第四十九条  本团体的资产管理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

管理制度，接受会员大会和财政部门的监督。资产来源属于国

家拨款或者社会捐赠、资助的，必须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并

将有关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第五十条  本团体换届或更换法定代表人之前必须接受社

团登记管理机关组织的财务审计。

第五十一条  本团体的资产，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

私分和挪用。

第五十二条  本团体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和保险、福利待

遇，按照本市有关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并执行。

第八章 章程的修改程序

第五十三条  对本团体章程的修改，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

后报会员大会审议。

第五十四条  本团体修改的章程，须在会员大会通过后15

日内，报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后生效。

第九章 终止程序及终止后的财产处理

第五十五条  本团体终止动议由理事会提出。须经会员大

会表决通过，并报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审查同意。

第五十六条  本团体终止前，须成立清算组织，清理债权

债务，处理善后事宜。清算期间，不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

第五十七条  本团体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

续后即为终止。

第五十八条  本团体终止后的剩余财产，在社团登记管理

机关的监督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用于发展与本团体宗旨相

关的事业。

第十章 附则

第五十九条  本章程经2020年6月19日天津市友好合作城

市企业促进会第二届会员大会表决通过。

第六十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本团体的理事会。

第六十一条  本章程自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核准之日起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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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天津市友好合作城市

企业促进会党支部联合协会副会长单位——天津市金德信典当有限责

任公司党支部组织全体员工到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参观学习。我会会

长王育英、副会长白松华一同参加活动。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建于1998年2月28日周恩来诞辰百年纪念日

前夕，馆内藏品丰富，文物价值弥足珍贵。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全体

人员参观了“人民总理周恩来”主展厅和按1:1比例仿建的北京中南

海西花厅专题陈列厅。展厅内珍贵的文献、历史照片和各类影像资料

全面生动地再现了周恩来、邓颖超两位伟人光辉灿烂的一生以及为祖

庆祝建党99周年
我会党支部联合金德信典当行党支部组织参观周邓纪念馆

国、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优秀品质和克己奉公、清正廉洁

的优良作风，给大家带来了心灵的震撼，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参观过程中，大家认真观看每一幅照片，驻足细读

每一份文献，用心聆听每一件展品背后的动人故事，感

悟周恩来、邓颖超两位伟人崇高的精神追求。通过参观

活动，党员们纷纷表示一定要加强党性修养，时刻用共

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

优良传统，努力在实际工作中践行初心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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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由天津市友好合作城市企业促进会、天津西青

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杨柳青支行、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

联合主办，天津市金德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携手共

进·共克时艰”银企对接会暨中小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专题讲座

在天津市金德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友好咖啡吧成功举办。我会

会长王育英、副会长白松华出席，秘书长时明明主持会议。

本次活动旨在搭建银企合作交流平台，帮助中小企业拓宽

融资渠道，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同时进一步提高企业法律意

识、特别是提高企业识别合同中法律陷阱的能力，为疫情背景

下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活动吸引了天津昌逸投资有

限公司、天津市金德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天津朗聚达进出口

贸易有限公司、天津盛通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天津澄辉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天津市百嘉包装用品贸易有限公司、寰诚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天津开发区博嘉投资有限公司、中信旅游集团

（天津）有限公司、天津盈特商贸有限公司、天津天乾商贸有

限公司、天津雪之鸣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富士施乐（中

国）有限公司、飞天鲸私董会、天津市互联网信息商会等企

业、协会的30余位代表参加。

王育英会长在致辞中说，此次举办银企对接会暨中小企业

法律风险防范专题讲座意义非常。希望通过协会搭建平台，进

一步加强会员企业与金融机

构、律师事务所之间的沟通交

流，合力破解中小微企业遇到

的难题，扩大业务覆盖面，构

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推动

双方长远发展。他希望在座的

各位企业负责人能够借助此次

活动互相认识、加强交流，从

而共享资源、务实合作。王会

长还表示，协会今后将根据会

员企业的实际需求组织丰富多样的活动，进一步与各会员企业

加强沟通，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以实际行动服务企业发展。

天津西青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杨柳青支行客户经理杨扬先生

介绍了天津西青中银富登村镇银行的主要特色、准入标准、贷

“携手共进·共克时艰”银企对接会
暨中小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专题讲座成功举办

■ 左起：时明明先生、李洋先生、杨扬先生、马晶华女士、柴国庆先生、张琨女士、玄振江先生、李昀樨女士、白松华先生、肖枫女士、
李建辉先生、康妍女士、李娜女士、王育英先生、沈玉珠女士、李文超先生、李长云女士、王楠女士、李晨先生、白雪皎先生、陈凯先生、宋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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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限额以及个人创业贷、企业创

业贷等产品。该行产品具有审批

快、贷款期长、抵押率高、支持

多种抵押物等特点，不但可以快

速放款，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

还能从各方面最大限度降低企业

融资成本。

天 津 西 青 中 银 富 登 村 镇

银行杨柳青支行行长肖枫女士

作出详细补充和举例说明，帮

助大家更简单、深入地了解产

品。肖行长表示，虽然天津西

青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坐落于西

青区，但除创业贷有西青区归

属的限制外，其他的业务没有

辖区限制，所有天津市的企业

都可申请和办理。在场的多位

企业负责人对此产生了兴趣，

在会后积极反映了融资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表达了融资需

求，肖行长就大家关心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解答并添加了各企业

负责人的联系方式，进一步助推了双方的合作意向。

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律师、盈科天津中小企

业法律事务部骨干律师李娜女士

作了“如何识别合同中的法律陷

阱”的专题分享，主要针对企业

在“合同签订前”“合同签订

时”“合同签订后”三个时间节

点容易出现的法律风险进行了详

细的解说，并就可能出现的风险

给出了应对的措施。李娜律师的

讲座内容专业全面，案例生动翔实，受到了在场嘉宾的欢迎。

多位企业负责人在会后向李娜律师提出了问题并获得了专业

解答，双方交换了联系方式，为双方深入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契

机。

讲座之后多家企业负责人又进行了新一轮的一对一交流与

探讨，并表示本次活动务实有效，对企业融资和法律知识有了

更直观的认识，受益良多。此次活动为强化银企交流、增强银

企信任、加强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和实现项目对接起到了

积极推动作用。



延伸  阅读

1 0

TSCPE Events

会内活动风采

Friendship
2020年第2期

7月13日，为助力会员开拓市场、拓展渠道，我会秘书长时明明到中国欧盟商

会天津分会进行拜访，同分会总经理郭静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双方就加强交流合

作、共享活动资源等事宜达成了共识。协会外联部部长翟京京陪同拜访。

郭静总经理首先介绍了中国欧盟商会及天津分会的具体情况。她介绍说，中

国欧盟商会成立于2000年，在全国9个城市设有7个分会，现拥有1700余家会员

公司。商会主要职能是为欧盟在华企业总结当前中国商业与市场形势的要点，为

其提供政策与宏观经济发展的分析以及有效的沟通渠道。中国欧盟商会天津分会

成立于2005年，目前拥有百余家会员企业，涉及航空、汽车、国际学校、咨询业

等多领域，通过每年举办50余场会议、论坛、社交、政策讲解等活动，积极搭建

欧盟在津企业与天津政府相关部门间的桥梁。郭总对我会致力于友好城市间企业

的交流合作表示赞赏，希望今后双方能加强联络，为各自的会员创造更多合作机

会。

时明明秘书长感谢郭总的热情接待，他向郭总介绍了我会的基本情况和多年

来开展的活动。时明明秘书长表示协会成立十多年来，一直积极利用天津市与世

界上49个国家89个地方政府建立的友好城市关系或友好交流与合作关系，努力发

挥载体功能和纽带作用，为城市间企业的沟通与交流搭建平台。他希望能够同中

国欧盟商会天津分会开展交流与合作，为双方会员提供更加完善与优质的服务，

通过务实合作进一步深化天津与欧盟国家友好城市的友谊。

之后，时秘书长同郭总还就商协会的运营模式、管理方式、活动举办、会员

服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在加强双方信息沟通、共享活动资源等方面达

成了共识。

我会秘书长时明明拜访中国欧盟商会天津分会

中国欧盟商会于2000年10月19日由51家会员企业发起成立，其目的是代表欧盟不

同行业和在华欧盟企业的共同声音。中国欧盟商会是一个在会员指导下开展工作的、独

立的非营利性机构，通过25个行业工作组积极参与政策影响过程。欧盟商会目前已拥

有1700余家会员公司，并在九个城市设有七个分会，分别为： 北京、南京、上海、沈

阳、 中国华南（广州和深圳）、中国西南（成都与重庆）及天津。每个分会都由当地董

事会管理，并直接向执行委员会汇报。中国欧盟商会每年举办超500场活动，分享商业

资讯、拓展会员关系网络。其出版物《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商业信息调查》等都

备受关注。中国欧盟商会作为在华欧盟企业的独立官方代言机构得到了欧盟委员会和中

国政府的一致认可。它是我国民政部认可的外国商会。该组织将来自全球的30个第三方

市场的欧洲商业团体和商会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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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化解和防范因疫情带来

的法律风险，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全面助力企业复工复产，7

月17日，由天津外企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主办，天津外企

人力资源协会与天津市友好合作城市企业促进会协办的“常规

时期及特殊时期工资福利常见问题”线上法律讲座成功举行。

来自我市各企业和商协会的负责人、HR等近百人参加了此次

活动。

天津康诺律师事务所主任、劳动法资深律师、天津市优秀

青年律师罗义昌先生分别从“工资疑难问题解读”“工资总

额疑难问题解读”“加班加点疑难问题解读”“高温津贴疑难

问题解读”“年休假疑难问题解读”五个方面做了专业、翔实

的讲解。罗义昌律师还就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法律

指导。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聆听此次线上讲座，加深了自己对相

关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认识和了解，并表示将会把学到的法

律、政策知识运用到企业复工复产中，更好地将企业做大做

强。

7月29日，应天津未来科技城现代产业区和潘庄工业区管

委会以及天津市亚太经济贸易研究促进会邀请，我会秘书长时

明明随天津市亚太经济贸易研究促进会组织的考察团到天津

未来科技城考察调研。天津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

任、天津市亚太经济贸易研究促进会理事长胡胜才，天津市亚

太经济贸易研究促进会秘书长刘继强，天津市进出口商会副秘

书长温刚以及来自我市新能源、物流等行业的企业家共计十余

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考察团抵达后首先观看了天津未来科技城的宣传片，宣传

片从园区总体规划、园区定位、区位优势、政策优势、重点企

业等方面对天津未来科技城特别是未来科技城现代产业区和潘

庄工业区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现代产业区、潘庄工业区是天津

未来科技城六大组团中发展最为成熟的两大区域，是天津未来

科技城重要的起步区和产业发展区，总面积32.09平方公里。

按照“一基地三区”的战略定位，现代产业区、潘庄工业区与

现代拓展区的28.6平方公里整体作为天津人工智能及智能制造

基地。

在随后的座谈环节，天津未来科技城现代产业区管委会主

任韩明对园区的招商引资工作、园区重点项目、企业复工复产

情况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天津未来科技城现代产业区和潘庄

工业区管委会副主任王俊涛、招商部长陈广文就与会企业关心

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天津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亚太经

济贸易研究促进会理事长胡胜才在讲话中指出，天津未来科

技城规划面积大，招商引资工作是重中之重。要做好招商引资

工作，首先要把园区的营商环境搞好，在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上狠下功夫，要做调研、找差距，打造国际化、法制化、市场

化、便利化、全面开放的营商环境。同时要围绕支柱产业，大

力引进大项目、好项目，全力以赴做好招商引资工作。

我会秘书长时明明从我会的成立背景、主要工作、会员构

成等方面详细介绍了我会的情况。时秘书长表示，协会将充分

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回去之后及时准确地把考察情况分享给

协会的会员企业，并充分利用协会的网站、杂志、微信公众号

等平台加大对未来科技城的宣传推广，希望推动我会企业早日

到未来科技城投资。

座谈会后，考察团一行参观了园区内的中国集、万科麒麟

小镇等重点项目。

“常规时期及特殊时期工资福利常见问题”线上法律讲座成功举行

我会秘书长时明明随团到天津未来科技城考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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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我会会长王育英先生到天津市进出口商会交流

座谈，与天津市进出口商会李胜利先生、秘书长石武先生就两

会在会员发展、活动组织、对外宣传等方面深度合作进行了

深入探讨。我会顾问、原天津市商务委员会副巡视员赵毓珉先

生，我会副会长白松华先生，我会秘书长时明明先生以及我会

友好人士张瑞昕先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李胜利先生首先介绍了天津市进出口商会近期的主要工作

以及即将成立的“天津市对外经济贸易学会”的筹备情况。

李胜利指出，商协会要发展壮大，不能单打独斗，必须相互联

合、整合资源、取长补短、互惠共赢，还要充分发挥各自商协

会的特色优势，为会员企业提供务实、优质、有针对性的服

务。他介绍说，正在筹备的“天津市对外经济贸易学会”整合

了天津市从事外经贸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机构和企业家资

源，以新时代的开放理念引领外经贸发展，对新形势下国际经

济贸易交流与合作进行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为促进

天津市外经贸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李胜利表示“天津市

对外经济贸易学会”成立后，希望两会也能在这个新的平台上

加强合作，共同为天津市外经贸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王育英会长对李胜利先生和石武秘书长的热情接待表示感

谢。他表示希望两会能够抱团融合，集聚优势资源，从会员企

业的实际需求出发，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多组织有特色、接

地气的活动，助力企业转型发展。谈到正在筹备的“天津市对

外经济贸易学会”，王会长表示成立“天津市对外经济贸易学

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于整合我市外经贸领域优势

资源，团结广大企业界、学界的有识之士，发挥智囊智慧，促

进我市外经贸事业高质量发展必将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天津

市友好合作城市企业促进会非常愿意在“天津市对外经济贸易

学会”的筹备、成立以及今后的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我会顾问、原天津市商务委员会副巡视员赵毓珉先生表

示，商协会要努力发挥好桥梁和纽带作用，加强会员与商协会

之间、会员与会员之间、会员与外界的交流合作。同时商协会

要精准对接企业资源需求，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保驾护航。

交流座谈会上，与会各位还就联合其他兄弟协会共同举办

研讨会等有关活动进行了交流探讨。

王育英会长到天津市进出口商会交流座谈

■ 左起：时明明先生、白松华先生、赵毓珉先生、李胜利先生、王育英先生、石武先生、张瑞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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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商务局朱振宇副局长一行来我会指导党建工作

9月9日上午，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口岸办主任、党组副书记朱振

宇，党群处副处长王志军，机关党办张钊来我会指导党建工作。朱振宇

副局长详细了解了协会情况和党支部工作开展情况，并对接下来工作开

展提出了指导意见。我会会长王育英、副会长白松华、秘书长时明明、

党支部书记翟京京出席会议。

王育英会长首先对朱副局长一行来会指导工作表示欢迎，随后介

绍了我会的成立和发展情况，及十年来开展的主要

工作。王会长表示，协会在天津市商务局的支持和

指导下，充分利用天津市与世界上49个国家89个

地方政府建立的友好城市关系或友好交流与合作关

系，积极搭建城市间企业沟通与交流的平台，为天

津企业“走出去”、国外企业来津投资提供了渠

道。此外，在我会的积极助推下，我会与天津外经

贸领域的八家协会结为友好协会，九家协会间互联

互动、资源共享，为推动天津企业对外交流交往和

经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朱副局长详细了解了协会情况，认真听取了协

会党支部开展学习和工作的介绍。他充分肯定了

我会在促进友好城市企业间交流合作领域所做的

工作以及党支部的工作。他表示，天津市友好合

作城市企业促进会从友城角度出发、专注于企业

间交流，为推动友好城市间的经贸发展起到了积

极作用。朱副局长表示，协会在做好业务工作的

同时，党建工作也要常抓不懈，要认真贯彻落实

市商务行业社会组织党委的各项工作要求和学习

任务，在日常学习和工作中不断查漏补缺。协会

要做好对外的窗口和平台，以党建工作推动业务工

作，与时俱进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站位高度，助力

协会发展行稳致远。天津市商务局也将积极加强与

协会的沟通联络，一如既往支持协会工作，保障协

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 左起：时明明先生、翟京京女士、白松华先生、王育英先生、
朱振宇先生、王志军先生、张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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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商务局社会组织党建指导工作最新分工安排，由外

事联络处作为我会党建工作指导处室对我会党支部工作进行监

督和指导。8月26日，市商务局外事联络处处长张继文、副处

长殷斌、党建内勤李兆峰来我会指导党建工作。张处长一行认

真了解了协会和党支部情况，并对接下来工作开展提出了指导

意见。我会秘书长时明明、党支部书记翟京京热情接待了张处

长一行。

时明明秘书长首先对我会的成立和发展情况，及十年来开

展的主要工作进行了介绍。时秘书长表示，协会成立以来，在

政策指导、活动开展等方面得到了市商务局的大力支持，我会

也同市商务局多个处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外事联络处指导全

市重要经贸外事活动，负责我市与外国驻华使馆经商机构、国

际经济组织及知名企业驻华机构的联络工作等，与我会在很多

方面都存在契合点，希望今后外事联络处多支持协会工作，对

协会业务和党建工作给与指导。

随后协会党支部书记翟京京就党支部基本情况，及贯彻落

实天津市商务行业社会组织党委各项工作要求和学习任务情况

等进行了介绍，并就今年以来协会党支部组织开展的各项工作

进行了详细的汇报。

张继文处长认真听取了协会情况和党支部开展工作的介

绍，充分肯定了协会业务及支部工作。张处长表示，外事联络

处和天津市友好合作城市企业促进会都是对外服务的窗口和平

台，党建工作不只是“家里的事”，也在对外工作中体现出工

作原则、精神状态和服务水平。作为协会党建工作的指导处

室，外事联络处接下来会及时向协会党支部传达局机关党委的

学习要求和工作重点，双方紧密联系，加强合作，助力各项工

作的顺利开展。希望协会能以党建工作带动业务工作，为企业

搭建好沟通桥梁，努力宣传国家形象、城市面貌，做好企业对

外的旗帜。

外事联络处殷斌副处长和李兆峰同志也先后介绍了外事联

络处党支部近期工作开展情况和接下来的工作计划。大家希望

外事联络处与天津市友好合作城市企业促进会加强联系联络，

围绕契合点进一步开展合作，共同做好党建和业务工作。

天津市商务局外事联络处张继文处长一行来我会指导党建工作

■ 左起：翟京京女士、时明明先生、张继文女士、殷斌先生、李兆峰先生 ■ 张继文处长听取协会工作汇报

TSCPE Events

会内活动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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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进新会员对协会的功能与服务内容的了解，全面、系

统了解新会员的需求，听取新会员对协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帮助新会员更好地匹配协会资源，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9

月17日，王育英会长及我会友好人士王渝生先生、郭绍刚先

生、程炳恒先生会见了我会新会员天津澄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赵亮一行，我会秘书长时明明参加了会见。

王育英会长对一直以来关心、支持协会发展的各位友好人

士表示衷心的感谢。王会长说，新冠疫情冲击下，企业正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帮助企业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帮助

企业走出困境做大做强是协会当前的主要工作之一。希望各位

友好人士能够充分利用自身广泛的资源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发

挥自身在政策、管理、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为协会的建设建言

献策，为协会企业的发展提供指导和支持，帮助企业克服困难

发展壮大。

天津澄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赵亮详细介绍了公司

的成立背景、主要业务及发展规划。天津澄辉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成立于2019年，主要提供与工程建设相关的管理咨询

与技术咨询服务，具体包括工程造价咨询、工程项目管理服

务、招标代理服务以及建筑材料批发兼零售等。合作客户

包含了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天津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天津北方文化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市健康教育中心、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天

津社会科学院等知名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赵总介绍

说，公司崇尚以“人”为本，注重实现“以人的发展带动企

业发展、以企业发展促进人的发展”，努力打造具有强大凝

聚力和向心力的现代化企业。

各位友好人士指出，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平稳，中

国经济稳定复苏，国家和地方也出台了一系列税收减免、财政

补贴等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但是国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企业仍然面临着诸多的压力和挑战。各位友好人士表示会一如

既往地支持协会的工作，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为企业的发展壮

大发挥积极作用。

王育英会长及我会友好人士会见新会员
天津澄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赵亮一行

■ 左起：时明明先生、王育英先生、王渝生先生、程炳恒先生、郭绍纲先生、赵亮先生、李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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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友好人士姜萍女士、邵韧女士、孙念喜先生一

行拜访我会，我会王育英会长及办公室相关人员接待来访。

王育英会长首先对客人的来访表示了欢迎，他简要介绍了

协会的基本情况及主要工作，双方就花艺、教育、服装行业发

展等相关情况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

姜萍女士是首届“天津市月季花小姐”，1993年创

立了天津第一家提供国际花材的花店——天津花王国际鲜

花递送（花王生活坊），并以高品质的服务赢得社会各

界的赞赏。1995年，“花王”正式成为国际花商联合会

（INTERFLORA）成员，获得在世界范围内经营传送鲜花的

资格。姜萍女士曾多次到国外的插花学院进修，获得天津第一

届、第二届插花大赛金奖，第三届插花比赛团体组银奖，中国

首届插花艺术特殊贡献奖等荣誉奖项。从模特到月季花小姐，

从天津市最早期的鲜花店到鲜花衍生品，姜萍女士与她的“花

王”一直走在时代前沿，紧跟时代趋势，成为1999年第43届

世乒赛礼仪活动指定用花单位，2001、2009年CCTV中国模

特大赛的鲜花提供单位，目前天津唯一的美国万豪集团京津花

卉、绿植指定供应商。“花王”为天津多家高端星级酒店和政

府机关、各大银行等提供鲜花服务以及配套的鲜花干花及绿植

等装饰工程，还负责制作了2018年中俄友好交流活动的会场

鲜花布置。疫情防控期间，姜萍女士开通“花王花艺沙龙”线

上直播，让近千位花迷足不出户享受到插花带来的美好。

邵韧女士是一位声乐教育家，在三尺讲台，她用独特的教

学方法与教学经验，写尽春秋数十载，孕育桃李满天下。孙念

喜先生曾在某大型集团经营外贸服装28年，退休后，仍继续

在服装行业发挥余热。

王育英会长表示，当前国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企业仍面

临诸多压力和挑战。我会愿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各位友好人

士提供必要的帮助，帮助企业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

也希望各位友好人士能够发挥自身优势，为我会的建设建言献

策，提供指导和支持，互帮互助，一起克服困难。

各位友好人士表示，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会工作，充分

利用自身广泛的资源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企业的发展贡献

力量。

友好人士姜萍、邵韧、孙念喜一行来访我会

■ 左起：王育英先生、姜萍女士、邵韧女士、孙念喜先生

TSCPE Events

会内活动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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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九会

2018年2月2日，为进一步加强各协会的交流合作，增强协会互联互动，资源共享，更好地为天

津企业服务，为天津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我会与天津市国际投资促进会、天津市对外经济合

作协会、天津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中国国际商会天津商会、天津市外企人力资源协会、天津邮轮

游艇协会、天津市进出口商会、天津报关协会本着互信原则达成共识，经协商一致同意结成友好协

会。九家协会将会配合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发挥天津的独特优

势，扩大招商引资力度，夯实企业信心，沟通政府信息、渠道，加强天津企业与沿线国家的贸易、

产能装备、资源能源、科技、旅游和人文合作，为推动天津企业对外交流、交往和经贸合作发挥积

极的纽带作用，共同搭建起坚实的桥梁。本刊特开辟“友好九会”栏目，展示各协会风采，以期实

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携手推动更多天津企业走向世界。

8月7日下午，由中国国际商会天津商会和滨海新区商务和

投资促进局共同主办，市家具行业协会、市滨海新区跨境电商

协会协办的“促出口、稳外贸——跨境电商+泛家居行业合作

对接会”顺利召开。来自天津市跨境电商、家具、家饰等领域

的企业代表50余人参加了活动。

中国国际商会天津商会闫英霞副会长在讲话中表示，我市作

为跨境电商B2B出口监管试点城市，各项措施正有力推动着跨境电

商业态的创新，对助力传统外贸企业转型升级，深挖出口潜力起

着积极的作用。对接会旨在为我市泛家居类生产企业与跨境电商

类企业之间搭建交流的平台，帮助传统外贸企业通过贸易新业态

扩大出口、实现转型升级。她强调，中国国际商会天津商会将继

续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全力稳外贸外资工作的决策部署，

通过发挥贸促职能，在后疫情时代，努力帮助企业“在危机中育

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为天津贸易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滨海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崔健主任介绍了滨海新区跨境

电商产业发展现状及前景，市家具行业协会高秀芝会长和市滨

海新区跨境电商协会孙春华会长还分别介绍了参会企业情况及

合作需求。

对接会上，来自我市泛家居领域18家生产型企业与19家

跨境电商平台、跨境电商及配套服务企业进行了对接洽谈。亚

马逊公司大客户经理在线上为参会企业介绍了亚马逊平台和相

关运营知识。参会企业均表示，此次活动切实帮助企业拓宽了

发展思路，并为传统产业利用贸易新业态扩大出口提供了多种

解决方案和合作机会。

中国国际商会天津商会举办
“促出口、稳外贸——跨境电商+泛家居行业合作对接会”

中国国际商会天津商会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394号

电话：022-23301343　　　　   传真：022-23301344

邮编：300042　　　　　　　　 邮箱：webmaster@ccpitt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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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九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国际贸易内外环境发生了巨

大变化，外贸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遭遇到了重大挑战。为了共

同应对困境，寻找更加有效的HR管理方法，天津市进出口商

会于7月15日组织部分外贸进出口企业和学校召开专题的线上

线下研讨会，共同探讨外贸进出口企业在人力资源方面的困惑

和需求。

会上，资深HR专家张婷女士与大家分享了主题为“人力

资源管理的挑战和应对”的演讲，通过实际案例深度解析了当

前企业普遍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并分享了自己的心得。

天津自贸通总经理周正分享了外综服务平台企业在人才培

养和使用方面的现状和困惑。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马红旗副院长

详细介绍了学院为输送外贸行业人才所做的一系列培训计划和活

动。与会人员还深入探讨了人才的供需双方（学校和企业）如何

更好的对接，使企业找到合适的人才，让人才找到施展的平台。

7月20日，

天 津 市 进 出 口

商 会 与 天 津 市

亚 太 经 济 贸 易

研 究 促 进 会 举

行 工 作 座 谈

会 ， 就 两 会 深

度 合 作 进 行 了

认 真 的 探 讨 和

研究。会后，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进出口商会李胜利

同志，亚太经济贸易研究促进会理事长胡胜才同志出席座谈会

并签署备忘录。

李胜利同志首先介绍了天津市进出口商会的发展历程和主

要职能。他指出，天津市进出口商会成立至今，一直致力于

推动天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天津外经贸高质量发展、为广大

外经贸企业纾困解惑和当好政府与外经贸企业的桥梁，始终站

在对外开放第一线，为天津搭建起外经贸综合服务平台。今年

疫情期间，商会以最敏锐的视觉，以最快的速度行动起来，在

信息发布与报送、外贸进出口企业的科学防控、复工复产、进

出口防控物资的市场对接、紧急问题协调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取得了良好效果，受到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好评。他表示，

商会的发展离不开各兄弟商协会的支持，商协会之间的团结协

作是商协会继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希望两会以签署合作备忘录

为契机，聚心、聚力、聚情，深度研究国际合作问题、深度挖

掘国际合作资源，为加快天津对外开放和外经贸高质量发展做

出商协会的贡献。

胡胜才理事长指

出，亚太经贸研究促

进会与市进出口商会

致力于推动天津对外

开放的工作目标是一

致的，此次建立紧密

的战略合作工作机制

非常有意义，对加强

亚太经贸研究促进会自身建设和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都具有实

际作用。亚太经贸研究促进会拥有的高端优质资源是对外交流

的“财富”，希望两会优势互惠互补把对外交流搞活，为天津

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活动结束后，两会人员参观考察了由商会联合大厦主办的

“2020秦淮灯彩·小吃夜市”。苏商科技集团董事长王健陪

同考察。

天津市进出口商会举办外贸人才开发与管理专题研讨会

天津市进出口商会与天津市亚太经济贸易研究促进会
建立紧密战略合作工作机制

天津市进出口商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与凌宾路交口商会联合大厦19楼

电话：022-83457972 / 022-83457973　传真：022-83457972 

邮箱：tjsjcksh@126.com　　　　　　　  网址： www.tjccie.com　　　　　邮编：30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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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疫情对国际承包工程行业影响深刻、长远，转变国际

业务发展模式已经刻不容缓，积极创新拓展投融资模式是突破

困局的重要途径之一。8月7日，为助力企业提升投融资业务

能力，承包商会投融资专题培训第一讲开班，市外经协会组织

二十余家单位近六十余名专家及企业代表在中信银行天津分行

会议室集体观看学习，协会周文焕会长出席。

周会长首先表示，对疫情发生以来仍然坚守在海外工作岗

位上以及“逆行出征”的外经人致以崇高敬意，对承包商会、

商务局及会员单位对协会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对大家热

情参与投融资系列培训表示肯定，号召大家珍惜学习机会，修

炼内功，更好地开展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工作。

系列培训第一讲主题为融资模式与融资渠道解析，由中国

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资信评估中心从事海外投资风险和融资顾问

服务十余年的王福俭老师主讲。培训内容围绕外经业务发展现

状及挑战、外经业务融资策略及案例、中国信保增值服务介绍

等企业走出去业务实践中产生的主要融资问题进行讲解。

课程提到，随着业务模式转变，大环境对企业融资提出了

新的要求，很多企业对融资理念和政策了解不足，融资渠道单

一，没有建立专业团队，这就产生了融资中的困境。本次课程

专业性强，针对企业普遍需要的融资模式和特点进行介绍和对

比分析，讲述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多边金融机构、国内海外商

业银行、基金保险等国内外各类可用金融资源，从企业和金融

机构视角进行融资可行性架构分析和操作案例解析，旨在有效

帮助企业做好研判，落实海外项目融资问题的操作方法，提高

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

依托承包商会优势资源，专题培训共五讲，其余四讲分别从

“中资企业境外融资现状和渠道创新”“投融资项目的法律实务

问题”“投融资项目的财务体系搭建和税务筹划”以及“投融资

项目管理决策要点”等专题角度做全面讲解，助力企业提升投融

资业务能力，为“走出去”企业战胜疫情、渡过难关发挥作用。

培训结束后，协会就企业内部防疫物资对接做了简短说明。

参训人员反馈，投融资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环节，

需要系统学习，此次培训机会难得，课程内容设置贴近实际需

求，有很大助益。

投融资助力走出去 新思维应对新形势
天津市对外经济合作协会投融资专题系列培训班首讲顺利举办

天津市对外经济合作协会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157号国投大厦1210室

电话： 022-23316905 / 022-23395510　　　　　　　　 传真：022-23139482

邮箱：tjtfea@126.com　　　网址：www.tjtfea.com　　　邮编：300040

Friendship Perception
友好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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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天津报关协会、天津市进出口商会、中国国际商

会天津商会与中国报关协会、中国报关协会跨境电商分会联合举

办“跨境电商B2B出口监管试点”天津口岸企业沙龙会。天津津

通报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天津报关协会副会长李洪运担任活

动主持人。天津海关行邮监管处李秉函针对跨境电商B2B出口监

管政策解读及业务指南进行了主题介绍；周雪艳经理进行了企业

实操经验分享；刘晓晨总经理进行了海外仓建设发展经验分享。

天津报关协会翁文洪主任进行了综谈政策影响和行业展望。

在研讨交流环节，现场参会企业代表主要就“9710、

9810”监管代码对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的帮助、主要作用、优

势措施，除海关政策外是否需求其他配套政策予以支持以及对跨

境电商补贴政策和海外仓补贴政策等内容进行了交流探讨。

“跨境电商B2B出口监管试点”天津口岸企业沙龙会成功举办

7月22日，天津市慈善协会服务中心办公

室副主任张权一行到访天津报关协会，并授

予协会“天津市慈善协会天津报关协会协办

处”牌匾。

天津报关协会常务副会长兼法定代表人

曹文学亲切接待了张权副主任一行，并介绍

了报关协会在行业内慈善工作中的成果及协

会志愿者服务队伍的组织结构。曹会长表示

协会将以此为动力，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

的传统美德，积极配合市慈善协会开展多种

多样的工作，努力在慈善事业中发挥更大作

用，助力复工复产和经济稳进提升。

张权副主任详细介绍了市慈善服务中心

的建设与专项服务门类，并邀请协会领导共

同参加由市慈善协会会长举办的首场慈善课

程专讲活动。

天津报关协会被市慈善协会授予 “协办处”荣誉称号

天津报关协会
地址：天津市红桥区三条石大街万通上游国际尚都家园4号楼3门

电话：022-87285720　                                           传真：022-87285686 

网址：www.tcba.org.cn　　　　　                          邮编：300122

Friendship
Associations

友好九会

8月21日，由天津市体育局、东丽区政府、天津市文旅局

主办，天津天海风休闲运动俱乐部、东丽湖街道、天津邮轮游

艇协会等协办的东丽湖文化旅游节暨中国家庭帆船赛开幕式隆

重举行。

开幕式活动中，天津市体育局局长李克敏、东丽区政协主

席李大勇、天津市文旅局巡视员刘桂明、东丽区政府副区长张

庆岩、天津市体育局群体处处长祡寿未、天津市体育局冬季和

水上运动中心副主任张林立、东丽湖街道党工委书记李静、东

丽湖街道办事处主任常爱民、天津市体育产业协会秘书长李东

明、天津邮轮游艇协会秘书长高文玲、天津天海风休闲运动俱

乐部董事长翟启禄等相聚东丽湖畔，大家热议全民健身运动，

各抒己见积极献策献计，为东丽区后续的全民健身运动工作的

推进提出了宏观规划和奠定了微观基础，就东丽湖区域下一步

的发展前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策划。

东丽湖文化旅游节暨中国家庭帆船赛开幕

天津邮轮游艇协会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友谊北路51号合众大厦A座1501

电话： 022-23252805           传真：022-23252802

邮箱：msg@tjcya.com　　　网址：www.tjtfea.com　　　邮编：30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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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有云“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对于

天津市百嘉包装用品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彤来说，正是

其中的智慧、胸襟与勇敢三重境界成就了他不凡的人生之路。

从事对外贸易行业近六十年来，他的远见卓识与洞悉国际情

势，曾为从事的对外贸易事业创下了无数优异成绩，使他一路

披荆斩棘成就了为对外贸易事业奋斗的人生；他的真诚、友善

和仁爱，令他化身城市名片，作为天津驻墨尔本贸易代表处首

席代表在异国他乡播撒友好；他的果敢创新、锐意进取，也使

他再次启程，在包装用品对外贸易领域打造出了一片新的天

地……于刘彤而言，对外贸易犹如一支笔写就了他丰富的经

历，让他人生的每个节点都熠熠生辉。

隐去过往荣耀，如今刘彤依旧奔忙在对外贸易行业，他以

星自喻，“虽暮年老矣，辉煌不在，仍不甘示弱，努力发挥自己

的光与亮，成为夜空明亮的星。”这是“百嘉”名字的由来，也

是刘彤不断奋斗的方向。历经岁月沉淀，豪情壮志渐行渐远，但

他依旧心怀最初的梦想，坚守着一名外贸战士的使命，传递天津

风采，推动城市繁荣，光芒闪烁，续写璀璨人生。

志向所趋 | 贸易联通世界

“我始终相信对外贸易是让我们的商品坐着大轮船到国外

去的。”

选择一个行业，意味着选择了一种人生。1961年，刘彤

进入天津市对外贸易中等专科学校学习，成为了该校第一届学

生。在他看来，外贸行业于他似乎有一种奇特的魔力，因为他

很早就向往“外面的世界”，对世界地理、国际知识等都表现

出了强烈的兴趣。至今他仍对一本名为《世界知识》的杂志印

象深刻，书中关于世界各地政治、经济、人文等各方面的知识

开阔了他的视野，也勾起了他“看世界”的好奇心。改革开放

之前，对外贸易在许多人眼中还是一个神秘的行业，“最初有

人告诉我贸易就是百货大楼里站柜台的，我说不是，我相信我

学的专业是让商品坐着大轮船到国外去的。通过对外贸易，我

们可以将全世界的东西买到中国来、把我们的东西卖到世界各

地去，这是一项令人兴奋的事业。”刘彤坚信，天津作为我国

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拥有很多国际交流合作的机会，对外贸

易行业将来一定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1964年，满怀憧憬的刘彤，在经过三年系统专业学习

后，进入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工作，开启了

他对外贸易的职业生涯。当时天津市是我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

大港口城市，对外贸易地位举足轻重。刘彤介绍到，在计划经

济体制之下，天津市共有十几家对外贸易专业公司，他所在的

公司便是其中之一，根据业务分工负责我国华北、西北地区所

有轻工业品的出口。“无论新疆的刀具，还是山西的玻璃杯，

夜星璀璨 耀不凡人生
                  ——专访我会会员、天津市百嘉包装用品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彤

□ 文/翟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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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自行车，小到一根针都交由天津分公司独家出口，所以我

们的工作量很大、任务也很重。”年轻的刘彤从业务员起步，

曾先后负责自行车、缝纫机、玻璃器皿等产品的出口销售，他

努力将所学所获与实践相结合，工作中热情投入、细致认真。

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刘彤刻苦钻研、勤奋练习，付

出了很大的心血，也不断刷新着成绩。他曾半工半读苦练英语

口语及英文函电，不断学习、演练谈判的技巧与细节，首次赴

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便拿下了一笔总成交额十几万美元的

订单；为全面了解玻璃器皿生产工艺，更好的推广相关产品，

他曾深入西安、兰州等地的玻璃厂实地考察，集齐了酒杯、花

瓶、杂件从机压到机吹、人工吹的所有产品，同时帮助厂家引

进先进设备、改进产品包装，将其产品销往六十多个国家；他

还先后五次出访阿尔及利亚，销售玻璃器皿、不锈钢厨具、锁

头、灯具、钟表等产品，为公司开辟了年销售上千万美元的新

贸易渠道，期间他还销售了几十万只海鸥手表，使佩戴中国手

表成为了该国的时尚。

从普通业务员到业务组长，再到经理办公室主任、公司副

经理，刘彤不断积累、不断成长，踏实苦干，在每个岗位上都

留下了坚实的脚印。在那个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他靠着往复

漫长的信件和字斟句酌的电报，为天津众多轻工业产品敲开了

一扇扇海外陌生的贸易大门。“我曾参加过至少五十届广州中

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出访过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活动

和参加各种展览会。”那是一段辛劳而充实的时光，也留给了

他太多终身难忘的记忆，“1987年，我代表公司到非洲坦桑

尼亚参加达累斯萨拉姆国际博览会，受到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

尔先生的热情接见，当时我作为中国展馆馆长把两辆天津飞鸽

牌自行车送给了总统。他的女儿骑回后非常的欢喜。”至今刘

彤都对那段经历感到无比自豪。

勇者不惧 | 以实干开新局

“在墨尔本的每一天，我们都是西装革履，以饱满的精神

对待每一笔业务，因为我们不仅代表各自公司的形象，更代表

着天津姿态。”

1980年，天津市与澳大利亚墨尔本市结为友好城市，为

了密切两个城市的商贸往来，天津市政府决定在墨尔本设立天

津市外贸公司驻澳大利亚墨尔本贸易代表处。1987年，刘彤

作为贸易代表处第二任首席代表赴墨尔本开展工作。“随着改

革开放的推进，独家经营的局面被打破，进出口市场出现了激

烈的竞争。天津借助友好城市关系，充分发挥之前在资源和人

才方面的独特优势，迅速抢占国外销售市场。我作为天津轻工

业品进出口公司派驻的贸易代表主持代表处的工作，天津相关

的进出口公司也派驻了贸易代表。”对于刘彤来说，这是一个

开拓市场的好机会，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他不仅要开

展贸易，还代表着天津的城市形象，肩负着增进两个城市间交

往的使命。

初到墨尔本，刘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公司之前在当

地的老客户，在他看来，只有稳住老关系才能为开展新业务打

好基础。然而在异国他乡，新业务的开展谈何容易。即使刘彤

是对外贸易专业出身，之前见识过很多大场面，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但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刘彤回忆，

■ 1987年7月，中国参加坦桑尼亚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刘彤作为中国展馆馆长欢迎尼雷
尔总统参观

■ 1987年，刘彤访问卢旺达时与中国驻卢旺达大使馆商务参赞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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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彤在墨尔本天津展览会现场留影

他从接打电话联络业务做起，最初打电话前他都需要事先准备，提前构思好内

容，翻译成英文，像背课文一样向对方推介。之后，为了接听自然，他潜心练

习、克服紧张，最终实现了拿起来电话就敢说。另外，为了尽快打开新局面，

刘彤和同事们主动拜访当地政府、商务部门、商会和客户。“我在墨尔本工作

期间，每一届市长上任我都会主动去拜访联络，墨尔本市政府对我们的工作也

都非常支持。当地很有影响力的商会如澳中贸易商会维多利亚分会、澳大利亚

贸易委员会等也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在同客户的交往中，贸易代表处努

力做到守时守信，按时按质交付订单、帮助客户及时解决问题、迅速沟通客户

和国内工厂的意见等都让贸易代表处收获了良好的口碑。刘彤说，自身的努力

以及外界的帮助，让贸易代表处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

1988年，随着业务开展日渐顺利，刘彤积极筹划在墨尔本举办了一场规

模空前的天津贸易展览会。“当时由天津市外经贸委员会副主任带队，天津贸

易代表团共65人前往墨尔本参加，天津贸易展览会在墨尔本的世界贸易中心举

行，3000平方米的展厅展出了天津出口的各类产品。”据刘彤介绍，天津贸易

展览会的举办在墨尔本和天津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举办当天墨尔本市长和中

国驻墨尔本总领馆的总领事以及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的商务参赞都亲自到场

为展览会剪彩，天津市李瑞环市长还为展览会发去贺信并刊登在了报纸上。

天津贸易展览会期间，刘彤还组织天津代表团全体人员参观了澳大利亚

Coles Myer（澳大利亚科尔斯迈尔公司）总部大楼，Coles Myer公司还破例的

为天津代表团举办了一场酒会。“Coles Myer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零售企业，在

澳大利亚设有几百家零售店，中国商品如果能和它打上交道说明在市场上占有

了一定的位置。”刘彤说道，“当然该公司规模大、架子也大，我们经当地市

政府和商会的介绍，几番努力才建立了联系。所以当时一同参加活动的中国驻

墨尔本的总领事和商务参赞都对我们的能力大加赞赏。”

天津展览会在墨尔本结束后，通过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的介绍，天津代表

团又全部转战悉尼，举行了悉尼天津贸易洽谈会。两次活动的成功举行，让刘

彤和贸易代表处收获了无数掌声与赞誉。但谁也想不到，当时的贸易代表处只

有三个人，他们承担下了从策划到组织，从接待到协调等一系列的工作，每一

个环节刘彤都亲力亲为，每次遇到难题也都是他冲锋在前。正是凭借着一股迎

难而上、踏实肯干的劲头，贸易代表处很快在墨尔本打开了新的局面。天津生

产的飞鸽牌自行车，首次进入澳大利亚市场；进入澳大利亚电器超市的首款天

津彩色电视机，第一笔订单就是几千台；天津工艺品柳编篮子销售到大超市

KMART，一个订单就是23个货柜……

天津名片 | 以贸易促友谊

“虽然我们当时只是在商言商，但我们开展的很多业务实际上都推动了城

市间的友好关系。”

在刘彤担任贸易代表处首席代表的四年间，天津对澳大利亚的出口实现了

跨越式的发展，其中仅天津轻工业品对澳出口额就从50万美元增加到了500万

美元。贸易代表处不断发展为十家公司派驻贸易代表的机构，出口产品涉及工

艺品、文体用品、轻工业品、机械、畜产品、土产品、针织品、五金矿产、地

毯等，同时还从澳大利亚进口锌锭、牛皮、羊皮、牛羊油等等。贸易量的不断

■ 刘彤在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向市领导曲维枝
（右三）、王述祖（右二）汇报工作

■ 1991年，墨尔本市长（左三）与天津贸易代表处部分
成员合影

■ 天津贸易代表处成员在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与商务
参赞（左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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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也为运输业、银行业等相关领域开辟了无限合作商机，促进了两地企业

间的务实合作，浓厚了城市间的情谊。

位于墨尔本唐人街的澳华博物馆门前，两只栩栩如生的石狮子守护左右，

这两只石狮子是天津市人民政府送给墨尔本市政府的礼物。“天津贸易展览会

举行前夕，天津市外经贸委的领导就代表团来墨尔本带什么礼品送给当地政府

询问我的意见，我向他们推荐了天津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大石狮子，做工精

美，极具中国特色。展览会举办当天，这对精雕细刻的石狮子被摆在展厅中

央，吸引了无数赞叹的目光。展览会结束后，我们将石狮子移到了澳华博物馆

门口，当地政府还为此举办了一场仪式，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十多年过去了，刘彤每年去墨尔本都会到澳华博物馆转一转，这对见证了两

市友谊的石狮子依旧屹立门前，传递着美好，迎接每一位进出的游客。

展览会的成功举办以及同Coles Myer等大型零售企业建立关系，让贸易代表

处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一些贸易机构和商会与他们联络结为了亲密的合作伙伴。

其中最让刘彤感动的是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墨尔本办事处。“我们和他们同在

一个大楼办公，但之前并不熟悉，展览会向他们展示了我们众多的企业和产品资

源，以及举办大型展览的能力，之后，两个机构的关系不断紧密。墨尔本办事处

的主任曾交给我一本厚厚的经销商名册，任我翻阅摘录，令我激动不已。”刘彤

说，经销商名册是非常宝贵的贸易资源，他从中看到了他们从世界各地进口商品

的详细名单等重要信息，对他之后开拓澳大利亚市场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做业务，‘人缘魅力’很重要。”刘彤强调，它体现在与客户交往的言

行中，也体现在订单执行过程的小细节上。这种独特的吸引力，让他在墨尔本

收获了不少真挚的友谊。“我与墨尔本很多华侨商人在业务往来中成为了好朋

友，每到逢年过节他们都邀请我到家里去做客。我回到天津很多年后，一名侨

商朋友到中国来旅游，还专程来天津看望我。”君子远相知，不道云海深，至

今刘彤都和很多墨尔本朋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1991年11月，刘彤离任回国前，墨尔本市长特意在市政厅为他举办了大型

酒会，感谢他为天津和墨尔本的贸易往来做出的积极贡献。市长说：“天津代

表处像是不挂牌的大使馆，刘彤即是天津的大使。”而在此之前，没有一家外

国机构享受过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可见墨尔本市政府对天津贸易代表处的格外

重视。当时的隆重场景，刘彤始终记忆犹新，“酒会上，墨尔本市长发表了精

彩的致辞，现场一百多位嘉宾纷纷同我举杯告别、合影留念，让我觉得四年来

夜以继日的忙碌非常值得。”回望那段并肩奋斗的时光，刘彤感慨万千，他们

通过实际工作为两个城市的交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展示了良好的天津

姿态，赢得了尊重和友好。

华丽转身 | 启事业新篇

“我已至暮年，犹如夜空千万颗小星星之一，但是我不甘示弱，希望发挥

光亮，做最好的星。”

1992年出任天津家用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总经理，1996年担任天津医药保健

品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董事长，自墨尔本回津后，刘彤始终站在对外贸易的前

沿阵地。他与时俱进、大胆创新，直面解决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中出现的新问

题，为所在的每一个领域都打造出了一番新的景象。
■ 刘彤陪同天津外经贸委陈黎明副主任（左三）拜访柬
埔寨卫生部部长

■ 刘彤在离任欢送酒会上与贸易伙伴合影

■ 1991年，刘彤在墨尔本市政厅举办的离任欢送酒会上
接受墨尔本市长赠送的礼物

■ 刘彤与同事在澳华博物馆前与石狮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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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26日，刘彤迎来了自己六十岁的生日，

也送给了自己一份独特的礼物。他注册成立了天津市百

嘉包装用品贸易有限公司，一个优雅转身，开启了自己

的创业之路。“我是业务员出身，学的对外贸易，也在

行业内做了四十多年，我想坚持做下去，继续自己热爱

的工作。”话虽如此，但做起来并非易事。刘彤回忆，

最初创办公司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所有的事情都需

要他亲力亲为。“首先就是学习如何使用电脑、传真

机、打印机，在之前的大公司这些工作都是助理来做

的，我一点也不会。”于是，这位曾经“呼风唤雨”的

董事长、总经理不得不从头开始，边学习边摸索。好在

有贸易伙伴和朋友们的支持帮助，刘彤坚持了下来，他

的小公司也不断发展壮大。“我的客户主要是我在墨尔

本期间，以及在天津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工作时通过贸

易往来结识的朋友，我回国后他们多次提出希望和我继

续开展贸易合作，并鼓励我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天津百嘉包装用品贸易有限公司主营各种塑料袋、

无纺布袋、纸袋、帆布袋、保鲜膜、拉伸膜、铝箔膜等

应用于食品、家庭消费品、快递等领域的包装产品，

主要出口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荷兰、德

国、阿尔及利亚等国。刘彤说塑料包装制品是他做业务

员时就非常喜欢的产品。“我在天津轻工业品进出口公

司任副总时，曾主管塑料科，对这个领域的业务非常熟

悉。我在墨尔本工作期间，也做了大量塑料包装制品的

出口业务，Coles超市的塑料袋专区曾经有一半以上的产

品都是由我们出口供应的。前几年这家超市里顾客选购

蔬菜水果用的撕拉卷袋和结算后的购物袋也是由百嘉公

■ 2002年，刘彤作为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访欧代表团副团长与其他成员合影

■ 2002年8月，刘彤在中国和柬埔寨合资的柬埔寨药业有限公司，作为
公司董事长向柬埔寨洪森首相介绍产品

司供应的。”个人的浓厚兴趣，加之拥有成熟的客户资源和熟悉的国

内生产工厂，使塑料包装产品成为了他创业时的首选，曾经的业务优

势也得以延续和发扬。之后，随着各国环保要求的提高，公司不断改

革创新，实现了包装袋材质和种类的多样化。目前纸袋、可降解的塑

料袋、无纺布袋都成为了公司的销售热点。此外，公司还根据客户的

需求，出口无纺布抹布、手套、药瓶、纸制品等产品。

“包装用品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无论形式如何演变，每

个人都得需要，这是它存在的价值。”刘彤对包装用品行业的前景

十分看好，他分析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中国大陆塑料

制品的价格优势正逐渐减弱，但是国内整个产业正在进行转型升

级，高端产品将成为我们继续占领市场的亮点。对行业未来的信心

满怀，也正如他给予公司的无限希望。刘彤首次对外谈起公司命

名“百嘉”的缘由，他说百嘉音译自其英文名“BESTAR”（Best 

Star），意为最好的星星。他认为自己已进晚年，犹如夜幕中千万

颗小星星之一，不能如从前一样照耀辉煌，但他仍在努力，不甘示

弱发挥着自己的光亮，希望做夜空最亮的星。这是他创办公司的初

衷，也是他前行的动力和方向。

近六十载对外贸易之路，刘彤架起座座贸易桥梁，带领天津制

造走向了更加宽广的世界，更用行动推动着城市间的友好合作，浓

厚着城市情谊。

每一笔业务都有案卷，每一家客户都有一本厚厚的档案夹，每

一次成功背后都是无数个辛劳的日日夜夜。时光不负有心人，融

“知、仁、勇”于一身的刘彤用他的细致严谨、精干务实、开拓进

取绘写了一个外贸人精彩的奋斗故事。他以理想为帆，把对外贸易

作为自己毕生拼搏的事业，即使白了头发，即使已是七十五岁的年

纪，他依然勤恳坚持、奔忙不息。

夜星璀璨，期待刘彤不凡的人生篇章再添绚丽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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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澄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在滨海高新区注

册成立，主要提供与工程建设相关的管理咨询与技术咨询服

务，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工程造价咨询、工程项目管理服务、招

标代理服务、建筑材料批发兼零售等。近日，天津澄辉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正式成为我会的单位会员，总经理赵亮先生接受了

本刊记者的专访，分享了公司的创业历程与实践探索。

蜕变成长

        志同道合

天津澄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澄辉）是一家初创

公司，但企业领头人赵亮却是招投标咨询行业内的老人了，他

从业近20年，参与了众多重大项目，可谓业绩辉煌。

2002年，赵总进入国企，开始投身于招投标咨询行业。

在这十几年里，他跟进和参与了大批国家和地方重点项目，包

括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建设工程、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扩建工程等

工程建设领域项目设计、监理、施工招标和项目管理，工业领

域技术改造项目国际、国内招标，机关、事业单位的政府采购

等，为重点项目建设做出了积极突出的贡献。他从不是喜欢安

坐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喝着咖啡的高级白领，下工地和踏勘

现场才是他迅速蜕变成长的主战场。他就像一颗螺丝钉，总是

出现在最需要他的地方，紧固着公司的辉煌架构。

近几年，适逢国家全力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天

津市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响应政策号召，更是将国企混改

按下快进键。2019年初，赵总所在的国企也通过增资的方式

完成混改，实现了混改实践方式的创新。巨大的变化推动了赵

总思忖已久的创业计划，他与两位默契的朋友一拍即合，决定

开启一程志同道合的逐梦之旅。

做好相应准备，三位合伙人立即付诸实践，从线上提交核

名申请到领取营业执照，只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之所以把

公司的名字定为‘澄辉’，一方面是出于合伙人的提议，另一

方面也确有深意，”赵总介绍道，“‘澄’在字典中的含义是

‘清澈透明’，做我们招投标行业的原则就是要公平、公正、

公开，我们希望通过‘澄’这个字传输给大家公司诚实信用的

原则。而‘辉’则取‘辉煌’之意，期望团队能够传承优秀品

质，使公司蓬勃发展、创造辉煌。”

核心文化　

        继往开来

澄辉把“以人为本”确定为公司的核心文化，强调“人”

的重要性，把“人”作为万事万物的开端和根本，注重实现

“以人的发展带动企业发展、以企业发展促进人的发展”，统

筹兼顾地努力打造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现代化企业，并

诚实守信铸品牌  稳中求进赢发展
                                     ——专访我会会员、天津澄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赵亮

□ 文/张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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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携手合作伙伴推动行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直观地

反映公司的核心文化，赵总举了几方面案例。

一、招贤纳士德为先，培养团队促成长。
董明珠曾说过：“企业没有人才，一切归零。”人才是企

业的根本，那么优秀人才从哪里来呢？办法无外乎两种：一

是招聘外来人才，二是培养内部员工。很多企业都存在一种现

象——迷信“空降兵”，大企业也不例外：比如马云曾觉得跟

随自己一起创业的“十八罗汉”已经跟不上阿里巴巴的发展，

于是挖来许多有外企或其他大企业背景的人才。这些人才不久

就辞职了，而“十八罗汉”最后都成长为公司的副总裁、合伙

人。后来马云在总结他过去错误的用人思想时，说过这样一句

话：“过去那些我认为不行的员工，后来都成长起来了。那些

我认为行的‘空降兵’，最后都离开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情况？赵总坦言，不同类型的公司，需要的人才也是不一样

的。当时的阿里巴巴属于创业型和成长型公司，需要的是创业

型人才，而挖过来的人大部分属于守业型人才，并不符合企业

的实际需求。因此，企业自己培养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澄辉

在招聘中更倾向于应届毕业生，并且，公司首先看重应聘者的

人品，其次才是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等素质。“招聘应届毕

业生不仅是响应国家号召，也是出于人才培养的考虑，简单来

说，应届毕业生更容易接受企业的工作思维模式、形成对企业

的认同感。我们的团队是年轻的团队，我们更需要的是能够跟

我们一起走下去、走得更远的伙伴。长远来讲，公司要致力于

自己培养人才，引进人才只能作为一个辅助手段。”

招到了人才，如何培养也是一门学问。很多应届毕业生都

存在一个问题：对薪资抱有超过工作经验和特长优势的高期

望，且非常注重舒适度，比如特别关心上下班时间以及节假日

福利。一些公司可能对此抱有回避态度，赵总反而站在应届生

的立场认真了解这些“小白”的心理，真诚地建议他们先以学

习和掌握专业知识为重，还无私地传授“干货”：少坐办公

室，多下工地锻炼，实际接触项目，提高实践能力。这对那些

站在人生岔路口迷茫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最立竿见影的成长

方式。

除了给予最基本的尊重和尽可能满足员工的需求，澄辉还

非常注重“授人以渔”，为员工提供足够的信任和发挥的空

间，鼓励员工思考、激发员工潜能。比如公司每周都要开例

会，组织员工进行工作总结和研究讨论，给员工创造良好的成

长环境，促进其实现个人价值。在员工眼里，澄辉团队更像自

己的另一个家，公司积极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主动提供帮

助，注重沟通，鼓励大家提出问题和建议并及时释疑和解决，

同时灵活通过团建活动帮助大家抒发工作压力，让大家找到了

归属感和安全感。

二、以专业价值铸造一流品质。
公司虽然成立时间短，但公司的管理团队人员在招标行业

中摸爬滚打多年，团队专业且经验丰富，以往承担过的项目

众多，如仅与天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合作的项目就有：天津市

干部俱乐部地下管道改造项目，武警天津市总队科技强勤警卫

勤务指挥信息系统工程项目，天津市市直机关幼儿园疏散指示

牌线路改造项目，天津市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及能效领跑

者创建工作材料编制及技术支持服务项目，2018、2019年度

机关净水设备耗材更换项目，政法委等办公区域维修改造项

目等；与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等合作的项目有：

天津市国资委采购网络版月度财务快报系统项目，天津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项目，天津市

国资两委机关党员活动中心信息设备、互动系统及软件的购置

项目，《天津市物流业空间布局规划（2016-2030年）》环

境影响报告书编写项目，天津市水上通用航空业发展战略研究

项目，天津市车用乙醇汽油推广工作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项

目，政企互通服务信息化平台项目，市物流业发展专项资金验

收项目，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天津智能农业展位设计布展搭建

项目等；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作的项目有：国电投

天津公司办公楼运维中心装修改造项目、国电投天津公司选聘

物业公司项目、国电投天津公司办公楼智能化办公系统项目、

国电投天津公司桌面虚拟化系统建设项目、国电投天津公司办

公楼远程监控系统平台建设项目等。

另外，包括天津医药集团、天津市政集团、天津津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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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天津住宅集团、天津利和集团、天津纺织集团、天津食品

集团、天津交通集团等在内的多家国企的混改项目也在其中。

混改项目普遍时间紧、工作量大，赵总和同事们制定了详细的

招标计划，帮助企业圆满完成任务。

“其他还有如津投资本‘十四五’规划编制项目、天津市

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采购智能化考试项目、天津社会科学院科研

成果数字化服务项目、天津市高速公路规划课题前期项目、天

津市市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聘请法律顾问咨询服务项目、北

辰医院医疗设备采购项目等。”身为一个实干者，赵总对那些

能引起反思的案例印象深刻，即便它们可能只是一件非常容易

被忽略的小事，也即便它们实际上都是完全合格的，但在赵总

追求完美的标准面前，它们是“致命的”。他举了一个创业前

遇到的实例：

“组织专家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是招投标不可或缺的一项

流程。出于职场礼仪，我们会做一些添加茶水、打印复印等

服务工作。有员工服务之后立刻坐下休息，期间从未参与任何

相关工作，结果就被评委误以为是场地的服务人员，指示他添

水。随后那位评委意识到错误，自己都忍俊不禁，连说抱歉。

事后，领导特意强调大家要注意工作细节，时刻保持自己的专

业性，在评标的过程中，工作重点是适当参与、从招标公司的

角度发言交流，不要本末倒置。

这件事也给我很深的启发，”他

说，“在招投标行业，企业一定

要 尽 自 己 最 大 的 能 力 做 到 专 业

化，以专业的能力创造价值，铸

造一流的品质。现在注册门槛变

低了，仅天津市就有三百多家招

投标公司。从程序上讲，放一个

项目出来，每家公司应该都能合

格地完成，但公司如果要发展下

去的话，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因

素就是——员工的工作细节划分企业水平。澄辉的业务员去看

项目，不是刻板地去给人讲流程、讲步骤，而是从甲方的需求

出发，站在甲方的角度看问题，一切想到甲方的前面。我们接

触的行业领域非常广泛，虽不要求对每个行业都必须精通，但

起码要清楚地了解，能够与甲方顺利地沟通，比如甲方需要采

购一批设备，我们能道出一二三。给甲方念程序是最简单也最

不负责任的做法，那些模板化的东西甲方自己在打印纸上也能

看懂。我们鼓励员工多学、多看、提升自己，每个员工的提升

也是公司整体的提升。除了内部培训，各主管部门包括财政局

和建委也会定期组织培训，我们公司每次都是全员参加。招投

标的规章制度在不断完善，我们需要不断更新和学习，紧跟国

家政策。”直率的话语，句句体现着赵总敏锐的洞察力。

三、诚信为本，互惠互利。
在澄辉管理团队的甲方名录中，不乏天津市机关事务管理

局、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天津津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天津津诚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天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等政府

机关客户的踪影。澄辉虽然从去年6月才开始真正投入业务，

但已经开拓了外地市场，山西大同、陕西西安的业务目前正在

洽谈中。公司秉承了三位合伙人“始终坚持诚信为本、客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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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服务宗旨，保证服务质量，全力跟随客户需求，不断进

行创新和改进，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任。在众多合作案例中，

赵总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人民自觉隔离、协同合作，

驱散了国内的阴霾。澄辉响应国家号召、配合天津市疫情防

控要求，推迟企业复工。疫情按下了暂停键，推动社会运行

的齿轮却不能停。3月，天津市市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急需

聘请法律顾问，三位合伙人坚持在家办公，采用电话办公的

形式一一联系甲方和各个投标单位，在网上发布公告。开标的

环节为重中之重，必须严格监管，为保证大家的安全，三位

合伙人特意寻找通风、宽阔的场所，最后将开标现场定在棉三

创意园。开标当天，到场的投标单位多达16家。按照以往的

标准，每家投标单位至少安排两位代表入场，这就会造成人员

聚集的问题。一方面，甲方项目确实很急，延期会影响很多工

作；另一方面，园区也是经过多次协调才同意按开标计划如期

举行，严禁聚集是园区的底线，也是在场人员的生命线。经过

深思熟虑，三位合伙人还是在短时间内作出了合理安排：以视

频监督的形式进行，投标单位人员不到现场，递交文件后迅速

离开，在附近等待，不能聚集。“投标单位代表不放心，也不

会走远，最多也就是在车里等，很多人会聚在门口。甚至有人

不理解、不配合，担心过程不公平、不公开、有‘内幕’。我

们很理解这种心情，也在不停地做工作，尽量保证全过程的透

明性。”三位合伙人分工明确，一个负责收揽标书，一个负责

疏散投标单位人员，一个负责现场调试设备。按甲方的要求，

三位合伙人用手机对着密封文件，力求让每一家投标单位的负

责人都能看仔细，而且还要等待每一家单位反馈确定没有问题

之后才可以一点点往下进行。整个开标过程进展缓慢，三位合

伙人甚至有点手忙脚乱，丝毫不敢停歇。但无奈工作量确实太

大，投标文件都是密封好的，光验证启封就耗费了将近2个小

时。从上午9:30到下午2:00，等一切尘埃落定，他们才松了口

气。

在短短20天时间里，三位合伙人克服疫情带来的诸多阻

碍，在契合抗疫号召的前提下既保证了原定计划的实施，又做

到了使甲方和投标单位都满意，这段经历对他们来说非常值得

回忆。正是由于他们坚毅求实的人格魅力、诚信高效的工作品

质和互惠互利的经营原则，才吸引了众多公司纷纷抛出橄榄

枝，进而有机会成为亲密的合作伙伴。

机遇责任　

        塑造品牌

赵总坦言，疫情将原定计划全部打乱，公司刚步入正轨就

又面临着重大挑战。“公司在招投标业务方面经验丰富，具有

很强的核心竞争力，可以完全胜任各类招投标工作。可我们面

临的一个难题是，公司现在正处于小微初创阶段，又受疫情影

响，实际正式投入工作状态不到一年，欠缺业务积累。甲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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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合作伙伴时非常注重乙方的业绩，面对很多项目，我们只

能眼睁睁看着，迈不进去这个门槛。这种状态就像买空调时我

们最先想到‘格力’，有很多小品牌的空调在性价比和质量方

面也表现得非常优秀，可大家对‘格力’的认同感更高，把它

当做‘好空调’的代名词。甲方想把大项目交给做出大业绩的

公司，其实如果我们得到这个项目，完全能够圆满完成。因此

我们需要机遇来向大家证明公司的实力，打开‘澄辉’这个品

牌的知名度。希望国家能多为初创企业提供一些支持政策和机

会，帮助我们突破这个困局。然而无论如何，非常明确的一点

是，病毒不分国界，疫情是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灾难，不管做

多少工作，澄辉也一定会极力配合好各地的严格防控要求，这

是我们的责任。”三位合伙人又一次达成了共识，他们决定调

整工作重点，三管齐下：一方面，在完善业务架构的基础上不

断推进区域化发展，打破行业壁垒，实现“一体化经营”的发

展战略，努力开创升级新局面；另一方面，通过各媒体平台、

协会渠道等合理合法的方式加强公司的宣传力度，扩充业务网

络，寻求合作机会；公司同时积极推动单项特色咨询业务的开

展，努力形成差异化优势，争取早日发展成为业界最有竞争力

的综合性工程咨询企业。

作为企业领袖，赵总以极强的人格魅力感染他人，吸引志

同道合的追随者，也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影响着他人，带动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本刊记者的再三追问下，他才低调地透

露，自己在疫情期间值守社区疫情防控卡点，测量体温、进行

登记、叮嘱居民带好口罩和尽量减少外出，安抚居民的焦躁情

绪。赵总几乎没有描述什么细节，因为他认为作为一名普通党

员，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是使命、是责

任也是光荣，无需计较个人得失。但共同经历过的我们都能记

住：北方的春天乍暖还寒，值守的同志们在室外一站就是大半

天，羽绒服都冻透了，却从未喊过辛苦；不方便饮食，遇到刮

风下雨，还极容易感冒发烧。在特殊时期发烧意味着什么，可

想而知。在疫情面前，危险是实实在在的，这些人舍小家、为

大家，从未退缩。从银装素裹到赤日炎炎，他们透过朴实的话

语和坚毅的行动，为大家筑起最坚实的防疫墙。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赵总的感染

下，公司员工一起为武汉捐款，复工后积极响应上级要求和园

区要求，配备消毒用品，配合楼宇办工作，做好常态化防控工

作。公司还向四川大凉山贫困山区的相关人员和学校了解了情

况，定向为贫困学生购置生活、学习所需，捐助了不少文具、

教学用品和体育用品。“在创业方面，我们还是‘小学生’，

需要学习的东西有许多。虽然能力有限，但我们仍希望能常怀

感恩之心，以公益和慈善的方式践行企业责任、传递社会正能

量，履行使命担当。”赵总诚恳地说。

默默无闻地传递温暖接力，踏踏实实地推动自身发展，不

驰于空想，不鹜于虚声，惟以坚定的信念、饱满的热情、务实

的作风塑造企业基因，赢得信誉、理解与追随。我们相信，在

三位合伙人的带领下，公司一定会顺利突破困境，将“澄辉”

品牌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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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金德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区有一

件装置作品——《若水》，是怎样的契机使这个设计诞

生？

黄超：2015年，王先生想对云翔大厦的一整层办公

场所进行设计装修，这是设计《若水》的契机。本来在设

计方案中是没有这个计划的，这是在所有设计方案都结束

后，李军老师灵光一闪，提出来的想法。至今我还清晰记

得，李老师看过方案后笑着说：“现在这个空间里缺少曲

李军/黄超/王育英 《若水》《时光》装置艺术访谈录

溯·时光
□ 文/张敏杰

近日，在我会会员单位——天津昌逸投资有限公司，由董事长王育英先生提出设想、设计师黄超先生制作的装置作

品《时光》圆满完工，这是双方继装置作品《若水》之后的第二次合作。本刊特约这两件作品的设计者——李军先生、

黄超先生和王育英先生展开了开放式的对话，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和探讨，以访谈录的形式呈现出他们每个人在不同角度

的见解和真实的思想。

■ 《若水》 钢材，1880cm×240cm，2015，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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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我听到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可以将“水”作为母题，用简

单的线条去制造一个形象，同时赋予它相应的功能。当设计方

案完成后，李军老师脱口而出“若水”两个字。

李军：其实《若水》的诞生是很偶然的。在当时的设计

中，直线元素很多，也可以理解为“刚”性太强，缺乏曲线，

缺乏“柔”的元素。恰好在办公区需要有一个承担阻隔功能的

装置。育英先生是儒商也是收藏家，他的收藏丰富，藏书也非

常多，涉猎广泛，处处体现其文化积淀和涵养。我一直遵循

“将文化注入艺术”的理念，将空间设计属性与人的精神属性

相结合，即空间的诉求符合人的内在需要，也就是说艺术设计

应有人文情怀。

：为何命名为“若水”？

李军：“上善若水”是中国古人的哲思、智慧以及观察自

然得到的启示。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有滋养万物的德行；

育英先生怀若水之心，行儒商之道，这是生存的美好境界，亦

是生活的至善状态。我和黄老师一致认为“若水”是贴切的。

：如何解读《若水》？

黄超：这个设计从最初的提出和解读都是李老师赋予的，

我作为李老师的学生和一个还在不断摸索与思考的设计工作

者，水平有限，按照仅有的知识储备和对设计的理解，对于其

意义的解读“可大可小”——小到“这就是一个屏风”，大到

“中国传统哲学观从‘水’的特质中总结出的做人的至高品

质。”再具体些讲，这个设计在空间中充当屏风的功能，从材

料物理性质的角度看，金属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可以安全、高

效地还原图纸设计意图；从材料自身的语言上讲，我个人认为

金属物同水的特质有几分相似，可钢可柔、能屈能伸，同时曲

线和金属的结合也展示了“刚柔并济”“以柔克刚”的想法。

出于空间的整体氛围和气质营造的考虑，我们选用了沉稳、安

静的黑色。

其艺术性与文化性前面也已经提到过。至于题材选择、文

化指向等，我个人的一些想法是这样的：我们在进行设计活动

时，无法逃避自身的文化属性与历史积淀。通过很长时间的观

察，我看到现在的人们习惯给设计贴上标签——现代风格、中

式风格、后现代风格、巴洛克风格等等……仿佛一个设计如果

没有一个听上去很“洋气”的“风格”就出师无名一样，这一

点我个人很排斥。实际上当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建筑审美的

发展历史后会发现，我们现在所说的“风格”都是某一特定历

史时期的产物，它们的形成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

民俗、气候等各方面复杂因素的影响，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形

成了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生活居住的空

间表达方式的不同，所以在做设计时我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如

何去表达“时代感”，思考“这个时代、这个空间中需要什

么？”对于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自己体会到、看

到的是，这个空间作为办公场所，未来会有许多艺术品、收藏

品置于其中，其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文化积淀，需要打造同时具

有“办公室”和“展览馆”属性的空间，想到这里，我脑子里

勾画出的就是一个色调稳重、造型语言非常简洁的空间形象。

因为这个设计是要为人和收藏品服务的，我不能做任何喧宾夺

主、画蛇添足的事。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对功能布局、

造型、色彩、灯光、家具、配饰的统筹安排，形成了现在的样

子，当然《若水》这个作品是计划外的升华，这可能就是传说

中的“艺术创作的不确定性与随机性”。

李军：黄老师的解读非常详细。《若水》展现了环境与人

性的内涵及情怀，其材料与色彩的选择搭配在设计上可以尽情

发挥和充分的想象，作品中多种连接角度的手法，随着不同座

位与空间的改变而改变，给大家想象和探索的空间。

王育英：我和两位老师相识已久，结识李军老师已有20

多年的时间。他是我尊重和敬佩的艺术家与朋友。我们经常聚

在一起探讨对生活或者艺术的体悟，在很多地方都能产生共

鸣，有时候能聊到半夜。办公区域是商业场所，《若水》作为

一件可以平行移动的装置，通过不同位置的变化，给空间制造

了不同的使用感，既可以保护办公区域的隐私，又为空间增添

了庄重但不压抑的和谐之美，它与家具相互关联，相得益彰，

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极具实用性。同时，如两位老师所言，

《若水》给予企业善意的引导和暗示，警醒企业求善、求实、

求真，让客人在参观的时候感受到企业的文化和品味，产生了

精神上的沟通，对增添企业的信任也有一定的帮助。有很多

客人和同事都很感兴趣，经过《若水》时他们或驻足观察，或

安静思考，或互谈感受……我很高兴这件作品能够引起大家的

互动。我个人认为《若水》是一件保留了传统精髓并且能照顾

到每一个观者的作品，既可以让“内行”品味到艺术性和文化

性，又能让“外行”感受到其功能性和一点人文意味。

：此次在合众大厦的设计中，黄超老师通过与王育

英董事长的沟通，保留了10块花岗岩旧地砖，结合铜板、铜

条完成了《时光》这个装置。请谈一下设计理念以及在选材方

面的想法。二位想通过它表达怎样的意义？

黄超：这要从我对这个空间的第一感知说起。2015年我

初次来合众大厦时，这里虽然装修看上去有点老旧，一切却被

打理得井井有条，有大量的收藏品，家具极具质感，有很多

非常讲究的物件。作为一个设计从业者，我是心生敬畏的。

2019年底，王先生要对这个空间进行翻新改造，我又有幸能

够参与其中，抱着强烈的责任心与王先生沟通。当得知他想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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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家具都保留下来时，我既兴奋又焦虑——兴奋的是，根本

无需担心配饰品质的问题；焦虑的是，家具不搬走会增加设计

和施工的难度，需要一个详细周密的计划。构思方案时，我综

合王先生的诉求和我自己的感知，顺理成章地以“记忆”作为

主题，整个空间的形式、色调都围绕这些物件进行创作——更

准确地说应该叫“整合”，目的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渲染空间

的历史感与文化积淀，形成现在已有的表达方式。如果一定要

形容这个空间的风格，“民国风”可能比较贴切（前面刚说过

不想谈“风格”，现在就给自己贴了个“标签”，可见这个设

计者有多矛盾）。

王先生看完方案后提出了创作《时光》的想法。他想通过

保存一部分原有的地砖，来留住一些空间中的记忆。王先生

分享了许多来往于这个空间的人和发生的故事，我听过之后整

个人都很兴奋，觉得非常有意义，心里有非常强烈的意愿想把

它实现。我们在讨论过程中很快确定了“铜”的介入，因为铜

是一种古朴、高雅的材质，同时具有浓烈的历史和文化气息，

非常符合这个空间的定位。王先生曾设想过在铜板上刻一些文

字，最后又选择了留白，我认为非常明智——因为其本身就是

故事和语言，留一点空间去给别人进行解读，是一件很“艺

术”的事儿。至于确定具体位置，我们做了不同尝试，比如主

入口、洽谈区，最终选择整个空间最中心的部位，原因有二：

首先，这里靠近大门，是通往内部空间的必经之路，自然走过

的人最多，能够保留的足迹和记忆也就越多；其次，我们想要

让改造后在这个空间中活动的人们不仅能够看到这个装置，同

时也能够留下自己的足迹。

说来惭愧，貌似《若水》和《时光》这两个空间中的亮点

都不是我作为设计者提出的想法。但是我对它们都产生了非

常深刻的共鸣。关于它的意义和作用，我个人觉得不需要说太

多，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有的人生经历和宝贵回忆，也有各

自的方式去纪念、回溯和追忆，这个装置是帮助大家实现的途

径之一。希望像王先生的初衷那样，看到和走过这十块花岗岩

地砖与两块铜板的人，都能够产生共情。

■ 《时光》 花岗岩、铜，124cm×426cm，2020，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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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育英：我非艺术科班出身，一直以来只是个艺术欣赏爱

好者。此次借助公司环境改造的机会，黄老师协助我在合适的

位置、用合适的材料将设想变成实际，我个人觉得很满意，非

常感谢！聊到这件作品，其实算是我经历了很长时间（大概20

年）的思考、进行了对很多方面的体悟后做出的一个装置。

我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于历史、艺术非常感

兴趣，后来也接触了很多西方的文化。长大后，我的阅读面

不断扩展，收藏了许多书籍和艺术品，对于各类艺术形式也有

了一定的研究和理解——素描、雕塑、水墨、油画、版画、影

像、行为艺术……我都去用心玩味，试图找到那些能与自己对

话的艺术语言。我走过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看过很多艺术

馆与博物馆，为我的思维拓展了维度。在阅读某些艺术书籍的

某些章节时，我突然意识到作品的形式语言没有那么重要，只

要作品的内容有思想价值，自然让人有共鸣，而我有那么多好

玩的想法，我想要创作和保存下来——即便我也许只能提供一

个观念。很多人都认为“术业有专攻”，艺术应该是艺术家

们做的事儿，但我认为艺术本就是没有限定的，并非只能由

某一类人群去做。艺术在实用基础上发展而来，在萌芽期，实

用先于审美的美学判断；后来赋予它思想和灵魂，普通的“匠

品”就变成了艺术品——不管是装置、行为艺术、绘画还是雕

塑等等都是如此。没有“灵魂”的作品我们应该称之为“工艺

品”。马塞尔·杜尚1和他的《泉》2打破传统之后，艺术就不

仅仅属于某个群体的专业领域了，我们赋予它延伸的意义，就

都有可能成为艺术。这也给了我启发：具有发现的意识，人人

都是艺术家。

当然，艺术也有规律可循。我认为艺术本身不是神话，我

们崇拜艺术是因为它的一些气质震撼我们、吸引我们去思考，

能与它的灵魂有沟通。我们可以去审视它，可以赋予它一种形

式去表达自己的情感，最起码能够得到自我安慰，对自己而言

那就已经是一件出色的艺术品了。《时光》于我而言就是这样

的存在。在合众大厦的这个公共空间，这十块陈旧的地砖伴随

着我和这个公司经历了20年的发展和记忆，在这里，它们见

证了人来人往、日出日落、四时变换，可以说是连接我与过去

的一个载体。当我安静地独处，看着它们，有时我内观自己的

“历史”，记起很早以前关于亲情、友情、爱情的美好回忆；

有时也会产生对时光的思考和对人生的反思。有时我会想，如

果把人生看作是通往理想的比赛，那么回头望去的就是我走过

的一段路程、一段时间的印记。这场竞赛不是与别人竞争，而

是和自己对抗，是一场自己与适应环境的能力、精神、智慧的

竞赛。这种回顾是健康的、阳光的，是对当下美好生活的一种

渴望，也是寻求与他人和社会融合的开放的态度，并非悲观，

也不是痛哭流涕。人生有一种境界——保持积极向上，但也要

与自己和解。

这十块旧砖与古朴的铜组合在一起，原汁原味地平铺在地

面上，保持着我对纯粹的钟爱，我希望它带给观者的不是那

些繁复的、压抑的感受。它完全不是封闭和禁锢的，反而连接

整个空间、向四周散射出去，便于人们接受，其本身的量感传

递给观察者、触碰者和再使用者，在精神上进行了无限的扩大

和延伸，勾起属于自己特有的关于经历、回忆、体悟、场景、

历史等等的无限想象，实现对自己的审视和观照，这也是我想

通过这件作品达到的目的。时间不会吞没美好的心愿，铜板上

泛着微光，映照人们心中的回忆。柔软的思绪在铜条间回旋飘

落，像无数个起风的日子里转瞬而逝的美丽。此刻旧日时光在

人们眼前勾画诗意，将回答的字迹印在心上，在装置的空间里

便可瞥见未曾被发现的一面。它也许会安静地将一切分类，储

存。在自然的过程中追求健康阳光的生活态度，把自己的生

命看得完整一点、开放一点，把世界看得整齐一点，除了你自

己，他人还在前仆后继地走着。思绪带动你从有限的现实空

1 全名亨利·罗贝尔·马塞尔·杜尚（Henri-Robert-Marcel Duchamp，1887－1968），生于法国，1955年加入美国国籍。他

是二十世纪实验艺术的先锋，被誉为“现代艺术的守护神”，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西方艺术有着重要的影响，是达达主义及

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创始人之一，一生中创作了很多轰动性的作品。

2 1917年，杜尚把一个从商店买来的男用小便池命名为《泉》，并匿名送到美国独立艺术家展览要求作为艺术品展出，成为

现代艺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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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穿越到无限的精神世界，体悟更多的理想和美好，善始善

终，向死而生，无所畏惧。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天都

有新的人和新的变化，作品和人的互动，完成了各种各样的

再创作，使这件作品永远都是“正在进行时”。在这里我们

不必特别去考虑别人的口味、迎合别人的意愿和欣赏力，因

为每一个人的经历和感受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泉》成为了

被束之高阁的艺术品，在很多人眼中却只是一个普通的生活

用品，这取决于我们对它的认知，也与先前的艺术家的属性

相关联，才使这个动作、这个作品有了生命力。当然，每个

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很多被商业拍卖出高昂价格的艺

术品几乎只能打动一小部分人群，很多人以金钱去衡量其价

值，但我相信只有收藏它们的人了解，那些艺术品究竟与自

己产生了怎样的关联和沟通。它们也许没有纪念堂、穹顶、

壁画等等那么厚重，艺术也可能并没有那么复杂，只要它唤

起你生活中本该有的美好情绪，就已经很足够了。

装置艺术是指艺术家在特定的时空环境里，将人

类日常生活中的已消费或未消费过的物质文化实体进

行艺术性地有效选择、利用、改造、组合，以令其演

绎出新的展示个体或群体丰富的精神文化意蕴的艺

术形态。简单地讲，装置艺术就是“场地+材料+情

感”的综合展示艺术。

词 条
装置艺术

室内设计是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所处环境和

相应标准，运用物质技术手段和建筑设计原理，创造

功能合理、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室内环

境。这一空间环境既具有使用价值，满足相应的功能

要求，同时也反映了历史文脉、建筑风格、环境气氛

等精神因素。明确地把“创造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

活需要的室内环境”作为室内设计的目的。

词 条
室内设计

实际上有一些人已经接触到这件装置，每个人的反应确

实也尽不相同。有的人诉说了很多感悟，有的人沉默不语；

有的人提议合影，有的人表示想多来坐坐。对此我感到非常

欣慰。人们初见它大概需要一个停顿，经过一点时间的思索

和品味后带来积极的启发，大家能够挣脱现实穿透到另外一

个空间，可以放松和自由遨游。上一个人微笑，下一个人可

能会流泪。但最后不论我们做出何种选择，过去的时光已经

过去，在之后的时光里我们还能遇到什么，这种完全开放和

自由的思索，达到我最初关于时光的暗示——除了对过去的

回望和留恋，还有对未来的前瞻和期待。所以我想把它的名

字定为《时光》。

这些不整齐的思想被黄老师变成了实际，《时光》变成

了一个符号、一个印记、一个支点，给人回溯历史、怀念美

好、思考追求的支撑，这一切合在一起又给了整个空间乃至

建筑内在的灵魂、力量和美，让人在追溯中内关，心之所

向，万丈光芒。

：装置艺术从诞生开始就以反传统的形象出现在

大众视野，有人说装置艺术是不受限制的艺术。经过时代发

展，这种吸引眼球的方式正在被当代人认可和接受，在室内

设计中起到重要的升华作用，装置艺术思想也成为很多室内

设计师追求的目标。李老师和黄老师对装置艺术在室内设计

中的应用有何看法和感悟？装置艺术、室内设计和建筑其实

具有非常强的关联性，三位可以开放式地聊一聊对于任何方

面的认识。

李军：我和黄老师既是师生关系又是同事关系，已经差

不多相处20年了。我们一起从事与艺术设计相关的创作、

教学和实践，也一起完成了很多课题。装置艺术起源于西方

60年代，这里的“西方”是泛指。在国外，装置艺术的实

践较早，艺术家在特定的时空场所里，将物质文化实体进行

选择、改变、利用、组织，演绎出新的艺术形态，它自由地

使用绘画、雕塑、建筑、文学、多媒体等手段，表达文化或

艺术的诉求，是被划分到“纯艺术”领域的；近年来，装置

艺术被重新定义，开放性，多元化，模糊边界等倾向越来越

凸显，尤其是艺术与设计，大众与私人空间也愈来愈多的成

为装置艺术的实验场。在囯内，装置艺术与室内设计是分开

的、有界限的两个领域。此次设计实践，将两者结合是一次

大胆的尝试。装置艺术作为现当代艺术现象中的一种，它逐

渐发展为与其它相关艺术高度融合的状态，不再严格划线。

当下，装置艺术在我国已经迅速发展，几乎与世界同步。一

般意义上，客户对室内设计的理解就是“装修”，美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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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即可，这是最基本的诉求。我们做设计固然是要为客户服

务、尊重业主的想法。然而设计是要有“灵魂”的，一个优秀

设计师会把好的创意和思想投入到设计中去，帮助业主实现情

感的升华。

现代设计不应该局限于传统的审美取向，需要在不断探索

中寻找一条新的设计道路。

黄超：最早了解到“装置艺术”这个概念是通过德国艺术

家约瑟夫·博伊斯3，当时印象最深的两件作品是《油脂椅》

和《奥斯维辛圣骨箱》4，第一印象用现今的流行语来形容，

就是“不明觉厉”，一眼看上去，作为艺术品，完全不知道在

表达什么，但又很震撼，顺着这股震撼的力量尝试去了解作

者，才真正看懂了作品，可以说当时忽然意识到：原来个人

的经历、记忆与感受，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正面或者负面

的，都能够通过艺术创作形成这么完美的表达。我们习惯把装

置艺术的表达方式称为“综合材料”，也就是除了传统绘画、

雕塑以外的艺术表现形式都可以称为装置艺术，这种归类容易

让我们过于注重表现形式与材料语言，而忽略作品背后的人文

思考。我个人觉得在注重表象的同时，去挖掘、感知作品背后

的故事，关注艺术家想要说的话，这才是装置艺术最本质的内

核。注重表达方式的事我自己每天都在做，并不仅限于在其他

设计中运用装置艺术，但真正想要在设计中讲自己的故事、传

达一些自己的观点，实际上是很难有机会的。这也是我之前说

过的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为什么会兴奋的原因，我非常感恩能

有这样一个机会去表达。

通过刚才阐述的自己对装置艺术的一些浅显理解，个人认

为它只不过表面“另类、反传统”，这个标签往往是因为它

的表达方式过于自由，不受任何传统艺术门类在材料和技法上

的局限，但实际上任何装置作品都有自己想要表达的情绪与观

点，而这些情绪与观点是通过某个事件或某种经历诱发的感

知，这种感知能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所以装置艺术是以更自

由、更纯粹的表达方式去体现人文、继承传统，并非是单纯追

求另类。把装置艺术的思维方式运用到具体设计中，这次项目

就是一次很好的实践，非常荣幸和感谢能有这个机会。

王育英：我对作品最基础的表达就是我自己首先能读懂

它，艺术家表达的意思会更深。观者的心情发生了变化，与创

作者原来的想法不一样，我们有交织的地方，也恰恰是一种沟

通。这一切的发生和存在都出于我们的精神需求。同样建筑也

具有这种特点。“为人类提供遮风挡雨的构筑物”只是建筑的

3 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1921—1986)，德国观念艺术家，是二十世纪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其作品包括各种雕塑、行

为艺术，信奉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的观点。代表作如《如何向死兔子讲解绘画》《油脂椅》《奥斯威辛圣骨箱》等。其作品之中

的观念异常复杂、丰富，几乎难以确定其艺术的本质。物品、图表、照片和行为极其紧密地相互关联在一起，其中任何一个成分

都难以独立存在。

4《油脂椅》：在一把木头椅子上堆满了油脂，并在其中插上一支温度计。这件作品是对于生命拯救和治疗的隐喻，椅子是

人体结构和秩序的象征，而油脂意味着疗伤，它是可以随温度发生变化的一种混沌的物质。

《奥斯威辛圣骨箱》：在玻璃盒中有这样一批物体：一个破电热盘中的几块脂肪、腐朽的腊肠，像是模仿马槽中的基督的一

只躺在干草桶中的干瘪死老鼠、一幅有密集的碉堡的集中营雕刻和一个小孩的素描。就像是从历史记录中取出的画面，充满了悲

凉的感觉。博伊斯用艺术再现了暴力造成的后果，呼唤和平和被物质利益所蒙蔽了的良心，他认为只有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关

系才会迎来真正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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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艺术

李军，南开大学教授、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南开大学色彩与公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城巿雕塑建

设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艺委会常委，

中国流行色协会理事，天津市美术家协会理事，天津美协

雕塑艺委会副主任，天津市规划学会理事。                                       

1987年至今，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和艺术

设计系。期间，主持设计创作了大量公共艺术项目，跨界

研究并创作了涉及雕塑、绘画、书法、色彩系统设计、建

筑景观、综合艺术等作品和课题。
■ 《生生不息》，石雕，35mx6mx4m，2015，山东

■ 《梦》，彩钢，8mx6mx3m，2016，山东

李军简介

一个表面而非全部。西哲有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建筑是一

部石头史书。古罗马建筑家维特鲁威的经典名作《建筑十书》

提出了建筑的三个标准：坚固、实用、美观，一直影响着后世

建筑学的发展。抛去建筑的宗教信仰、引证理论等方面的多重

意义，只从精神层面来聊，我们看到很多著名的建筑如教堂、

宫殿、园林、轩馆等，它们现在并不能提供日常居住的功能，

更多意义上它们是作为一种精神的居住形式而存在。观众到了

有装置艺术的环境里面，空间和材料本身会调动观众的经验来

对创作者所想表达的东西有一种不同的感受。一个人或一个集

体的行动完成了双向交流，带给了我们从一个空间进入另一

个空间中活动产生的心理情绪和沉浸式体验，完成了与人、空

间、时间、内心的互动。装置艺术在建筑和空间中的应用并不

是孤立存在的，它与空间当中的陈设品形成一种相互协调的关

系。如果说陈设是确定室内空间的风格，装置艺术则需要考虑

材料的整体空间风格。装置艺术在室内空间中的应用能够给人

们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力，这种艺术在表现效果上具有直觉性，

外加装置艺术在造型上能够体现一种比例感与和谐感，利用独

特的设计形式能够更深层次地阐述社会中的观念艺术和生活艺

术，通过直观的视觉设计能够让人们对生活有所感悟，从而也

使得室内空间的价值得到真正的体现。

：三位的合作，把装置艺术放在了我们身边，可以说

打破了我们的常规看法，让装置艺术不再“高冷”。美国艺术批

评家安东尼·强森说：“有时候连艺术家都很难把握装置艺术的

意象，读者自由的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解读即可。”装置艺术背后

的故事，可能是表达一段经历，可能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可能是

打破传统的创造，每个作品背后都有深层次的意义，等待大家去

探索。我们的访谈到此结束，非常感谢三位慷慨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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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友好合作城市企业促进会 会长；

天津昌逸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天津市金德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王育英简介

Interview

独家访谈

2006年毕业于天津城建大学；2007

年—2009年就读于南开大学文学院艺术

系色彩应用专业；2009年至今就职于南

开大学滨海学院艺术系，从事环境设计专

业的教学工作。

作为一名环境设计专业教师，黄超多

年来不断主持、参与设计活动，把设计项

目中的经验运用到教学当中，同时将教学

活动中积累的理论基础、设计理念运用到

设计活动中，参与的主要项目有：

河北省任丘市蕾莎商业广场建筑及室

内设计、天津市东丽文化中心整体形象提

升方案设计、河北省任丘市裕华西路住宅

小区设计、威海私人会所设计、天津市和

平区新华路莱克伊登专卖店室内设计、北

京首尔甜城售楼处改造设计、魔岩文化主

题量贩式KTV河东店室内设计及VI设计、

烟台普晟科技有限公司办公楼室内设计、

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熙悦汇商业广场五层

“香辣社”火锅店设计、天津市河北公证

处业务大厅及办公楼室内设计、天津市和

平区马场道云翔大厦九层“天津市友好合

作城市企业促进会”与“金德信典当行”

办公空间设计、欧山健身俱乐部河东店室

内设计、烟台宏源办公楼室内设计、天津

市河西区新八大里片区五里小学室内设

计、奢侈品集合店“雅痞”山东省济南店

室内展示空间设计、天津市河北区司法局

矫正中心室内设计、“河风精致寿司”爱

琴海店室内设计、河北省固安县郦湖小学

室内设计、河北省任丘市悦城悦都汇轰趴

管室内设计、天津市河北区少年宫幼儿园

室内设计等。

黄超简介

■ 天津滚石歌城量贩式KTV■ 保定天奕小镇 ■ 天津市么咕国际儿童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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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名誉会长王述祖先生是对外经贸

领域的专家，也是三尺讲台上的学者，这

些年来他在专业领域中辛勤奉献，培育了

众多桃李。殊不知，在为社会默默奉献的

时候，王述祖先生的心中还有一块对书法

爱好的自留地。

以人所共识言，讲习以为常事，道振

聋发聩理，达醍醐灌顶意——这是王述祖

先生写字的“初心”。在此我们特意摘取

王述祖先生部分书法作品与读者分享，希

望能给大家以启迪。

王述祖的书缘

孟子崇尚质朴，史鱼持守正道，要想

达到中庸的境界，就要有功劳而仍保持谦

虚，并做到谨慎自律。

——王述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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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响
1973年出生，天津人

祖籍山东泰安，教育学硕士

天津西洋美术馆馆长

天津市美术家协会理事

天津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

国家鉴定估价师

我会友好人士李响先生出版《虚明自照·李响水墨艺术作品集》一书

近日，我会友好人士李响先生《虚明自照·李响水墨艺术作品集》一书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

社出版。该书分为元、亨、利、贞四个部分，收录了李响先生水墨艺术作品共计66幅，题材包括

了山水、花鸟等，且书中的每幅作品都被作者配上了一首自题诗，可谓立意独特、构思新颖。

李响先生先后毕业于天津美术中学、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韩国世翰大学，现任天津西洋美术馆馆长、天津市美术

家协会理事、天津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国家鉴定估价师。他自幼习画，至今已数十年之久。他遍览古今中外名

家名作，苦思跨越传统山水独辟之蹊径，其作品虽在花鸟的文人画脉之中，却已经具有了难能可贵的现代气派。

Under the Banner
of Friendship

在友好的旗帜下

近期，我会友

好人士、原《天津

文学》副主编、著

名作家吕舒怀先生

的 新 作 《 津 门 往

事》出版发行。本

书由七部中篇小说

组成，以民国时期

天津各阶层人物的

传奇人生为题材，

多方位立体地展示

了当时天津这座华洋杂居的城市在动荡年代的社会风貌以及产

生的无数传奇人物与动人故事。该书具有典型的天津文化色

彩，通过津腔津韵勾勒出天津的世态人情与生活旧俗。著名学

者、作家、文学评论家汪兆骞评价本书：“寓病态社会于风俗

民情图画，借引车卖浆者演绎津门旧事”。

吕舒怀先生多年来一直关心和支持我会发展，特别对会刊

《友好》杂志的编写给予了大量无私的帮助。作为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天津作协文学院作家，他至今已出版

《碎片上的女人》《地狱走廊》

等长篇小说四部，长篇纪实文学

《幻灭：晚清洋务运动兴衰记》

一部，小说集《纯真年代：吕舒

怀作品集》等两部，在《中国作

家》《小说月报》《长江文艺》

《莽原》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

百余篇，约300余万字，有的被

选载，有的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吕舒怀先生曾获优秀文学奖十余

次，被称为当代“津味小说”领

军人物之一，其多部“津味小

说”广受读者赞誉。

我会友好人士吕舒怀先生新书《津门往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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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介绍

为更好地宣传我会会员，推动会员间的交流合作，我们将通过“会员企业掠影”栏目分

期对我会企业会员和个人会员进行系列介绍，推广优质的产品、服务及项目，助力企业间务

实合作。

天津昌逸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10月19日，前身是天津昌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2002年

变更为现名。公司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位于天津市河西区友谊北路51号合众大厦B

座1602室。

天津昌逸投资有限公司拥有自营出口权，多年来与国内多家著名厂商保持着长期的良好合作关

系，业务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民间工艺品制作与销售、利用自有资本进行对外投资等。其中，公

司重点代理兼自营机械类、电子仪表类等产品的进出口，对于出口欧洲多国、美国、日本、蒙古、

新加坡等地，具有独特的优势。

经营范围：接受委托进行国内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咨询、代理及行业等级评估；钢材、

装饰材料、五金、机械电子设备、纺织品、工艺品批发兼零售；利用自有资金对商品制造业投资；

商品信息咨询服务；煤炭、焦炭经营；房屋中介服务；矿产品（国家专控、专营项目除外）、服装

批发兼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食品销售（取得经营许可后

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5年来，天津昌逸投资有限公司本着诚信、专业、高效、创新、互惠的经营理念，与国际上几

十家专业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用最值得信赖的优质服务赢得了众多国际客户的青睐。

天津昌逸投资有限公司愿与广大新老客户精诚合作，携手并谋发展，共创伟业！

联系方式

电话：022-83281008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友谊北路51号合众大厦B座1602室

天津昌逸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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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金德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是2006年由国家商务部

批准成立的典当机构，注册资金1亿元。公司经批准的经营范

围包括动产质押典当业务、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业务、房地产

（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房地产或者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在建工程除外）抵押典当业务、限额内绝当物品的变卖、鉴

定评估及咨询服务，以及商务部依法批准的其他典当业务。

公司以中小企业、制造加工及房地产开发公司为主要服务

对象，为其发展提供短期、便利、快捷的典当、融资服务。公

司在开展的每笔业务中息费收取合理，当票、发票、典当借款

合同齐全，绝当物品依法进行司法拍卖，以维护客户的财产安

全。奉行顾客至上、“德”“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公司在经

营中贯彻“方便快捷、合理估价、规范经营、利益双赢”的宗

旨，对每一笔业务都做到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急顾客所急、

想顾客所想，为顾客解燃眉之急。

天津市金德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坚持业务拓展与企业文化

建设齐头并进，成立了工会组织和党支部，先后获得天津市

五一劳动奖状、天津市A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和平区先进党

组织、党建工作示范点、公益活动爱心企业、最具活力的基层

工会、工会工作目标管理先进企业单位等荣誉，公司领导也分

别荣获南开区五一劳动奖章和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

公司自成立以来，从未间断过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公益活

动。为更好地支持慈善事业，公司于2013年在天津市慈善协

会设立“金德信典当行健康·阳光公益基金”。多年来公司通

过该基金开展了多项公益活动：先后向南开大学、天津财经大

学、天津师范大学、武警支队等捐助自行车2000余辆；在南

开大学滨海学院设立“金德信典当行奖学金”；向在天津滨海

新区危险品仓库爆炸灾害中受伤和牺牲的消防战士捐款；向困

难盲人家庭捐赠善款；资助困难家庭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

等。至今，善款总支出额达近百万元。

天津市金德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倡导健康、阳光、低碳的

生活理念，以建设专业、规范、阳光型的企业为发展方向，打

造优秀团队、构建和谐经营氛围，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培育打造

典当经营品牌。专业服务、诚信为本，天津市金德信典当有限

责任公司愿成为广大中小企业方便快捷的融资渠道，成为客户

生产、经营中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

天津市金德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方式

电话：022-27426770/022-27426771

邮箱：service@tjjdx.com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72-74号云翔大厦9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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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亚德红酒销售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经营进口中

高端精品葡萄酒的品牌机构，一直专注于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质进口原

装葡萄酒，打造推广葡萄酒文化的前沿平台。

泰亚德酒业是法国波尔多右岸圣埃美隆产区最大的葡萄酒家族——

米艾德（Milhade）家族六个酒庄的中国区独家总代理商。其中，米艾

德大雄狮酒庄（ChateauLyonnat）与法国顶级八大酒庄中的欧颂酒庄

和白马酒庄，以及中国影视明星赵薇的梦洛酒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的萨尔斯酒庄毗邻。

同时，泰亚德酒业还代理法国波尔多三大家族之一的卢顿（Francois 

Lurton）家族的诸多精品酒，也是以雷司令闻名于世的德国摩泽尔古产

区的三大明星酒庄的中国区独家总代理商和澳大利亚最知名品牌——奔

富酒（Penfolds Winery）的进口商。泰亚德酒业拥有12个著名葡萄酒

出产国的200多个精品庄园1000余款名优葡萄酒的经销权和中国独家代

理权，是中国最大的精品葡萄酒进口商之一。

泰亚德酒业拥有设备完善的名酒房和酒窖，装有全天候恒温恒湿的

温控装置，仅天津地区的地下酒窖面积就达700平方米，窖存量达6万

余瓶，存放来自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澳大利亚、美国等优质

出产国的名贵葡萄酒。

雄厚的经营实力、稳健扎实的市场开拓使得公司目前在中国市场拥

有20余家一线城市的二级代理商，众多知名商场、百强餐厅、高端酒店

及会所与公司达成了长期供应合作。2018年，泰亚德酒业在天津海泰

建立了进口保税仓库，现公司业务集国外酒庄代理、进口报关、仓储服

务等产业链为一体，以便为国内酒商及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为给各界精英提供一个品味生活、品尝美酒、品鉴艺术的最佳商务

交流场所，天津泰亚德红酒销售有限公司精心打造了一家全新专业红酒

会所——彦酒窖，领导了业界潮流。欧式的装饰风格，时尚的设计理

念，优雅的艺术品收藏，处处营造经典、时尚、艺术的氛围，彦酒窖已

被公认为是目前天津区域内最具实力的红酒会所之一，被专业酒评人士

称为“最具魅力的红酒会所之一”。

如果您对酒感兴趣，不妨来泰亚德酒业考察一下，相信您一定会在

这里找到一款既适合又喜欢的酒！

天津泰亚德红酒销售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电话：022-63223333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奥林匹克中心（水滴）C区（宝力豪健身房旁）



4 4 Friendship
2020年第2期

会员企业掠影

TSCPE
Members

天津日久律师事务所是2004年经天津市司法局批准成立的一家合伙

制、综合性律师事务所，成立之初就立志成为法律服务行业的楷模之一，以

国内最优秀的律师事务所为学习榜样，不断吸取他们成功的经验，不求最

大，只求最好，把客户的权益放在第一位，用丰富的法律知识与卓越的法律

服务解决客户当前遇到的问题，并力图超越客户的期望，为客户防范风险并

预见未来。

日久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律师队伍，现有执业律师汇集了全国各大知名院

校培养的专业人才，包括知名法学专家、学者、毕业于国内外著名学府的博

士和硕士在内的具有多年丰富执业经验、年富力强的律师10余位，既有扎

实的法律理论基础及良好的专业素质，又有高度的敬业精神和丰富的办案经

验。这是日久实现对客户承诺的基本保证。

日久一直以专业化为核心，建立规模化、规范化的法律服务平台，打造

高品质法律服务品牌。日久在招标和投标、兼并与收购、税务、房地产、建

筑、基础设施、能源与自然资源、资本市场、金融衍生工具、知识产权、纠

纷解决、涉外业务等方面具有广泛的法律资源。日久客户涉及航空、采矿、

铁路、金融、财税、能源、建筑、通信、商贸、医药、化工、机电、IT等多

个行业。日久律师一切从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出发，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

律，并以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实践经验、高度的敬业精神、良好的律师

形象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为确保高质量的法律服务，日久制定了有效的内外结合的律师培训计

划，除每年完成法定的实习计划外，日久还定期选派律师到国外进行学习和

业务交流，定期邀请国内专家来所讲课。日久实行案件集体讨论制度，努力

争取把每一案件都办成全所的最高水平，令当事人满意。

客户至上、法律至上是日久的服务宗旨。凭借对中国经济政策、社会动

向的敏感把握和中外法律的深入了解，依托与中外企业、新闻媒体、行业协

会、学术界及行政机关、司法部门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为国内外客户提供

反应迅速、技术精湛、优质高效、富有个性化的卓越法律服务。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天津日久律师事务所不惧时间赋予的考

验，将坚持最初的信念与担当，以法之名为广大客户撑起片片晴空。

天津日久律师事务所

联系方式

电话：022-23248868

邮箱：Lanjigang168@126.com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绍兴道宝德里4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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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普利精密机械厂成立于2005年，是从事精密模具设

计、制造及橡塑制品加工制造的专业工厂，注册地位于河西区怒

江道7号。公司生产设备一应俱全，拥有德产慢走丝线切割、精

密加工中心、电火花等专业数控设备；检测设备有光扫描仪、三

坐标等。公司年生产塑胶模具、冷冲模具400套，同时拥有各种

不同吨位规格的注塑机，加工各种塑料、橡胶生产、生活用品。

工厂管理人员均为本科以上学历，且多名技术人员有国外工作经

历。管理科学，经验丰富，在同行业中属领先水平。

经营范围：电子工业专用设备、模具、塑料及橡胶制品、

机械零配件加工、制造；机电一体化技术开发、咨询、转让、

服务。（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国家规定办理）（涉及行

业审批的经营项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或资质证有效期截止日为

准）

天津市普利精密机械厂秉承“质量是生存之本，客户是发

展之源”的方针，对产品精益求精，对客户尽职尽责，是您

的不二之选。客户主要涉及食品加工、汽车设备、电子设备三

大领域，与雀巢、现代汽车、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诺基

亚、三星、LG、赫比电子、西湖电子、三洋、富士通、绿点

集团、富士康、贝克特等知名企业均有合作。欢迎广大客户联

系与合作！

天津市普利精密机械厂

联系方式

电话：022-58301910-8009

邮箱：hellohuayushiji@163.com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新科技产业园区景祥路15号温鑫工业园16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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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驻天津代表处的目标 

 促进双边商业投资

 积极培养和维护友好城市关系

 鼓励两市城市规划和管理、科技创新、

文化、教育、体育等方面的交流

墨尔本驻天津代表处的优势

墨尔本市驻天津代表处

联系方式

电话：022-23136003　　传真：022-23136005

邮箱：chaoyi.wei@melbourne.vic.gov.au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75号天津国际大厦1008室

天津市与墨尔本市自1980年5月5日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以来，两市友好

关系发展顺利，并不断开辟新的合作领域。为进一步促进两市在各个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墨尔本市政府于1998年在天津设立了常驻代表机构——墨

尔本驻天津代表处。墨尔本市也是唯一在中国建立了代表机构的澳大利亚

地方政府。多年来，墨尔本市政府一直致力于通过代表处与天津及国内其

他城市开展各类友好交流合作。

墨尔本驻天津代表处成立以来，为促进两市在商务、贸易、文化、教育

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做了一定的工作，有力地加强了双方的友好关系，为两

城市民带来了许多显著的积极成果。

经贸

近年来，津墨两

市 贸 易 关 系 发 展 强

劲。由于国内生活水

平的提高，消费能力

的增强，天津从墨尔

本及澳大利亚的进口

呈增长趋势，墨尔本

代表处与津墨双方相

关企业部门合作，多

次举办澳大利亚产品

推介活动，促成众多

天津企业与澳方达成

进口协议。

教育培训

代表处积极促

进两市中、高校之

间及相关教育资源

间的交流与合作，

帮助双方确立了多

项合作。

代表处还推动

了两市间多项培训

交流合作，涉及政

府、银行、财税、

规划建筑等诸多部

门和行业。

其他

此外，代表处

还促成了两市在城

市 规 划 与 建 筑 设

计、生物技术、环

保、医疗等诸多领

域的合作，并协助

两 市 多 次 开 展 文

化、体育和各类民

间交流活动，为两

市开展互补性交流

与合作打下了良好

基础。
对于有意在津墨两市间开展交流合作的机构

与企业，墨尔本驻天津代表处愿给予最全面、最

耐心的帮助！欢迎联络！

墨尔本—天津友

好城市关系紧密

墨尔本驻天津

代表处在天津运营

时间已长达22年，

能够充分理解并及时

掌握天津市的商业

环境和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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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外总机械技术有限公司的前身为天津市对外贸易总公

司机械进口部，1998年转制为股份制公司，2001年由国家经

贸部批准并授予独立的进出口经营权，2006年通过ISO9001-

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在丰富的专业外贸经验基础上，公司员工改变传统观念、

学习新鲜事物、充实新鲜血液，现已形成一支专业、勤奋、开

拓、创新的团队。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

三来一补业务、国际招投标业务、软件的进出口业务等。作为

一家综合性的进出口公司，目前主要经营商品为：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汽车零件、轻工产品及工业原材料。

天津外总机械技术有限公司目前与国外诸多知名公司建立

了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所服务的国内客户遍布中国的大部分

省份。经过全体员工多年来的开拓进取，公司的业务有了长足

发展，取得了良好的业绩。

★ 作为家世界大型综合超市和家得宝（天津）商业有限

公司进口商品的中国独家代理，公司多年来为其在中国北京、

青岛、沈阳、天津、西安、郑州等地的12家连锁店进口大量

仪器设备及各种建筑涂料、装饰材料等，满足中国大陆不断增

长的市场需求。

★ 作为天津市教委指定的市各大专院校进口实验室仪

器、设备进口代理商之一，公司常年为大专院校进口实验室仪

器和设备。

★ 与日本村田机械株式会社建立了长期业务合作关系，

是其指定的进口代理商。公司与村田公司合作开发中国的数控

机床市场，用户遍布中国北方地区多省。

★ 多年来，公司为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卷烟厂、天津海河乳制品厂等多家企业的技术改造进口多条

成套设备生产线，价值超过数千万美元；为天津、河北、北

京、内蒙古及浙江等地的国内用户进口数控多工位冲床数十

台，价值数百万美元；为天津、温州、西安、黑龙江、山东等

地用户进口齿轮加工设备数十台，价值数百万美元。

近年来，天津外总机械技术有限公司勇于进取，敢于和国内

外知名公司较量，多次参加国际招投标项目，取得重大成功。

◎ 2001年，公司与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进行合

作，参与青岛市社保中心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购买电脑网络系统

进行的国际招标，并依靠神州数码公司强大的技术支持在数十

家国内外公司激烈的竞争中成功中标。

◎ 2001年，公司积极参与国家教委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购

买水泥混凝土检测应用设备及可编程控制器实验系统等有关设

备和仪器进行的国际招标，并通过激烈竞标成功中标。

◎ 2004年，公司参加了陕西各大高校利用日本协力银行

基金贷款项目购买计算机1007台的国际招标项目，在众多国

内外企业参加的竞标中，公司通过精心运作，凭借投标经验及

实力成功中标。

◎ 2005年，在巴基斯坦最大的国有钢铁公司为采购炼钢

设备进行的国际招标中，通过与其它国家的卖方激烈竞标，最

终成功中标。

在不断开拓进口贸易的同时，为扩大出口业务，2004年

天津外总机械技术有限公司投资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天津

外总铁艺制品有限公司，建立了中国北方最大的铁艺玩具生

产基地。在玩具出口方面，与美国Airflow Collectable，英国

Syot，法国Auchan及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一大批客户

建立了长期的业务关系，产品种类不断推陈出新，在欧美市场

赢得了很高的声誉。部分产品照片还被免费刊登在了美国知名

杂志《NEWS WEEK》上。公司曾先后接受过国外客户委托法

国BV（上海公司）和法国BV（青岛公司）第三方认证，通过

了质量管理体系的评审和社会责任方面的评审。

此外，公司的其它产品如玻璃器皿、汽车零配件，其出口

市场也在不断扩大，每年的出口额都在500万美元以上。

“严谨、诚信、勤奋、创新”是天津外总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一贯倡导的精神。天津外总机械技术有限公司愿与各方朋友精诚

合作，在国际市场导向下不断改进工作，建立更加适应市场、更

好服务客户的体系，在开拓市场、服务客户中求发展。

天津外总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电话：022-58112886　　　传真：022-58112886　　　邮箱：TFMT@VIP.163.com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奥城商业广场C4-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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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SEW公司成立于德国的布鲁克塞尔，主要生产

减速机、电机和电子变频控制设备。目前在全球已拥有15个

制造中心、67个组装中心和200多个办事处，产品遍布世界五

大洲和所有的工业国家，技术水平和市场占有率均居世界领先

地位，在国际动力传输领域首屈一指。

SEW中国公司自1995年进入中国市场后，秉承“追求卓

越，精益求精”的企业精神，多年来致力于把德国的先进制造

技术与中国人的智慧和勤奋相结合，以“精品”“服务”“本

地化”三大发展战略为主线，兢兢业业，踏实苦干，目前已发

展 成 为 中 国 机 械

制 造 业 的 知 名 企

业。

如今，SEW中

国 公 司 在 国 内 共

拥有3家制造厂，

7 家 装 配 及 技 术

服务中心，50余

个 办 事 处 ， 服 务

网 络 遍 布 全 国 各

大中城市。SEW

产 品 广 泛 应 用 于

轻 工 、 化 工 、 建

筑 建 材 机 械 、 钢

铁 冶 金 、 环 境 保

护 、 煤 炭 矿 业 、

汽车工业、港口建设等各大工业领域，成为多项国家重点工程

项目的首选品牌。

巨大的联络网，使客户可随时联系到SEW，且可在全球范

围内实现可用性、超短供货时间以及现场面对面支持，获得公

司为SEW-EURODRIVE客户定制的专属解决方案。SEW公司

将继续坚持包容性和多样性原则、与合作伙伴和供应商的公平

共处原则、合理利用资源原则，秉承“追求卓越，精益求精”

的企业精神，积极进取、踏实工作，把这个德国百年品牌在中

华大地上发扬光大，为中国经济建设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赛威传动（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电话：022-25322612　　　传真：022-25324212

邮箱：meihong.shang@sew-eurodrive.cn

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大街4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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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昕华伟业投资

有限公司坐落于天津经

济技术开发区，注册资

金2000万元，多年来一

直致力于房地产、建筑

材料、生态养老、温泉

疗养等项目的开发。在

建项目为盘山温泉会馆

及温泉养老地产。公司

下辖天津瑞本盛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1000万元）、天津瑞本盛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

天津瑞本盛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坐落在蓟县下营镇，与天津中医药大学合作，依靠

中医药大学的技术力量支持，从中营村租赁土地8000余亩，投资8000余万元进行中草药

种植项目，主要进行中草药材及油用牡丹的培育、种植。首期选择酸枣、柴胡、远志、红

花、欧李、紫苏、桔梗、金银花、决明子、康柏、杜仲、知母、连翘、板蓝根、黄精、丹

参等十余种适合当地生长且经济价值较高的中草药进行培育、种植。另外，中医药大学的

学生需要大量的实践活动，为此，公司专门为天津中医药大学建立了大学生实习基地，让

学生走进大自然，学习医药知识，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目的。

天津瑞本盛工艺品有限公司坐落于天津市蓟县下营镇，主要从事雕塑工艺品、仿古家

具加工、制作；红木工艺品制作等。公司以珍贵红木为原料，实行技术创新，开发出独特

的生产工艺和机械设备，把先进技术、设备与传统工艺相结合，主要生产仿古家具和木制

工艺品。

天津昕华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电话：022-66389876  

传真：022-66389876

邮箱：TJXHWY@126.com

地址：天津开发区第三大街天保金海岸星缘轩7-3-201

Friend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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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维琳房地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

立于2009年，坐落于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

泰达（津南）科技园区科达一路，公司注册

资本三千万元。

公司目前以工业地产租赁为主，从事厂

房出租，在租面积达8万平方米，入驻企业

30余家。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优越，交通网

络便利发达，受到优惠政策扶植，且配套设

施完善，加上周到的物业管理服务，帮助企

业解决了后顾之忧，公司吸引了越来越多国

际著名企业入驻，现已成为天津市津南经济

开发区中极具实力的综合性企业。

天津市维琳房地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电话：022-88636677

手机：13802015242

邮箱：haiwang6615@163.com

地址：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泰达（津南）微电子工业区科达一路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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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天乾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4月21日，注册资本一亿元。注册地为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西康

路72-74号云翔大厦九层D房间。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服装鞋帽、工艺礼品、装饰品、珠宝服饰、玩具、花木、文体用品、电脑软硬

件及配件、包装材料、办公用品、文化办公用品、纸制品、纸张、建筑装饰材料、皮革制品、健身器材、

照相器材、电讯器材、通讯器材、音响器材、电子器材、五金交电批发及零售；烟草零售；化妆品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十年来，天津天乾商贸有限公司始终秉持高品质、低价位的经营理念，力求与客户建立长远的战略合

作关系，携手共创美好前景!

天津海琳达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6月9日，注册地为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保税区)海滨八路

118号2-338室。

公司经营范围为鞋帽、服装、日用百货、五金交电、装饰材料、建筑材料、针棉织品、工艺品、汽车

配件、玩具的经营；家政服务，劳动服务，房屋信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及咨询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天津天乾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电话：022-27426770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西康路72-74号云翔大厦9层

天津海琳达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电话：13821091918

邮箱：hailinda2007@163.com

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保税区)海滨八路118号2-338室



5 2 Friendship
2020年第2期

会员企业掠影

TSCPE
Members

天津朗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7月15日，注册地位于天津自贸试

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郑州道139号金融贸易中心南区2-3(二层)-04。经营范围包括办

公用品、电子产品的批发及进出口；化工产品（危化品及易制毒品除外）的批发；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兼零售、计算机系统技术服务；国际贸易；食品销售。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

定的按规定办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长期经营进口乱码纸和塑料，秉承着“顾客至上、锐意进取”的经营理念，

坚持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公司进口来源主要是日本和美国，从产品的

采购、运输再到国内销售，公司对各个环节严格把关，从而保证了产品的品质。

乱码纸是纸厂根据客户尺寸需要被裁切下来的部分，因为长度不固定，所以国内

习惯称其乱码纸。乱码纸价格较低，但质量完全没有问题，拥有着广阔的市场。公司

进口的乱码纸以及塑料，通过下游供应商提供给印刷企业用来做产品包装和标签。

诚信经营、口碑相传，天津朗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市场从天津扩展到全国

各地，积累下了良好的客户资源。

公司总经理柴国庆是协会的创会会员，多年来他一直积极参加协会活动，支持协

会工作，充分利用协会平台开展对外交流，努力推动城市友好事业。2013年，受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橘郡郡政府、富勒顿市政府、美国加州教育培训输出协会邀请，柴国庆

随协会代表团一起出访美国，受到了美国橘郡各界的热烈欢迎及富勒顿市市长、副市

长的会见，参加了橘郡政府领导、中美友好人士以及美国当地企业组织的见面会等系

列活动。

天津朗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电话：13902106208

邮箱：chaiguoqing @outlook.com

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郑州道139号金融贸易中心南区2-3(二层)-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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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华盛福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始创于1983年，现坐落于天津

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十号路10号，注册资金2000万元，固定资产

9000万元。占地面积57000㎡，建筑面积26800㎡。

公司现拥有职工145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2人，技师5人。

企业年销售额达到5800万元，是一家专业生产汽车拉索及相关零

部件的生产型企业。

2006年，公司开始贯彻ISO/TS16949标准，并于2009年5月

通过了英国BSI公司的ISO/TS16949∶2002体系认证，2018年4

月通过了BSI公司IATF16949∶2016体系认证。经过37年的不断

发展，公司现有120余台生产设备成龙配套，检测设备完善，具

有强大的加工能力和健全的质量保证体系。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汽车座椅拉索、汽车门锁拉索、飞机座

椅控制拉索、高铁座椅脚踏组件及座椅控制拉索、机器盖拉索、

油箱门拉索、行李箱拉索及开启总成、拉索相关零部件以及挖掘

机用弹簧平衡器等。

目前与公司长期合作的客户有：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博信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航宇嘉泰飞机设备有限公司、山东

嘉泰交通设备有限公司、中航一集团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天

津中发华冠机械有限公司（与日本中央发条株式会社合资）、

凯毅德汽车系统（郑州）有限公司、江苏皓月汽车锁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佳特轿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上海利用汽车锁业有限公

司、三一集团有限公司等。  

天津华盛福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贯彻“质量为本、顾客满意、

管理增效、创新发展”的质量方针，实力和品质获得了业界认

可，业务遍地开花。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天津华盛福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电话：022-68722221　　　　  传真：022-68721890

邮箱：tjhsf@vip.sina.com　　　网址：www.tjhsf.cn

地址：天津市静海区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园区十号路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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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金源电力安装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3月7日，位

于天津市津南区双桥河镇工业园区内，占地面积30余亩，建

筑面积11000平方米。公司主要从事输变电工程施工、电力电

器设备安装、热力线路通风管道、土木工程的施工。

公司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迄今已发展成为拥有资

产9600万元，注册资本3600万元，大中型施工设备110多台

（件），年纳税100多万元的中型企业。公司已取得建设部颁发

的输变电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电力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消防设施工程

专业承包二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以及国家能源华

北监管局颁发的三级承装、四级承修、四级承试许可证并通过

了ISO9001∶0∶28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2004环境体系

认证、OHSA18001∶200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公

司设有办公室、工程部（包含技术、质量、项目施工组）、安

环部、财务部、仓储部（包括供应）及运输部等部门，拥有职

工103人，有专业技术职称人员21人，其中，高级工程师2人，

建造师8人，以及特种技术人员46人。正是因为公司汇集了这

些有志于建设城市电力工程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才使得公

司承揽的各项工程以优良的质量按期完工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好

评，使公司年产值逐年上升，企业规模不断壮大。

天津市金源电力安装有限公司自2003年成立以来，作为

专业从事输变电施工的企业，主要施工项目有：茶淀220KV变

电站中低压出线工程，220KV金石一、二线局部改造工程，

葛潮110KV线路（24#-27#）改造工程，北塘110KV变电站电

气安装工程，宁河大贾110KV变电站工程，宁河高景110KV变

电站工程，开发区一汽大众基地1号110KV变电站一期工程，

王秦庄（新家园）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电气安装，大寺新家园

110千伏输电线路迁移工程，滨海文化商务中心35KV变电站电

源线工程，利达粮油生产基地项目变电站设备安装工程（2座

10KV变电站和1座35KV变电站），沽上江南项目四期54号楼

电力配套工程（10KV红号变电站设备安装），旭辉（天津）

景尚花园（海教园）项目110KV红号变电站工程，富水一方

10KV变电室安装工程，中新生态城智能电网配电自动化一期

工程，惠民安居小区10KV电力配套等工程。在保证100%合格

的基础上，多项工程被评为局优和区优工程。

多年来，公司一直热心慈善工作，多次向各种慈善、公益

组织捐款捐物，积极参加各类社会公益活动。无论是抗震救

灾捐款，还是帮扶贫困地区，公司始终冲锋在前，连年获得当

地捐款大户和慈善事业先进代表荣誉称号。今年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伊始，天津市金源电力安装有限公司主动为津南区红十字

会捐款五万元人民币支持抗疫工作，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公司总经理孙晏河先生也多次获得津南区五一劳动奖章和

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并担任津南区人大代表，为津南区及天

津市的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天津市金源电力安装有限公司始终秉承着“质量一流、管

理一流、服务一流”的宗旨，为社会各界提供优良的工程和优

质的服务。今后公司将继续加强全面管理，注重安全生产，提

高自身素质，努力以优良的质量、满意的服务，赢得更多客户

的信赖，为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天津市金源电力安装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电话：022-88519929　　　邮箱：tianjinjinyuan@sina.com

地址：天津市津南区双桥河镇工业园区欣发路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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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辰意宏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独家出口H·E牌玛钢管

件，H·E品牌玛钢管件有着60多年的历史，是天津市著名商

标，曾荣获外贸部荣耀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奖银质奖

章、全国轻工业优质产品、蒙古乌兰巴托2000年国际精品博

览会金奖等诸多奖项，产品出口到伊拉克、新加坡等70多个

国家。

天津辰意宏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口的玛钢管件工艺先

进、造型美观、规格齐全，严格按照ISO9002标准生产，赢得

了用户的一致好评。

　　　天津玛钢著名品牌H·E

玛钢最早生产国是美国、丹麦、日本等，直至上世纪30年

代被传入中国。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我国玛钢行业发展达到鼎

盛，产量跃居世界前列。而H·E作为玛钢行业的领军品牌，在

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H·E商标形似汉字“生”，寓意“新生”。凭借着优良的

品质、合理的价格、完善的售后，H·E牌玛钢管件自问世起便

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赞誉。上世纪70、80年代，从普通居民家

中的水龙头、暖气片，到公共消防栓、燃气管道，H·E标志几

乎随处可见，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其产品更是远销伊朗、

伊拉克、巴基斯坦、新加坡等70多个国家，成为海外市场上著

名的天津品牌，在国内和国际上斩获无数大奖。

·1983年，H·E牌玛钢管件参加全国外贸展览会，并获国

家外贸部荣誉奖；

·1987年，H·E牌玛钢管件荣获天津市特级优质产品称

号；被国家轻工业部评为全国轻工业优质产品；

·1988年，H·E牌玛钢管件被国家优质奖审定委员会批准

为国家级优质产品，并获得银质奖；

·1989年12月，H·E牌玛钢管件在全国同行业评比定

级中，经全国建筑五金标准化质量检测中心检测合格率为

99.88%，荣获全国同行业管件产品第一名；

·1994年，H·E牌玛钢管件入选当年中国名牌产品大型

画册；

·1999年，H·E牌商标被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评定为天

津市著名商标；

·2000年，H·E牌玛钢管件获得蒙古国乌兰巴托2000年国

际精品博览会金奖；

·2001年，H·E牌玛钢管件经审核被中国技术监督情报协

会确认为质量过硬放心品牌；

·2005年，H·E牌玛钢管件被中国五金制品协会授予中国

玛钢管件知名品牌称号；

H·E，两个简单的字母，凝结着一代代天津玛钢人的智慧

和汗水，曾代表着国内玛钢产业的最优品质。历经六十七年的

磨砺，H·E依旧名扬海外，让一种品质不断延续，也让一种精

神得以传承。

天津辰意宏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电话：022-23523061　　　传真：022-23309048

邮箱：chenyime666@126.com; neverforget99@aliyun.com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烟台道6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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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华音中视企业形象策划中心

联系方式

电话：13302161968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青年路85号天津青年创业园A202

天津华音中视企业形象策划中心专项从事影视制

作业务，在视觉表现力方面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集

结了专业的光影工作者及后期编辑策划团队。

本着专业、敬业的工作理念，公司为有需求的客

户摄制了大量影视作品，主要类别如下：

1.艺术片、企业宣传片、广告片、专题片、企业家

访谈录、专家讲座、人文传记、记录片等；

2.微电影、MV、儿童/爱情/婚纱艺术电影、个人形

象摄影作品等；

3.各类新闻、访谈、学校课件课程等多机位拍摄录

制。

公司拥有前期轨道、升降移动、航拍器等辅助工

具，以及灯光布景器材、室内影棚，设施齐全、先

进，专业现场采编，可实现多种类别的拍摄效果。

现公司新开通专业影棚摄影业务及特效艺术照、

唯美梦幻艺术照、国内外景点艺术照等专项业务，诚

邀广大客户联系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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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盛通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坐落于有着悠久地

毯生产和出口历史的天津。公司依托着天津在地毯

生产方面的资源优势，凭借着一支具有近四十年经

营和管理经验的专业团队，在国内外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锐意创新、不断发展。 

天津盛通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12

月5日，主营各种地毯，产品包含几十个不同的类

别，从手工打结地毯、手工编制地毯、手工胶背地

毯到机织地毯，使用原料由真丝、羊毛、纯棉、腈

纶、涤纶发展到毛竹、剑麻、PVC及各种混织原料。

对技术的持续创新和不断多元化的品种结构，使天

津盛通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一直走在地毯行业的前

列，产品远销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比利

时、阿联酋、沙特、埃及、美国、加拿大等国家，

拥有稳定且优质的客户群。

近年来，为满足国内百姓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

天津盛通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从世界地毯生产的最

强国——伊朗进口了波斯地毯，从罗马尼亚进口了

纯羊毛地毯。

天津盛通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秉承“诚信、互

利、创新、发展”的经营理念，坚持“顾客至上，

锐意进取”的原则，依托天津地毯生产业的资源优

势，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天津盛通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电话：022-88251868　　　手机：13802187468

邮箱：Johnson_sunton@163.com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延吉道技峰路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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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初

公司自筹30余

万元资金，为

全 市 6 0 余 户

（由各区老龄

办 确 定 特 困

户）有需求的

老旧楼房特困

老人家庭免费

完成卫生间蹲便改为坐便（简称蹲改坐），解决老年人“蹲不

下，起不来，如厕难”的急迫问题。通过专项改造，为老年人

提供舒适、安全、方便的如厕环境。

此善举得

到了市民政局、

市老龄办和市

老龄产业协会

领导的肯定和

支 持 ， 并 于

2017年5月26

日首次在天津

市启动“大爱

真情·助老惠老”居家适老环境改造试点工程新闻发布会。会

上，市民政局朱峰局

长对公司助老服务给

予充分肯定和鼓励，

老市长王述祖及曹秀

荣主席也到场，作了

重要讲话。

蹲改坐助老工程

深得老人及其子女的

欢迎和赞许，大家先

后自发为公司送来锦

旗，一致表示蹲改坐改得好！

蹲改坐善举也得到《天津日

报》《中老年时报》等媒体的好

评。

目前公司重点开展居室适老

化装修改造服务，严格执行国家

适老化改造相关标准规则，已先

后为近300户老年人居室提供了

适老化装修改造服务。

目前绝大多数老人都居家养老，如果您担心家中老人在家

跌倒摔伤，那么请随时联系专承居室适老化装修改造服务的大

爱助老公司，相信一定会让您满意，让老人舒适！

大爱（天津）助老服务有限公司

大爱（天津）助老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为老人提供帮助的民营服务企业，组建以来，遵循“老年人不是包袱，是社会宝贵

财富”的助老理念，先后开展了讲授、示范养老护理技能；一对一艺术特长培训；送文艺演出到养老院和街道社区；老年人休闲

旅游等助老服务，并通过市政府8890便民服务热线电话，为众多老人居室提供适老装修改造服务，受到老人们的欢迎和好评。

为爱装修，给父母一个舒心的家！

联系方式

电话: 13820388652（同微信）/ 13902110862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大学北村15-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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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拾青室内设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以南开

大学相关专业的师资与学生为依托，进行市场化管理与经

营，在注重设计与市场实践的同时积极创新，发挥高校科

研优势，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项目经验，多次在国内知名

设计竞赛中斩获奖项。

公司主要人员架构：

总经理（法人）：李帅男，硕士，毕业于澳大利亚

UNSW新南威尔士大学艺术与设计专业，具有丰富的项目

实践经验与设计理论基础；

项目负责人（设计总监）：黄超，硕士，南开大学滨

海学院讲师；

项目负责人：毕成，学士，原交通设计院项目管理部工程

师；

主任设计师：秦臻，硕士，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院艺

术设计系环境设计专业。

天津市拾青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电话：022-58151719

邮箱：13821213338@163.com

地址：天津市河东区远洋国际商务1106室

■ 任丘市蕾莎城市广场建筑与室内设计

■ 唐山天奕风尚室内街区设计

■ 欧山健身俱乐部室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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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百嘉包装用品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知名包装用

品出口企业，公司主营各种包装产品，产品应用于食品包

装、零售、批发、家庭消费品、医院、快递、农业、工业

等各个领域。公司产品主要出口澳大利亚、新西兰、美

国、加拿大、荷兰、德国、阿尔及利亚等国。  

作为包装产品供应商，天津市百嘉包装用品贸易有限

公司的产品包括塑料袋（背心购物袋、冲孔手提袋、垃圾

袋、厨房清洁衬袋、冷冻袋、面包袋、干洗袋、鲜花包装

袋、滑动拉链袋、高阻隔蒸煮袋、塑料围裙、卷筒农产品

袋）、聚丙烯无纺布袋、聚丙烯编织袋、PEVA服装袋、

纸袋、棉布袋、帆布袋、保鲜膜、拉伸膜、铝箔膜等。

公司拥有自己投资和签约的工厂，工厂有ISO国际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和BRC认证，有熟练的工人来严格按照客

户的要求完成订单。公司在天津、上海、深圳、东莞、珠

海、厦门、青岛和烟台等地有生产工厂，从而使公司可以

对产品和物流有很好的掌控。

公司特别重视每一个合作制造商的资质，严格评估他

们的技术竞争力和认证，这让公司有信心能够满足客户的

要求。公司也同制造伙伴成为了亲密的生意伙伴，共同研

发新产品或者优化现有的产品设计以满足客户的不同需

求。

天津市百嘉包装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电话：022-88366216　　　邮箱：liutong@bestarco.com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友谊南路云水园3号楼1门302室

天津市百嘉包装用品贸易有限公司希望广大客户深入

了解公司的产品制造过程和供货品牌，真诚欢迎未来贸易

伙伴的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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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澄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主要提供与

工程建设相关的管理咨询与技术咨询服务。

公司实力雄厚，招标代理专业人员和造价咨询专业人员团

队经验丰富，崇尚以“人”为本，注重实现“以人的发展带动

企业发展、以企业发展促进人的发展”，努力打造具有强大凝

聚力和向心力的现代化企业，并致力于携手合作伙伴推动行业

良性发展。

公司始终坚持诚信为本、客户至上的服务宗旨和互惠互利

的经营策略，重信用、守合同，保证服务质量，全力跟随客户

需求，不断进行创新和改进，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任。同时，

公司追求卓越，奉献社会，正视自身发展，将以更加坚定的

信念、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强大的合力，

充分激发全体员工的潜质和自我超越意识，努力完善“开拓进

取、坚毅求实、诚信团结、优质高效”的企业氛围，以专业的

服务、优良的信誉立足天津，走向全国，共同谱写公司发展的

新篇章！

业务范围

工程造价咨询；工程项目管理服务；招标代理服务；建筑

材料批发兼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成员以往项目

津投资本“十四五”规划编制项目

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采购智能化考试项目

天津能投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财务顾问项目

天津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数字化服务项目

天津市高速公路规划课题前期项目

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聘请法律顾问咨询服务项目

天津北辰医院医疗设备采购项目

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选聘工程造价咨

询机构项目

部分合作客户

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天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天津北方文化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健康教育中心

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天津社会科学院

天津市北辰医院

天津市市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天津市高速公路管理处

天津市建设系统考核管理中心

天津澄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愿与广大新老客户精诚合作，

携手并谋发展、共创伟业！

天津澄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电话：022-23728733

手机：15822443688

邮箱：chgzx@163.com

地址：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兰苑路1号增2号201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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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荣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依托于澳大利亚母公司 Best 

Way Development Australia Pty Ltd，主要进口澳大利亚 Rich 

Way保健品和 Arish护肤品，同时开发销售母公司在墨尔本的联

排别墅地产。

荣煜国际跨境电商成立于2019年8月，运用互联网新零售

的模式，将澳大利亚高品质的保健品和护肤品分享给更多的

人。公司进口100%澳洲制造的高品质产品，将健康和美丽传递

给更多人。公司推崇分享型消费模式，鼓励客户将好的效果分

享给更多人。荣煜国际有强大的企业责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

人提升生活品质，以及帮助更多的人事业成功。秉承“诚信至

上”的经营理念，荣煜国际苛求产品质量，并大力帮助合伙人

发展事业。公司还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为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捐款捐物，捐助希望学校，用爱心温暖社会。

近期，荣煜国际跨境电商在淘宝天猫国际新开“RichWay

海外官方旗舰店”，主营澳洲保健品，原装进口产品从澳洲直

发宁波保税仓，官方直售、正品保证，客户下单后直邮到家。

RichWay保健品坚持百分百天然零添加，产品采用纯净的

澳洲或新西兰原料，并由澳洲人手工生产，通过澳大利亚政府

的“澳大利亚种植”认证，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及欧洲收到广

泛认可和好评。欢迎选购！ 

天津荣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电话：+61448267678（同微信）

网址：https://richwayglobal.tmall.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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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世捷包装有限公司（简称：世捷包装）始创于2005年，是

经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注册成立的环保型印刷企业。公司于2018年迁

址至天津津南开发区旺港路22号，占地面积10000余平米，是一家

专注于彩盒包装及精品包装业的专业工厂。

公司历经15载，已发展成为集设计制版、彩色印刷、印后加

工、仓储物流为一体的综合性包装企业。公司拥有德国高宝105对

开6+1UV印刷机、德国高宝106对开5色印刷机、德国高宝72印刷

机，以及日本网评整套CTP自动制版系统、多台长荣全自动模切

机、宏景650自动糊盒机、宏景1380自动糊盒机、全自动覆膜机、

全自动对裱纸机等高端的后加工设备，为印刷品完美加工成型提供

质量保障。在全方位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为客户提供最优质高效

的服务。

公司具有印刷经营许可证，可承接各种纸制包装品、标签、广

告宣传、说明书、手提袋及其他印刷产品，配合完善的后期加工作

业线，所有印刷品工艺均在厂内完成，能充分满足各种类型彩盒、

精装礼盒等生产制作需求。公司拥有专业的技术团队，高、精、尖

的印刷业技术人才，为客户提供排版、打样、印刷及印刷后加工成

型等一站式服务。

天津世捷包装有限公司本着“客户第一，诚信至上”的原则，

凭借专业的印刷技术，高效、优质的服务以及智能化的印刷、加工

设备，已经与多家化妆品公司、食品企业、药品企业、电子公司企

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公司始终以“优质、信誉、价格、服

务、高效”为宗旨，坚持在发展创新中不断开拓进取，致力于成为

天津印刷行业的佼佼者。公司目前服务企业有尚美、康婷、小米、

统一、农夫山泉、好利来等。

天津世捷包装有限公司通过精细管理、精艺生产，不断发扬工

匠精神，努力打造精品。公司热诚欢迎各界朋友参观、考察、洽谈

业务，真诚期待与您合作！

天津世捷包装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电话：13299919259

邮箱：TJACCP@126.com

地址：天津市津南区津南经济开发区（西区）旺港路22号



6 4 Friendship
2020年第2期

会员企业掠影

TSCPE
Members

天津市华易动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注册

资金1000万，拥有专利及著作权共计20余项，拥有专业的技

术团队及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是一家从事互联网程序开发和

技术服务的技术服务型企业。

公司秉承“客户优先、服务优先”的理念，致力于为政

府、企业等提供“互联网+” 一体化解决方案，专注于智慧城

市、智慧政务、智慧旅游等领域的研发及运营服务，公司业务

涵盖：系统软件、APP、微信、小程序、电子商务平台、企业

门户平台的研发、运营等。

截止到2020年，公司运营14年，服务的政府、事业及企

业客户超过5000家，其中包括：常州城建大数据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北京同仁堂、

华明集团、天津城建设计院、渤海产业基金、金轮集团、滨海

水业集团等企事业单位。

企业文化  诚信务实 合作共赢

使命——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提供“互联网+”一体化

服务

核心价值观——技术为本，客户至上

远景——一切以客户价值为依归

目标——为政府及企业提供信息化服务与应用“互联网+”

一体化解决方案

团队介绍

·技术研发团队

作为一家以技术为成长驱动的公司，公司深知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公司目前拥有30余名核心研发人员，通过内部分布

式开源协同，加强基础产品及框架的研发，通过建设技术中

台、大数据挖掘分析等措施，及时为客户提供技术导向、研发

管理、数据中心等建设与运营服务。

·客户服务团队

公司坚持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秉承客户优先、服务优先的

思想，建立了一支专业的客户服务团队，依托先进的互联网

技术，通过建设多元化特色渠道，为用户提供全线产品的客户

服务，一对一解决用户问题，传递用户心声，助力产品优化体

验。

·产品运营团队

为了更好地了解用户需求，在与用户长期接触磨合过程

中，培养了一支高情商、高涵养、高热情的运营团队，打造出

智慧产业升级方案，通过联动线上线下场景与资源，助力零

售、旅游、交通、智慧城市等产业数字化升级。

荣誉资质

天津市软件协会会员单位，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及高新

技术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双软认证

企业，并荣获企业3A信用评级荣誉证书，诚信经理人荣誉证

书，3A级诚信经营示范单位证书，诚信企业家荣誉证书，3A

级质量服务信誉单位证书，3A级重服务守信用单位证书，3A

级重合同守信用单位证书，3A级重质量守信用单位证书等。

天津市华易动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电话：022-28261501/022-28335110

网址：www.nfree.cn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围堤道146号华盛广场B座2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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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百瑞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3月31日，注册地为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

区响螺湾旷世国际大厦A座1704-134号，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资产管

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财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

会展服务；劳务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建筑材料、电子产品、机电产品、五

金交电批发兼零售；机电设备安装；建筑安装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格物至简(天津)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7年11月24日，注册地位于天津市河西区

泰山路12号。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广告业务；计算机图文

设计、制作；多媒体设计；企业形象策划；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计算机软件、电子信息

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摄影服务；影视节目制作（取得经营许可后方可经营）；网页

设计；职业中介服务（取得经营许可后方可经营）；净水设备、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批发、零

售及网上销售。（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

天津百瑞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格物至简(天津)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方式

电话：13102065866

邮箱：609247041@qq.com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泰山路12号316室

联系方式

电话：13821366323

邮箱：frd 3366@126.com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响螺湾旷世国际大厦A座1704-13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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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翔安众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成立

于2006年，是在天津市工商局正式注册的具

有独立法人经营资格的专业装饰公司。经营

范围包括室内外装饰及设计；装饰材料、五

金、交电批发兼零售。

公司拥有经过正规培训的南方施工队

伍，装饰施工经验丰富，极富设计、锐意创

新。自成立以来，公司乘承“为您服务是

我们的荣幸，让您满意是我们的责任”的宗

旨，坚持“设计人性化，材料环保化，预算

合理化”的装修理念，诚信为本，保持专业

品质，服务于每一位合作伙伴，获得了客户

的认可。

竭诚欢迎广大新老客户莅临天津市翔安

众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洽谈业务、共谋发

展！

天津市翔安众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电话：022-28289577

手机：13032284553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登发装饰基地家装市场3Z-001（3号门进，乘坐一号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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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长虹 

原天津西青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兼风险管理

部总经理，本会创会会员。

入会以来，董长虹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努力与会员企业开展

合作，也常建言献策帮助协会实现更好的发展。2009年9月，时任

浙商银行天津分行南开支行行长的董长虹，积极推动浙商银行天津

南开支行与本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浙商银行天津南开支行为协会

企业提供金融支持。2019年4月，董长虹代表天津西青中银富登村

镇银行与本会结为友好合作单位。当年5月，协会联合天津西青中

银富登村镇银行举办金融服务月活动，根据会员企业的实际需求，

为企业量身定制融资方案 ，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学习经历：

1988年9月-1990年7月，天津市公用局职业大学企业管理专业；

1997年9月-1999年6月，天津大学科学管理与工程专业，金融管理

工程研究生。

工作经历：

1986年-1994年，天津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1994年-2000年，农业银行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支行，任营业部副

经理；

2000年-2001年，深圳发展银行天津分行筹备处；

2001年-2007年，天津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和天津市日升

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2007年-2013年，浙商银行天津分行，历任小企业部经理助理、南

开支行行长、分行办公室主任助理；

2013年-2017年，西青国开村镇银行，任信贷业务一部总经理；

2017年-至今，天津西青中银富登村镇银行。

联系方式

电话：18812821319

邮箱：changhongd@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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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璐

1981年-1997年  天津市金属材料公司  计划管理

1997年-2002年  中国黑色金属材料公司天津公司

2002年-2017年  天津市东钢板材有限公司  董事长

“诚信，责任，态度”是张璐的口头禅，也是他一直信奉的真理。

早在1979年求学于天津市物资管理学校计划统计学专业时，张璐就奠

定下诚信的品德基础，即使毕业30年后重聚，老同学们依旧对他记忆深

刻。校园生活让张璐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巩固了专业知识，培养了刻

苦学习、追求目标的积极心态，他坚信艰苦的环境也能造就英雄。

被分配到天津市金属材料公司从事计划管理工作后，张璐凭着过硬

的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赢得了领导的赏识和客户的信任，接手了统计、

制表、计算、现场下单、衔接钢厂、制作合同、托收承付、“二十五部

计划”地方各机关企业委托管理等工作，并全职投入到分设的中国黑色

金属材料公司天津公司。

市场经济制度转型带动人民积极创业，也激发了张璐追寻自我价值

的激情。通过前期大量准备，他把握时机，毅然放弃“铁饭碗”，于

2002年创立天津市东钢板材有限公司。公司集物流、加工、配送、国内

国际钢铁贸易为一体，主要经营各种板材、型材、管材，为客户提供加

工制作各种非标尺寸、定尺产品加工、冷热镀锌等业务，年销售钢材可

达一万五千余吨。公司吸收国企规范、专业的优点，充分发挥私企灵活

管理的优势，遵循“信誉第一、质量第一；以人为本、合作共赢”的经

营宗旨，提供优质的存储环境和服务，业务量火速攀升，在业内有口皆

碑，先后参与天津华能杨柳青电厂、六纬路电厂脱硫改造，奉化桥、赤

峰桥建桥改造及天津碱厂新厂建设等项目的钢材加工、配送，为建设天

津作出贡献。

作为元老级会员，张璐一直全力支持协会工作，积极参加协会活

动，为协会工作建言献策。一路走来，他从未骄傲和放松过，始终保持

只争朝夕、力争一流的昂扬状态。2017年张璐按计划将公司叫停，享受

自由人生。他通过实践为年轻人创业作出了榜样，亦在平凡又不失精彩

的生活中谱写着光明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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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琳

天津寰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市场开发部总监

1991年大学毕业后任职于中国外运集团。

2003年至今，一直从事留学、移民咨询工作，担任寰诚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总监。

联系方式

电话：18920318818

邮箱：anlintj@126.com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安道诚基中心一号楼

天津寰诚

投 资 咨 询 有

限公司是一家

具有海外背景

的投资咨询公

司，主要业务

包括欧美投资

移民、欧美定

制旅游、海外文化交流等等。公司发展历史悠久，源于欧洲、

扎根欧洲，是移民行业的旗舰品牌——使客户在世界的各个角

落安居乐业为“寰”，提供诚实可靠的服务为“诚”。公司国

外资源丰富，谙熟移民法规及政府工作惯例，与政府部门和专

业机构保持着直接、密切的联系，随时掌握最新的信息。专业

的外籍律师团队、深厚的跨文化交际经验、完善的客服体系以

及贴心的海外服务，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客户的利益，有效提

高成功率。

天津寰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坚持专业原则，愿与战略合

作伙伴一起为您提供独一无二的一站式全方位服务。全程服

务包括：

1. 对申请人进行免费评估，根据申请人的背景条件分析

成功的可能性；

2. 为申请人准备充分、完备的申请文件；

3. 申请程序开始后，及时与移民审核部门联系，关注个

案进展，随时解决出现的问题；

4. 由外籍律师为客户进行一对一的面试辅导；

5. 移民申请成功后，提供接机、找房、购房、银行开户

服务，为客户提供包括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有关的

一系列支持，为客户提供最专业、最值得信赖的后续安家优质

服务；

6. 申请公民手续的咨询服务。

天津寰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7 0 Friendship
2020年第2期

会员企业掠影

TSCPE
Members

肖枫

天津西青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杨柳青支行 行长

2008年—2010年，任民生银行信贷经理；

2010年—2018年，任浙商银行拓展部总经理；

2019年至今，任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杨柳青支行行长。 

联系方式

电话：13820090721

网址：http://www.bocfullertonbank.com/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柳口路与后大道交口处商务楼3号

中银富登村镇银行

中银富登村镇银行由中国银行与新加坡富登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合资成立，汲取本土优势与国际经验。中银富登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首批试点设立的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

注册资本为10亿元人民币，注册地为雄安新区。其中，中国

银行出资9亿元，持股比例90%。在经营村镇银行业务的基础

上，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范围还包括投资设

立和收购村镇银行，以及为村镇银行提供代理支付清算、政策

咨询、信息科技、产品研发、运营支持、培训等中后台服务。

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致力于为本地的中小企业、微型企业、

个体工商户、工薪阶层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为大力支持小

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发展，本行创新了一系列产品，以满足

全区内各种经营的不同需求，追求与客户“共同成长，成就梦

想”。

经营类贷款

特色①：法人银行，独立审批，方便快捷，最快3-5日审

批；

特色②：贷款期限最长可达5年，中途无需过桥，节约成

本；

特色③：担保方式多样，接受住宅、商铺、写字楼、工业

用地厂房、机器设备抵押，抵押率最高 75%。且最高可附加

1.5倍信用敞口（例如：100万元房产可贷出150万）；

特色④：支持西青区小产权房抵押；

特色⑤：支持纯信用、无抵押贷款，最高额度200万元；

特色⑥：无账户管理费、转账手续、评估、抵押登记等任

何相关费用。

个人金融消费类贷款

特色①：期限长，可做10年期抵押消费类贷款；

特色②：信用类，最多可做30万元；

特色③：西青区小产权房可申请装修贷款。



7 1Friendship
2020年第2期

由于版面有限，后续会员介绍将分多期在杂志上进行宣传，敬请关注！如果您对我们会

员的业务感兴趣，可以与协会联系进行沟通洽谈。

陈毓生

陈毓生，品墨轩主，津门潮人。袁晓园先生入室弟子，民革党员，政协委员。

读书自学，双修书画数十载，不拘一格。书法求典，画见其心。文以载道，有感

而发。曾为若干位书画家撰文，并在《人民日报》《美术报》《中国书画报》《中国

书画》和《书法导报》等报刊发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理论专著和书画集五部。

书画作品多次参赛入展并获奖。润格国画20000元/平尺，书法作品30000元/平

尺。海内外部分博物馆、全国政协礼堂、中组部老干部局、民革中央、周恩来纪念

馆、外国驻中国若干大使、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亲属均有收藏。

陈毓生对本会的各项活动十分热心，时常潇洒执笔，将自己的书画佳作赠与会内

优秀企业家及社会各界友人。研习书画艺术多年，他始终坚持以书画活动为载体，为

社会慈善事业和城市友好合作尽心出力。

现为：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天津协会会员

国家一级美术师

CCTV中国影响力、艺术家沙龙文化中国网特约评论家

香港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香港美术报副总编

中国国画家协会培训中心教授

山东艺术设计学院教授

民革中央画院理事

天津南开画院副院长

北京湖社画会理事

Friendship Bosom Friends
友好挚友

联系方式

电话：022-23282836　　　邮箱：tscpe@tscpe.org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72-74号云翔大厦九层

陈毓生先生书画作品承接定制，欢迎交流、收藏！

联系方式

电话：13323382279

邮箱：chaorenyushe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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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下午，天津市与澳大利亚墨尔本市建立友好城市

关系40周年视频座谈会在天津和墨尔本共同举行。天津市市

长张国清和墨尔本市市长萨利·凯普进行视频座谈。

张国清说，1980年5月，天津与墨尔本建立友好城市关

系，这是中澳之间第一对友城。40年来，双方了解和互信不

断加深，交往形式和内容不断丰富，在人文交流、经贸往来和

共谋发展等方面广泛合作，两市人民建立了深厚友谊。今年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两座友城相互援助，情谊更加牢固，我们愿

继续为贵市战胜疫情提供帮助和支持。

张国清说，第四届世界智能大会采用“云上”办会模式，

取得了圆满成功，希望双方在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深化合作。

天津将学习借鉴墨尔本在生态环保领域的丰富经验，不断推动

城市可持续发展。两座城市同为以河兴城、以港兴市，目前天

津正在加快打造世界一流绿色港口、智慧港口，希望双方在港

口规划建设、临港产业发展、国际航运物流等方面携手并进。

经济管理培训项目已成为津墨两市交流合作亮点之一，双方要

共同努力，创新项目形式，持续为两座友城的发展与合作贡献

智慧。40年守望相助、40年风雨兼程，愿两市继续开启深化

务实合作的新篇章。

萨利·凯普对两市建立友好关系40周年表示祝贺。她

说，40年来，墨尔本与天津在商贸、人文、旅游等方面合作

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年疫情期间，天津向我们无私伸出援手，

朋友间的友谊愈发浓厚。面对挑战，我们要进一步探寻智慧城

市建设、港口发展、市容规划等方面合作机遇，也希望有机会

再到天津访问，祝愿两市人民身体健康、城市更加繁荣。

天津市副市长金湘军和市政府秘书长孟庆松出席。

当 地 时 间 8 月

7日，“中国—里

约友好日”庆祝活

动在线举行。中国

驻 里 约 热 内 卢 总

领事李杨，里约热

内卢州议员古斯塔

沃·图图卡，巴西外交部驻里约热内卢办事处主任拉莫斯大

使，巴西各界友人和华侨华人代表等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2018年，里约热内卢州议会通过立法确定8月8日为“中

国—里约友好日”，并将中国春节确定为里约州官方节日。中

国驻里约总领事李杨在致辞中表示，“中国—里约友好日”充

分体现了里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为深化两国及两国

人民间的友谊与合作提供了动力、平台和契机，具有重要意

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已向巴西政府、中国各

省市向里约等巴西各州市捐赠多批抗疫物资，并协助采购医疗

设备。下一步，中巴双方包括中国地方省市与里约等州市之间

将会进一步深化抗疫合作。

里约热内卢州议员古斯塔沃·图图卡对疫情期间中国政府

和里约华侨华人对里约州捐赠多批物资表达感谢。巴西外交部

驻里约办事处主任拉莫斯大使表示，目前，中国是里约州最主

要的出口目的地，在里约生活的华侨华人也在当地的经济发展

中占据重要角色。疫情期间，两国人民守望相助，里约华侨华

人向当地社区和机构等捐赠了大批防疫物资，这是两国人民之

间深厚友谊的体现。

会议期间，与会嘉宾还见证了里约侨团代表向里约州议会

捐赠防疫物资的交接仪式。

增进友谊密切往来 开启务实合作新篇章

□ 来源：天津日报

“中国—里约友好日”庆祝活动在线举行

□ 来源：国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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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又一中英合作

创新中心落户开发区！” 

近日，天津英中石墨烯科

技有限公司与天津开发区管委

会签署投资合作协议，天津石

墨烯工程创新中心将落户天津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协同创新

示范基地。 

天津石墨烯工程创新中心
天津石墨烯工程创新中心

未来将联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Graphene@Manchester(英国国家石墨烯研究院&石墨烯工程

创新中心)在新材料领域的科研优势，致力于石墨烯及其他2D

材料的研究和技术开发，着力构建集石墨烯应用技术创新、中

试及产业化为一体的石墨烯创新生态系统。促进国际优质科技

成果的产业化，解决产业面临的共性技术问题，培育石墨烯产

业集群，力争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石墨烯产业新型研发中心、

协同创新中心和国际孵化中心。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

了新能源新材料、汽车和零部件、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

集群。天津石墨烯工程创新中心此次落户在泰达，双方未来力

求利用已有的生态体系，探索新制度与模式，在共同打造技术

创新与产业合作的平台基础上，创造更多国际合作机会。 

两城友好合作联合办公机构 
据了解，落户在滨海新区的天津石墨烯工程创新中心，是

天津与大曼彻斯特郡于2019年12月签署友城合作协议后，在

两城友好合作基础上的首个合作成果。 

两城友好合作联合办公机构也将落户在天津石墨烯工程创

新中心，旨在为两城在国际商务交流、国际孵化中心、高层领

导互访等方面建立更密切的工作关系，促进两城在新材料、生

物医药创新、先进制造、AI等多领域开展合作交流，并推动中

英在更多领域中的合作。

中国驻韩国大使与韩国企业家恳谈会近日在韩国仁川举

行。与会中韩人士表示，中国经济率先企稳回升将有力带动世

界经济复苏，期待中韩两国继续加强经贸合作交流，实现共赢

发展。

当天恳谈会由中国

驻韩国大使邢海明、韩

国仁川市官员以及10多

名韩国知名企业代表参

加，议题聚焦疫情下中

国经济形势和后疫情时

代中韩合作前景。

邢海明在主旨演讲中说，在疫情极端压力测试下，中国经

济显示出巨大韧性，二季度GDP实现正增长，极大提振了国际

社会信心。中国将继续坚持多边主义，不断扩大和深化对外贸

易投资，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发展。他表示，目前中国市场开放

度持续扩大，经济“磁场”引力更强。中韩是率先管控疫情、

经济深度融合的近邻，两国具备疫后率先实现经济复苏的优

势，希望双方在后疫情时代抢抓先机，共同开辟新的增长极。

韩国仁川市经济本部长边周荣表示，韩中经贸合作在扩

大就业、提振经济等方面为韩国地方创造了实实在在利益。

韩方对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期待两国在后疫情时代实现

共赢发展。

SK能源公司副社长尹礼善、三星生物公司专务尹镐烈、

希杰中国副总裁金泳秀等韩国企业代表表示，中国经济率先

企稳回升，有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韩企将继续深耕中国市

场，期待韩中在生物制药、天然气能源、文娱影视、新基建

等领域加强合作交流，广大在华韩企愿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

中英合作激发创新火花！石墨烯工程创新中心落户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 来源: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中韩人士：中国引擎助力世界经济复苏

Friendship Cities
友好城市

□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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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冼国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根据《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安排，

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新一轮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为

平台和突破口，全面推进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更加有

力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他介绍，新一轮试点开

放力度进一步加大，在运输、教育、医疗、金融、专业服务等

领域，重点推出26项举措。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

单。”冼国义介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商务部将扩大开放作

为本轮试点的一项重点任务，提出坚持要素型开放与制度型开

放相结合、开放与监管相协调、准入前与准入后相衔接的原

则，有序拓展开放领域，推动取消或放宽对服务贸易的限制措

施；探索制度开放路径，在试点地区重点围绕新兴服务业开放

进行压力测试。

冼国义表示，围绕这些探索方向，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提

出了26项开放举措，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一是针对跨境交付

和境外消费，进行开放压力测试；二是针对自然人移动，探索

放宽特定服务领域限制性措施，推动职业资格互认，便利境外

专业人才来华创新创业；三是针对以上三种模式开放后进一步

提升开放成效，鼓励试点地区加强服务贸易国际合作。

冼国义介绍，这些举措，有些在所有试点地区推进，有一

些在部分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先行先试，这体现了压力测试的

内容。经评估后，具备条件的可向全部试点地区，甚至全国推

广。对于试点工作具体施工方向，冼国义表示，“试点工作是

一项系统性的工程，要按照国务院批复要求，做好横向协作、

纵向联动，各负其责、发挥合力。”

其中，在横向协作方面，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按照国

务院批复和试点总体方案的责任分工，加强对试点工作的协调

指导和政策支持，主动引领开放，推进探索任务，创新政策手

段，按总体方案要求制定政策保障措施。纵向联动方面，试点

地区人民政府（管委会）作为试点工作的责任主体，负责试点

工作的实施推动、综合协调、政策协调及组织保障，逐项落实

试点任务，为全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探索路径。

8月3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交通部联合发布《关

于加快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指出到2035年，将全面建成智慧、绿色、安全、高

效、繁荣、创新、港城一体的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天津港

已成为世界级港口，国际航运中心的排名进一步提高，集装箱

吞吐量力争达到3000万标准。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人指出，区域港口一体化发展

是京津冀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要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高水

平配置港口资源，打造功能完善、分工合理、错位发展、高效

协调的津冀世界级港口群；鼓励津冀港口企业以市场为导向，

以资本为纽带，加快整合，实现集约化经营。天津港重点发展

集装箱干线运输，调整优化散货运输结构，建设国际枢纽港。

根据《意见》，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定位在于：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支撑，服务“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

陆海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现代国际航运枢纽。补充设施短板

和集疏运短板是今后的建设重点。

相关扶持政策将进一步完善。《意见》明确指出，天津港

应纳入建设交通强国的试点。研究建立海铁联运的弹性运价

机制。天津研究设立天津港航运发展基金，支持港口建设和发

展。

商务部26项举措 推动服务贸易开放提速
□ 来源：中国经济网

两部委加快建设津冀世界级港口群
□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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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8月14日发布《关于印发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试点总体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公布了数字

人民币试点地区，明确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中

西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

《通知》指出，由人民银行制订政策保障措施，先由深

圳、成都、苏州、雄安新区等地及未来冬奥场景相关部门协助

推进，后续视情扩大到其他地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

研究员董希淼指出，从目前公开披露的信息来看，包括政府部

门、商业银行、硬件设备供应商等试点机构都积极参与。同

时，在试点地区还会在一些具体产品中进行测试。

数字货币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好处——可以节约成本。武汉

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认为，相对于传统的纸

币，数字货币极大地降低了货币的流通成本，简化了人工成

本。更重要的是，数字货币将会比传统货币表现出更高效的支

付效率，更安全的支付方式以及更加便捷的支付清算手段。

央行行长易纲曾指出，当前，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日

益重要的驱动力。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和应用，有利于高效地

满足公众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对法定货币的需求，提高零售支付

的便捷性、安全性和防伪水平，助推我国数字经济加快发展。

为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和创造力，充分发挥民营经济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天津市制定出台《天津市营造更好发展环

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措施》，从七方面提出了26条具

体措施。

在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方面，包括进一步放开民营企

业市场准入，实施公平统一的市场监管制度，强化公平竞争审

查制度刚性约束，破除招投标隐性壁垒，共4条具体措施。

在完善精准有效的政策环境方面，包括进一步减轻企业税

费负担，优化金融支持民营企业政策，健全银行业金融机构服

务民营企业体系，完善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制度，健全民营

企业融资增信支持体系，建立清理和防止拖欠账款长效机制，

建立完善应对疫情影响帮助企业化危为机的政策体系，共7条

具体措施。

在健全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方面，包括健全执法司法对民

营企业的平等保护机制，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财产，共

2条具体措施。

在鼓励引导民营企业改革创新方面，包括引导民营企业深

化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加强创新，鼓励民营企业转型升级优化

重组，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机制，共4条具体

措施。

在促进民营企业规范健康发展方面，包括推动民营企业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引导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共2条具体

措施。

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方面，包括建立规范化机制化政企沟

通渠道，创新服务民营企业模式，建立政府诚信履约机制，共

3条具体措施。

在组织保障方面，包括建立健全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机

制，完善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工作机制，健全舆论引导和

示范引领工作机制，从严整治“有政策不落实”顽疾，共4条

具体措施。

Friendship Compass
友好导航

商务部明确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
□ 来源：央广网

天津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26条举措支持民企发展

□ 来源：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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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cdotes

趣　闻

人们常说“笑一笑，

十年少”，笑的健康益处

数不胜数。近日，瑞士巴

塞尔大学开展的一项新研

究 发 现 ， 相 较 于 笑 容 程

度，笑容的频度与心理健

康关联性更高，多笑比大

笑更延年益寿。

为探究日常生活中的笑与压力感受及负面情绪之间的关

系，巴塞尔大学心理学系临床心理学和流行病学研究小组的研

究员西娅·詹德·谢伦伯格博士和伊莎贝尔·柯林斯博士，

在校内招募了41名平均年龄22岁的心理系学生（其中女性33

人）。在为期14天的追踪随访中，参试者每日随机接收到8次

手机语音提问，回答“刚才为啥会笑”“是礼貌性地一笑、哈

哈一声笑还是笑到流眼泪”等问题，并就今日遭遇的压力事

件和身体反应（如头痛、失眠、坐立不安等）进行描述。结果

发现，人们每天平均笑18次，笑意通常来源于与他人的正面

互动和自我愉悦体验。感受到笑意的程度和频度因年龄、性别

及一天中的不同时段而有所差异，例如女性通常比男性更爱

笑；一天中时不时就笑一笑，比一次性捧腹大笑更有助于减轻

压力，改善情绪。研究报告刊登在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综

合》期刊上。

上述研究提醒我们，展现“正能量”能带给别人快乐，也

会带给自己健康。无论是开怀大笑还是微微一笑，记得常把笑

容挂在嘴边。

众所周知，吃了不干净或腐败变质的食物可能引起食物中

毒。鲜为人知的是，有些食物即使清洗干净了、没有腐败变

质，也可能天生带毒素。更可怕的是，有些毒素不怕高温，需

要格外注意。

河豚：河豚毒素。河豚味道鲜美，但含有剧毒，民间自古

就有“拼死吃河豚”的说法。河豚毒素是一类神经毒素，0.5

毫克就可致人死亡。其热稳定性好，煮沸、盐腌、日晒均不能

将其破坏。不过，养殖河豚已经实现无毒，可以放心食用。防

毒建议：如果想吃河豚，最好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养殖的，野生

的一定不要吃。

毒蘑菇：多种毒素。不同类型的毒蘑菇含有不同的毒素，

也有一些毒蘑菇同时含有多种毒素。每年全国各地都会出现

采食野生蘑菇中毒死亡事件。原因在于，很多人过分相信自己

辨识毒蘑菇的能力，还有人受到错误辨别方法的误导。防毒建

议：别吃不认识的蘑菇。

新鲜的黄花菜：秋水仙碱。秋水仙碱进入人体后被氧化成

二秋水碱，这是一种毒性很大的物质，能强烈刺激肠胃和呼吸

系统，导致恶心、呕吐、腹泻以及腹痛等，更严重的会有肌肉

疼痛无力、手指脚趾麻木等症状。防毒建议：先将鲜黄花菜用

开水焯一下，再用水浸泡2小时以上，捞出后挤掉汁液，彻底

炒熟。

苦杏仁：苦杏仁甙。苦杏仁甙水解后会产生有毒的氢氰酸

和苯甲醛，会引起中毒，甚至可能致命。防毒建议：苦杏仁不

要直接吃，应反复用水浸泡，并充分加热后再食用。

发芽发绿的土豆：龙葵素。发芽后，土豆芽眼、芽根和变

绿、溃烂的地方，龙葵素的含量剧增。人吃了这种土豆，轻

者恶心、腹痛，重者可出现呼吸困难。防毒建议：土豆应在阴

凉、干燥处存放，如出现小部分变绿、发芽，可把变绿、发芽

部分削去，在烹饪时加点醋，酸性可促进龙葵素分解，加热后

可食用，如土豆发芽、变绿面积超过一半，就不要吃了。

多笑比大笑更延年益寿
□ 来源：人民网

哪些食物天生带“毒”
□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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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对全球近20%珊瑚

礁区域的调查显示，鲨鱼已在部分海域“功能性灭绝”，这是

自有记录以来珊瑚礁鲨面临的最大的一次数量锐减事件。

美 国 佛 罗

里达国际大学

的海洋生物学

家迈克·海特

豪 斯 和 戴 米

安·查普曼在

5 年 前 开 始 一

项名为Global 

FinPrint的合作研究，旨在以标准化方式调查世界上所有的礁

鲨（该物种比漫游公海的鲨鱼更易发现）。在五年的时间里，

该团队对371个热带珊瑚礁群进行了调查，拍摄并分析了超过

18000小时的视频。该研究表明，人口密度大、治理不善和过

度捕捞共同导致了海洋中的“顶级捕食者”在8个国家的水域

“功能性灭绝”。

石溪大学的海洋生物学家艾伦·皮基奇（未参与该项目）

表示：“该项目是迄今对鲨鱼数量最全面的研究。”他表示，

这些发现支持了渔业在许多地区导致珊瑚礁鲨数量严重减少的

结论。

和其它大型动物一样，鲨鱼很容易受到过度捕捞的影响，

因为它们生长缓慢，后代不多。然而，珊瑚礁鲨在其他一些区

域（如巴哈马、英属西印度群岛、法属波利尼西亚等）数量却

很丰富，这表明人为措施干预有效。

通常这些国家和区域都有鲨鱼保护区。巴哈马禁止捕捞

鲨鱼政策已实施30年，此举在保持珊瑚礁鲨种群方面非常有

效。另一项有效措施是规范捕鱼行为。除了这些鲨鱼保护策略

外，研究人员分析表明，科学的捕鱼管理措施在某些地区可能

发挥更大作用。例如，在英属西印度群岛，采用锁定特定鱼类

的渔具而非长线渔具会使鲨鱼免于被捕捞。

Global FinPrint项目已经结束，研究人员计划使用收集的

数据研究鲨鱼的生态作用和它们灭绝后珊瑚礁生态系统的状

况。目前，该类数据已经用于监测各类鲨鱼物种的保护现状。

塑料垃圾对生态

环 境 造 成 了 巨 大 危

害，对人类健康也产

生巨大的威胁，发展

新一代可持续塑料替

代材料迫在眉睫。记

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获悉，该校俞书宏

院士团队成功研制了一类超强、超韧、透明的高性能可持续仿

贝壳复合薄膜，成功构筑了“砖-纤维”仿贝壳层状结构，使

该薄膜展现出远超传统塑料的力学性能，展现出比塑料薄膜更

突出的综合性能。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物质》上。

据介绍，这种高透明高雾度薄膜得益于致密的仿贝壳

“砖-纤维”结构，通过薄膜内部孔隙的填充保证透光效果，

通过纳米片-纤维素的界面散射保证光学雾度，从而可以在

370—780纳米的可见光谱波长范围内，同时实现超过73％的

高透明度和超过80％的高光学雾度。同时，该薄膜还具有高

强、高韧的优异性能，分别是商用PET塑料薄膜的6倍和3倍

以上。此外，纳米纤维三维网络和“砖-纤维”仿贝壳结构设

计，有效抑制裂纹扩展，同时纤维变细效应可以提高材料内部

纤维间的氢键密度、促进薄膜拉伸过程中的纤维滑移，从而使

材料兼具高强度和高韧性。而且，该薄膜在250℃下仍能保持

结构和性能稳定，在极端环境下具备比塑料薄膜更为优异的服

役性能。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仿生薄膜材料集成了优异的光学、力

学和热学性能，并且在自然条件下可以完全生物降解，克服了

废弃塑料难以降解的问题，在满足柔性电子器件基底材料光学

透明性、柔性、低成本以及高低温下的尺寸稳定性等要求的同

时，全生命周期绿色无污染，在未来柔性电子器件领域将具有

广泛的应用前景。

鲨鱼已在部分海域“功能性灭绝”
□ 来源：科技日报

我国科学家成功研制可降解仿生透明薄膜
□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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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环线·围堤道》

40cmX30cm   

亚麻布油画

《友好》杂志为天津市友好合作城市企业促进会内部刊物，重点宣传天津友城、促进会会员企业、普及友城知

识、介绍国内国际经济热点。2009年12月创刊，2012年正式实行双月刊发行，每期5000册，截至目前已累计发行58

期，累计发行近二十余万册。而且会刊内容更加丰富、更具实效性，发行渠道更加顺畅，读者涉及企业、政府、事业

单位等各领域、各行业的精英人士，受众更加广泛。

目前《友好》会刊在全市1000多个中高档消费场所定点投放，并定期向各界人士邮寄。《友好》会刊提高了我会

会员企业的知名度，也为会员企业提供了对外经贸领域的第一手资料，为会员积极走出去，到全球化的浪潮中去“冲

浪”、去“游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约稿及服务：

为了办好刊物以及更加有效地加强会员单位的进一步交流与了解，本会欢迎各会员单位人员、相关部门及有关人士

踊跃投稿。如有印刷品、设计、翻译及会务等事宜，亦可联系本会，本会办公室愿竭诚为您服务。

创作心语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就业参加了工作，那时每逢周末无论冬雪炎夏都是我最

开心的时刻，一早便带着吃的骑上旧自行车，驮着油画箱子绑好画框，开始我飞笔

舞色如醉如痴的一天！年轻就是资本，无论是北郊的引河桥，西开的法国教堂，小

白楼的墙子河，还是海河两岸的变迁群楼，都是我猎取寻觅写生灵感的宝地。时光

飞逝，几十载过去，如今的我仍不时地拎着画箱流连在大街小巷，探究着绘画的漫

漫之路。    

这幅《天津·中环线·围堤道》写生于2017年，油画的主体建筑与立交干线就

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天津大规模改建工程初始的见证。顶端圆形的天津日报大楼美

景依旧，贯穿津城的中环线围堤道与解放南路交口路段依然川流不息！

——张胜

艺术家简介

张胜　天津人,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