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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会  服务发展
楚商

5 月 25 日，在我会名誉会长、浙江武警总队司令员陈进平将军、

会长郭嵩、常务副会长李斌、副会长张俊及秘书处等人员的陪同下，原

国防大学政委赵可铭上将、原浙江省省长万学远莅临我会办公室、西湖

六十七等进行考察、指导。

筹建楚商大厦，是本会第三届理事会三年重点工作目标之一，也是解决我会会员企业发展后劲的大事，

更是在杭湖北人的梦想。

为积极、有效、务实和可行地推进大厦筹建工作，经会长班子专题会议研究决定，郭嵩会长牵头，叶

刚副会长具体负责，先期在会员中开展需求意向摸底调查；以制定有效的筹建计划，切实做好大厦选址定位、

资金筹集及各方面资源整合等工作，为正式成立项目班子，全面启动大厦建设打好基础。

 目前，己有部分同志参与度较高，意向积极。为此，请有需求会员抓紧、认真、如实填写如下意向表：

1、此表可通过网上邮箱、传真、邮寄等于 8 月 30 日前报商会秘书处。

2、商会秘书处垂询电话：86813827          电子邮箱：hzhbsh@163.com

     微信公众号：hzhbcc   商会网站：www.hzhbcc.com 

姓名 单位 商会职务 电话

需求面积（M2 ） 自用或投资 心理价位 选址方向

首期出资

其它要求

 



序号 姓名 商会职务 助学人姓名
捐助金额（元） 合计（元）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3 年 4 年

1
郭  嵩 会长

马瑞红 5000 5000 5000 　 15000
　

2 李杰 5000 5000 5000 　 15000

3 肖太春 常务副会长 刘艳 5000 5000 5000 　 15000 　

4 易秀成 常务副会长
张诚 5000 5000 0 　

15000 　
王晓庆 0 0 5000 　

5
李  斌 常务副会长

刘美凤 5000 5000 5000 　 15000 　

6 熊小露 5000 5000 5000 　 15000 　

7 余先锋 原常务副会长
田晓霞

5000 5000 0 　 10000 　

8 李国强 副会长 0 0 5000 　 5000 　

9 陈  林 常务副会长 胡梦霏 5000 5000 5000 　 15000 　

10 熊自量 副会长 郭晓云 5000 5000 5000 　 15000 　

11 张  勇 副会长 刘顺意 5000 5000 5000 　 15000 　

12 陈步东 副会长 帅慧 5000 5000 5000 　 15000 　

13 高先超 常务副会长
周书慧 5000 5000 0 　

15000 　
杨宜 0 0 5000 　

14 王建国 副会长 汪燕艳 5000 5000 5000 　 15000 　

15

周家志 原副会长

冯铃 5000 5000 5000 　 15000

　
16 周露 0 0 7500 　 7500

17 陶军 副会长
李宗微

0 0 5000 　 5000 　

18 商会 　 5000 5000 0 　 10000 　

19 李嘉钧 副会长
李杨

0 5000 5000 　 10000 　

20 商会 　 5000 0 0 　 5000 　

　 合计（元） 　 　 80000 80000 87500 　 247500 　

 为弘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公德爱心，我会建立了“爱心基金”。首先选择浙江工商大学结对助学，

成为该校学生助学成材基地。自 2010 年开始，按 4 年捐助 19 名鄂籍贫困学子学费。至今已捐助 3 年共

计 24.75 万元。捐助人员是 :

捐助贫困学子  弘扬公德爱心

金薇冬参加“同心赈灾，情系雅安”
书画捐赠活动

异地在杭商会、办事处培训班
在市委党校举行

4 月 22 日，由民进浙江省委会、

浙江开明画院、浙江企业家联谊会共

同举办的“同心赈灾、情系雅安”的

赈灾笔会捐赠活动在杭州举行。

这次捐赠的有吴山明、张耕源等

全国及全省 30 余名知名书画家的作

品，金薇冬共捐赠书法作品两幅。捐

赠仪式上，民进浙江省委会主委、省

政协副主席蔡秀军，民进浙江省委副

主委、民进杭州市主委赵光育，开明

画院院长、著名画家吴山明等领导发

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为书画家们

颁发了捐赠证书。

这些作品义卖后，所得善款将全部捐赠灾区。同时浙江企业家联谊会的企业家们也慷慨解囊，共捐赠 100

万元支援灾区人民重建家园。

为进一步做好“两外”服务工作，提升异地在杭

商会、各地驻杭办事处规范化建设水平，促进杭州市

与各地的合作交流，杭州市经合办于 2013 年 7 月 3

日至 5 日，在杭州市委党校新址，举办一期异地在杭

商会、各地驻杭办事处负责人培训班。

培训班邀请了各方面专家、学者进行授课。分别

讲授了“创新招商手段，提升招商成功率”、“建设

智慧型城市，开辟发展新蓝海”、“实现经济形势与

非公经济发展”、“杭州产业发展重点与空间布局”、

“健康生活讲座”等。同时，召开了异地在杭商会半

年工作会议。会议简结上半年工作，并由福建、湖南、

温州商会介绍建会经验。最后徐文霞副主任作了会议

小结，提出了下一步工作要求。

　　我会郭嵩会长、肖太春常务副会长、余新洲秘书长参加了培训。



市直机关工委领导
到我会调研党建工作

6 月 18 日，杭州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锦南、组织处处长左明、组织处副处长

胡红阳、组织处主任科员黄建华一行，专程来到杭州市国内经济合作办机关党委所属

的杭州湖北商会党总支，实地调研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情况。市经合办副主任、机关

党委书记雷金土，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陈国军和调研员何民，以及机关党委所属的部

分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负责人参加了调研。此次调研主要采取座谈交流、实地察看的

方式，围绕“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开展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困难；新社会组织

推行星级管理工作情况；新社会组织对加强党建工作的意见建议”等三个方面展开。

调研中，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陈国军，我会党总支书记高先超、秘书长余新洲，浙

江新世纪经贸专修学院、杭州国电能源研究院党委、杭州泉州商会党支部、杭州温州

商会党支部、沈阳驻浙办党支部等分别代表经合办系统各个类型的新社会组织，从不

同侧面作了专题发言。

在听取大家的踊跃发言后，市直机关工委对我会党建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就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解答。

市经合办领导
和沪杭企业联合会会长

来我会考察

2013 年 5 月 30 日下午，杭州市

经合办党组书记、主任及有关处长，

陪同上海市各地在沪（商会）联合会

会长胡雅龙、副会长倪伯祥、张汉民，

秘书长黄耀以及杭州市来杭投资企业

联合会副会长、杭州福建商会会长林

法清，副会长陶礼钦来我会考察检查

商会工作。

首先，客人参观了我会办公场所，

听取了秘书长余新洲商会工作情况简

介，并对我会文化建会、特色发展工

作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我会依托商

会办公场所建立楚商创业发展服务基

地给予高度赞扬。接着就党的十八大

以来，国家对商会等新社会组织管理

的政策新思路，展开了探讨交流。

我会郭嵩会长、余新洲秘书长参

加了考察交流。



市经合办基层党组织书记
来我会交流指导

4 月 12 日下午，市经合办党委召开创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会议，全体人员在

会议召开之前来到我会党总支部所在地——玉皇山路 76 号商会办公室，参观了我会党总支建设展板。秘书长

余新洲将我会党组织成立近四年来的历程，向到会领导和书记们作了详细汇报，交流了商会党组织抓“创新服务，

特色发展”的基层党建工作。

市经合办机关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国军、各基层党委书记、副书记和组织委员，各直属党支部书记等

共 40 余人参观指导，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罗庆华到场指导。

第三届第二次会长沙龙
在商会办公室举行

5 月 23 日下午，由曾晶晶副会长主题演讲

《资本运作与理财》的第三届第二次会长沙龙

在商会办公室召开。参加活动的会长班子及有

关人员有：郭嵩、李斌（李新成代）、易秀成

（沈寒雪代）、陶军、曾晶晶、赵炜、李嘉钧，

监事长胡年新及秘书处工作人员等 20 余人。活

动还邀请到了商会高级顾问万光政、金融专委

会顾问刘友兰。杭州敦和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商会理事张拥军应邀参加活动。

余新洲秘书长主持了本次沙龙。

首先由曾晶晶副会长就其杭州大业投资有限公司、杭州易财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经营状况、经营模式及

经营理念作了主题介绍。随后大家对资本运作、投资理财及现在金融形式进行了热切的探讨、分析和分享。浙

江广成汽车集团李新成董事长还与大家分享了其公司应对金融危机的种种经验；刘行长与各位会长分析整个杭

州经济市场的情况；高级顾问、杭州日报报业集团万光政总编与大家分享中小企业如何利用地方及国家政策帮

助本企业发展，给本企业带来更多的营利。整个沙龙活动气氛轻松，大家兴致勃勃、相谈甚欢。

最后由郭嵩会长对本次沙龙活动作了简单的小结，并对东道主杭州大业投资有限公司、杭州易财盟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晶晶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第三届第三次会长沙龙
在商会举办

6 月 27 日下午，第三届第三次会长沙龙在商会举办。参加活动的会长班子有：郭嵩、高先超、王建国、叶刚、

尚大斌、李嘉钧、赵炜及秘书处工作人员等 20 余人。活动还邀请到了商会咨询顾问金江海参加此次沙龙活动。理

事李萍、明民道应邀参加。

活动由余新洲秘书长主持。首先由副会长赵炜介绍了其公司的经营范围、公司情况及销售模式，随后给大家分

享了个人经验总结的营销商业模式。商会咨询顾问金江海总经理谈了其所在的浙江物产集团国际货运公司如何从危

难时机经营到现今颇有规模的状况，各位会长们也深受启发，大家纷纷就现代化的各类营销模式进行探讨与分享，

各抒已见。期间商会理事、济泽文化产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明民道给大家介绍了现今各企业对员工营销模式理念的培

训的重要性；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高级总监李萍老师也谈了该公司直销模式与传统营销模式的区别。

最后，余秘书长向大家通报了“关于筹建楚商大厦意向调查函”的收集情况，并对活动进行总结，认为会议内

容丰富、气氛活跃。

郭嵩会长代表各位与会人员感谢赵炜副会长这次沙龙活动的精心承办和热情招待。

投资携手  抱团合作
——以投资与抱团合作发展模式为主题的
会长沙龙在商会举行

5 月 3 日下午，我会举办了一次主题为“投资与抱团合作发展模式”的会长沙龙。参加本次沙龙的会长班子

成员及有关人员有郭嵩、易秀成、高先超、赵继宏、陈步东、张俊、叶刚、陶泰胜、李国强（派代表）、李嘉钧，

监事长胡年新及秘书处人员等 20 余人。活动还邀请到了商会金融专委会顾问刘冬林、朱俊峰。沙龙活动就投资

与抱团合作的模式、合作方式等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同时倡导以创新、情感、产业链等为纽带，携手合作，

抱团投资。

本次会长沙龙是我会在明确三届发展目标和 2013 年服务会员及工作计划后，如何贯彻落实的第一场沙龙。

在本次活动中会长们共形成了三点共识与合作举措：1、在现有的基础上，尽力在杭州建成湖北人自己的大楼——

湖北大厦；

2、用品牌运作、商会出面、打包与捆绑等的投资模式，抱团到湖北及其他地区合作投资；3、建立有效与稳

步发展的合作机制。

本次会长沙龙由副会长、杭州恒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嘉钧先生做东承办，在此深表的感谢！



为迎接建党 92 周年，重走革命前辈红色之路，重温建党创业历史，进行一次我党光荣革命

传统的洗礼，感怀党的恩情，加深了解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提高全体党员政治素质，2013

年 6 月 29 至 30 日商会党总支组织利用双休日开展“迎七一井冈山红色行”活动。参加本次活动

的人员有全体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同时邀请商会会长、党员家属等共 40 余名参加活动。

28 日（周五）晚上火车出发，29 日中午即抵达井冈山。当天主要学习、参观了毛泽东同志旧居、

当年红军主战场五大哨口之一黄洋界哨口等（观哨口营房、保卫战胜利纪念碑、红军工事遗址、

朱毛挑粮歇息处）；30 日主要参观学习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造币厂，小井红

军医院，大井朱毛旧居（1927 年毛主席来井冈山的住所，房前有“读书石”，房后有两棵与中国

的命运休戚相关的“神奇树”）、茨坪伟人旧居、最后瞻仰了北山革命烈士陵园，还在陵园远眺

了五指峰等革命圣地。在回来的大巴中，全体同志还分成 A、B 两组，进行了飙红歌比赛，

一路歌声飞扬。

29 日晚在革命圣地井冈山召开了党总支大会。大会组织新党员进行了一次庄严神圣的入

党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高先超书记领誓。总支委员王建国宣读市经合办党委的表彰

文件，并给优秀党员、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颁发证书；总支书记高先超作了总支部

2013 年上半年度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思路和安排。会后第一第二支部还就本支部的工作召

开了支部工作会议。第一支部在书记王建国的带领下，为支持支部更好地开展党员活动，各

位党员现场积极向党总支发展基金捐赠，分别是王建国 5000 元，魏雄 1000 元，邓雪琴 500 元，

陈学兵 500 元，向海堂 200 元，万亚飞 200 元，王婷婷 200 元，蔡棣 200 元，陈大明 200 元，

秦生国 1000 元共 9000 元。第二支部在书记周星新带领下，针对支部的组织发展情况和基层

党建做了民主提议和讨论。

本次迎七一党员活动主要有三大特点：一是参加人员最多、活动地点最远，也是我会党

总支至今最大一次党员外出活动；二是教育意义特别重大，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内容最为丰富、

现场感触也最深刻，是给每个党员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迎七一”党员活动；三是组织有序、

安排到位、确保安全，党员之间互帮互让，体现了我会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团结共进的精神。总之，

本次党员活动圆满达到了预期目的，收到很好的革命传统教育效果，为今后开展好党员活动

作出了样板。



我会举办教育培训产业
沙龙活动

6 月 22 日下午，我会组织的“教育培训及

相关产业沙龙活动”在商会办公室举办。参加本

次沙龙的人员主要为商会行业对口的会员，湖北

优秀创业青年近20余人。沙龙主讲嘉宾为明民道、

刘丰等。入会者各自介绍了自身企业情况和对整

合行业资源，促进会员企业抱团发展的想法。沙

龙探讨了对教育、培训行业存在的发展瓶颈，交

流经验，探索发展之策等，大家做了较深入的交

流，

本次沙龙组织有序；参与人员积极发言、畅

所欲言、给与会者很大启发；大家初步达成抱团

合作、资源共享的共识。

我会举办房地产及相关产业沙龙活动

5 月 12 日下午，我会组织的“房地产及相关产业沙龙活动”

在商会办公室举办。参加本次沙龙的人员主要为商会行业对口

的会员，湖北优秀创业青年等 40 余人。沙龙主讲嘉宾有商会

会长班子郭嵩、易秀成、赵继宏、吴德胜、张俊、赵炜、向祥

林等。会长们各自介绍了企业情况和对整合房产行业资源，促

进会员企业抱团发展的想法。这次房产沙龙对带动商会会员和

创业青年等相关产业链的共同发展，实现会员资源共享、行业

有效对接等走出了第一步。

本次沙龙有以下特点：一是会长班子积极参与支持；二

是本次沙龙组织有序；三是参与人员积极发言、畅所欲言、给

与会者很大启发；四是大家初步形成抱团合作、资源共享的共

识。

我会召开法律服务律师团
筹备会议

为认真贯彻文化建会，服务发展的建会理念，落实商会第三届理事会三年发展目标，谒诚为会员企

业提供法律服务平台，促进会员企业快速发展，商会于 5 月 5 日下午，召集了在杭具有律师任职资格、

有丰富执业经验、热心商会事业的湖北籍律师 10 多名，研究组成商会法律服务律师团筹备事宜。会议由

余新洲秘书长主持。

筹备会议主要研究了以下工作：并取得一致意见：

一是商会法律服务团的筹建与组成是商会会员企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上级部门对商会的要求，全体

与会律师一致赞同律师服务团的成立，并确定了律师服务团的基本构架，确定了商会法律顾问团人选和

法律服务律师团人选，律师团主任由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游弋律师担任，浙江众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鄢慧任副主任；

二是商讨为会员企业免费或优惠提供法律体验、咨询、培训、

维权、常年法律事务服务等方案，将具体采取电话咨询、上门

服务、定期值班、沙龙交流、培训讲座等方法切实为会员企

业进行法律服务；

三是决定于近期印制《杭州湖北商会湖北省法律援助

中心杭州工作站法律服务指南》，将各位律师的基本信息、

执业经历、擅长方向等资料，以及商会法律服务内容、

方法等印制成册，进行宣传造势，扩大影响，方便会员

企业选择。



一、服务理念

充分利用我会现在办公场所较大（200 余方）、网线设

备完善、场所功能布局齐备、环境优美、交通便捷、综合功

能齐全的条件，建立楚商创业发展服务基地，实行资源共用，

设施共享、信息共通、合作共赢。

二、服务功能：

（一）、实现八大服务

1、为会员企业教育培训、行业沙龙、产品展示、专业

会议等提供免费场地服务。

2、为会员企业商务信息交流、项目合作洽谈、资源对

接提供免费平台服务。

3、为会员企业投资理财、融资、工商、管理、商务、

创业等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4、法务服务部（湖北省法援中心杭州工作站），采取

专人定期在基地轮值或上门走访等多种形式，为会员企业法

律体检、咨询、培训、诉讼维权、常年法律事务等提供法律

权益服务；

5、为商会小微企业、大学生创业中的信息服务业、传

媒业、广告设计业、艺术品业、文化发展业、电子商务业等

入住免费提供经营办公桌位服务；

6、为会员企业人才引进、用工就业、劳资对接等提供

人力资源对接服务。

7、为商会党总支、驻浙团工委及、商会各分支机构开

展活动免费提供公共服务。

8、为浙江工商大学资助鄂籍贫困大学生提供成长成才

导师服务。

（二）、建立五个平台：

为会员企业搭建

1、互信了解的平台；

2、信息对接的平台；

3、资源共享的平台；

4、人才培育的平台；

5、互帮互助抱团合作的平台。

三、服务措施：

在会长班子的领导下，秘书处协调。具体分工：

商会会员服务：由会员服务部牵头，其他运营部门配合

党员服务：由商会党总支负责

荆楚人才服务：由驻浙团工委杭州工委负责

一、服务理念

充分发挥我会资源聚集的条件，搭建对接平台，实行资

源共用、信息共通、合作共赢、成果共享、促进发展。

二、服务内容：

1、本人当前急需对接哪些鄂浙省市政府哪些领导、部

门及个人资源，需要帮助解决哪些方面的困难问题；

2、本人可以提供哪些资源信息供商会人员共享，本企

业有哪些发展经验教训值得大家借鉴；

3、本人有哪些项目、产品等信息需要合作，同时本人

需要寻求对接哪些项目、产品发展；

4、本人有哪些有利条件帮助他人排忧解困，同时本人

遇到哪些困难需要帮助解决。

5、本企业在发展中有哪些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需要哪

些方面法律援助。

三、服务措施

经济、社会、信息、人脉等资源，是企业成功和发展的

重要条件。提供对接平台，是商会优势，因此，要敢于对接，

善于对接，促进企业发展。

1、采取定时对接和随机对接等形式，会员原则上每月

底前用短信、邮件或电话等形式发商会秘书处，如遇急需资

源信息，可及时报秘书处；

2、对项目、产品需求信息，商会秘书处及时多渠道发

布信息，为双方牵线搭桥，提供合作平台。

3、会员企业因发展需要，经商会秘书处审核，可以商

会名义出面，出公涵、必要时派专人协调联系。因企业合法

权益受侵害，可指派本会维权工作站律师提供援助。

4、对需要面见的有关领导，商会秘书处介绍或联系，

安排对接服务。

5、开展走访会员企员活动。会长班子按行政区或按家

乡市县，秘书处对扶持重点企业，了解情况，寻求解决方案，

促进服务落实。

6、商会秘书处安排专人负责对接服务工作，建立档案，

并在 5 天内对会员诉求作出答复。

十项服务会员平台
创新服务模式  完善服务平台创新服务模式  完善服务平台

——杭州湖北商会十个服务平台总汇
第一、创业发展服务基地平台

笫二、资源信息服务平台

服务是商会的立会之本。根据本会“文化建会，服务发展”的理念，为着力探索商会服务构架、

服务内容、服务机制、服务措施等商会服务模式，特总汇《杭州湖北商会十个服务平台》，力求在

服务会员，促进发展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和提升。

一、服务理念

搭建服务平台，创新服务模式

整合各方资源，促进共谋发展

二、服务对象

1、本会第三届全体会员、特邀会员；

2、商会党总支全体党员；

3、湖北驻浙团工委杭州工委骨干；

4、鄂浙两地招商引资组织与企业。

三、服务平台分类：

1、创业发展基地服务

2、资源信息服务

3、投资服务

4、商务服务

5、行业沙龙服务

6、政务服务

7、人才服务

8、金融服务

9、法律服务

10、宣传服务

四、服务事务

服务专线：0571-86813827

商会地址：杭州市玉皇山路 76 号杭州海勤疗养院海鹰楼一楼

商会网站：http://www.hzhbcc.com

商会邮箱：hzhbsh@163.com

商会微信 ID：hzhbcc

商会 QQ：574976919 



一、服务理念

搭建合作平台          整合政企资源

创新合作模式          促进抱团发展

二、投资合作模式

提倡以下三种投资模式

1、以商会出面抱团投资

1）改变单个企业投资，形成以商会为平台，抱团投资；

2）改变单一项目投资，形成多个项目链整体打包投资；

3）坚持有实体又有资本合作，有项目又有经营合作；

4）坚持合作市场化，分工产业化。

2、以知名品牌（企业或市场）抱团投资

3、以产业集群抱团投资

三、服务内容：

1、根据鄂浙两地政府招商要求，组织有投资意向的会

员企业进行考察、投资；

2、根据会员企业要求，商会出面或出文件，必要时组

织专家顾问团队，进行考察、谈判、投资；

3. 根据会员企业提供项目投资信息，及时发布并组织有

意向会员企业听证研究，，进行考察投资；

4、组织会员企业参加鄂浙两地政府招商引资活动，进

行投资合作对接。

四、服务合作单位

（一）鄂浙两地政府、各市州

1、湖北省驻长三角招商平台

上海市黄浦区苏州路 185 号 5 楼  邮编 200001

电话 021-63086296    www.hbhsz.cn

2、湖北省政府驻上海（江，浙）办事处

上海市虹口区凉城路 959 号    邮编 200434     

电话 021-65932060

3、湖北省政府经济合作办公室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东一路 17 号  邮编 430071

电话 027-87237130

4、杭州市政府经济合作办公室

杭州市延安路 484 号 2 号楼七楼   邮编 310003

电话 0571-85101609

（二）我会投资企业

副会长单位：浙江正和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市环城东路 138 号        

总经理   吴德胜    13588785188

副会长单位：浙江美道控股有限公司

杭州市教工路 88 号立元大厦 5 层  

董事长  叶刚    13600537305

副会长单位：浙江恒派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 1750 号信雅国际 2108 室 

董事长  李嘉均  13329790999   18667932299  

副会长单位：杭州红动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登云路西城广场商务中心 2-808

总经理   陶泰胜  18888958000

一、服务理念

搭建商务平台，发挥商会资源优势，创新商会服务模式，

为会员企业发展，以及鄂浙两地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二、服务内容

1. 向政府和社会组织出售商会服务，替代鄂浙两地政府、

社会组织招商引资等商务活动，实行有偿商务服务；

2. 以鄂浙两地政府为主组织，商会积极配合开展招商引

资活动；

3. 根据会员要求，商会秘书处审议，以商会出面或发文

开展投资等商务活动；

4. 根据鄂浙两地政府要求，以及商会企业投资要求，组

织会员企业等商帮企业等，进行商务活动和投资考察。

三、服务措施

1. 凡鄂浙两地省一级商务活动由商会出面对接，市州县

区一级商务活动由家乡所在地区商会副会长、会员对接；

2. 凡鄂浙两地政府委托我会开展招商等商务活动，商会

协商专人负责，签订协议，明确责、权、利，实施商务活动

全程服务；有偿服务按《商会有偿服务制度规定》执行。

3. 凡投资考察活动，商务活动费用按本会《商会人员参

加商务活动费用使用办法》执行。

   

四、服务合作单位

（一）鄂浙两地政府、各市州

1、湖北省驻长三角招商平台

笫三、投资服务平台

笫四、商务服务平台

一、服务理念

突出发展主题，创新沙龙模式，依托商会办公设施有利

条件，采取按行业、按规模、分层次、分主题、因题制宜、

小型多样等模式，沙龙活动常态式、制度式，打造成为会员

企业加深了解、增进信任的渠道，信息资源对接的纽带，人

才培育的基地，企业的创业孵化园，互帮互助、抱团合作的

平台。

二、服务安排

在会长班子的领导下，按照商会三届理事会三年发展目

标，每年制订沙龙活动计划，以各运营部门牵头负责，秘书

处具体协调服务。原则上，会长及大中型企业安排在上班，

会员和小微企业安排在双休日 ( 周六或周日 ) 下午 2 时 -5 时。

三、服务措施

1、每期沙龙活动组织前，具体时间、主题等有关问题，

提前 3 天短信、微信、QQ、网站发布。

2、沙龙承办部门要切实负责组织落实。主讲嘉宾要结

合自身企业创业发展实践，认真准备，毫无保留介绍，达到

发展经验共勉，创业成果共享。

3、沙龙活动按主题和行业内容，有选择邀请商会各专

委会顾问参加，实行资源有效对接。

4、会员个人有值得大家分享的专项信息、重要政策解读、

创业难点的解决方案等，或者需要解决企业发展中的热点难

题问题，可向秘书处提出，酌情安排专题沙龙。

5、凡 8 人以上也可自行发起组织沙龙，报商会秘书处

做好安排和服务。

6、积极支持党群组织和分支机构，围绕发展，开展一

些主题鲜明的活动。

7、秘书处要搞好沙龙活动的协调安排，经验总结推广，

场地、茶水等各项服务工作，沙龙结束后，需要就餐由商会

免费提供工作餐。

    8、参与沙龙活动的情况，纳入商会评选先进的条件。

上海市黄浦区苏州路 185 号 5 楼  邮编 200001

电话 021-63086296    www.hbhsz.cn

2、湖北省政府驻上海（江，浙）办事处

上海市虹口区凉城路 959 号    邮编 200434     

电话 021-65932060

3、湖北省政府经济合作办公室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东一路 17 号   邮编 430071

电话 027-87237130

4、杭州市政府经济合作办公室

杭州市延安路 484 号 2 号楼七楼   邮编 310003

电话 0571-85101609

（二）我会商务事务单位

理事单位：

1、杭州胜蓝印务有限公司   

蔡棣   总经理   18057135158（印刷生产彩页、画册、

吊牌、书刊、手提袋、信封、台历、挂历、礼品盒、封套、

包装、联单、不干胶等。各种覆膜加工、烫金、烫银、模切、

压痕、凹凸、糊手袋、封套等后道加工生产 qq68559523）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勾运路运河村委边李家塘 10-1    

2、杭州利郎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冬芳    13093736668 地址    杭州市艮山东路 6 号

会员单位：

1、杭州盘古会务服务有限公司，浙江省品牌建设促进会、

本会秘书处

总经理  副秘书长   徐小娴  13003654112

地址： 杭州市中河中路 250 号改革月报大楼

2、 杭 州 康 意 旅 行 社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乔 虹      

13575769198    

地址 ：杭州市凤山门 155 号华辰假日宾馆 5 楼

3、7 天连锁酒店   总经理   刘辉 18658868458

地址：杭州市延安南路 38 号

4、杭州铭尚广告有限公司    经理    郑宝磊     

18858186382

第五、行业沙龙服务平台



一、服务理念

企业的发展主要靠人才。为此，商会要发挥资源信息优

势，为会员企业选好人才、培训好人才、用好人才，最大限

度调动和发挥人才在企业发展中积极性，提供好信息、对接

好平台。

二、服务内容

1、根据会员企业高、中、低等各类人才要求，提供相

对应的人力资源单位，搭建人才需求对接平台。

2、根据教育培训组织和机构人才培训信息，及时通报

会员企业参加；

3、根据会员企业的要求和商会需要，组织产业或专题

性培训；

4、组织会员企业参加大专院校应届毕业生招聘会。

三、服务合作单位

（一）合作单位

1、上海猎俊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人力

资源咨询服务机构，主要面向中高端人才招聘，其中包括海

外人才引进和海外留学生招聘服务。服务优势：

卓越的人才信息。超过 50 多万不同国家、不同层次、

不同专业海外华人和国内顶尖人才，涵盖金融、地产、制造、

IT 等 30 多个行业，专注于正副总裁、总经理及人事、财务、

市场、销售、技术、制造总监等职位。

 广阔的人才寻访网络

非常专业的猎头服务

超常规优惠服务。猎俊咨询依国际规范标准，按委托方

确定招聘的候选人，若未能推荐合适候选人入职，则不收任

何费用。

总经理：李晗 15821982296

公司电话（传真）：021-31138315

公司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北  路 65 号 3 楼

2、浙江工商大学

招生与就业指导处主任：周翔 13989832878

地址：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正街 18 号

（二）、我会教育培训企业

1、常务理事单位：

杭州学天教育新技术有限公司（主营执业资格、考前辅导，

为浙江地区规模最大的建筑、教育类执业资格考前辅导机构）

总经理：刘丰 13588054670

地址：杭州市中山北路 607 号现代城建大厦 7 楼

师道书院

黄  威   13588729279

杭州市凤起东路 189 号新城时代广场 3 幢 1606 室

 

2、理事单位：

金朝阳财富教育杭州颜莲子公司董事长  杜颜       

13858052308     地址：朝晖路 203 号深蓝广场 1808 室

济泽文化产业集团

董事长：明民道  13777385168

地址：杭州市三台山路三台云社 17 号

第七、人才服务平台

一、服务理念

及时有效介绍和解读国家和各级政府最新出台的政策法

规、产业导向、扶持重点等，搭建政府和会员企业政务平台，

促进会员企业学会用好政务信息。

二、服务模式

1、在商会网站、短信、微信、会刊建立政务平台，及

时介绍国家和政府新出台政策法规；

2、结合商会活动，请有关专家或党政机关 工作顾问对

有关政策法规进行解读；

3、根据会员企业要求，邀请专家顾问上门进行政务服务。

三、服务合作单位

杭州市中小企业服务网（公共服务平台）

电话 0571-87297695

地址：杭州市环城东路 23-6 号

杭州市政府门户网站

杭州工业信息网

浙江省中小企业网

第六、政务服务平台
一．服务理念：

整合金融资源，拓展融资渠道，搭建银企平台，促进合

作发展

二．服务模式 ;

融资难是制约我会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成长发展的瓶

颈。在目前时期，建立互助合作基金，实行互保联保条件不成

熟的情况下，商会为会员金融服务，主要采取四个方面服务模

式，搭建银企合作平台：

1、及时有选择的介绍有关国有和商业银行，以及我会投

融资公司，最具特色的融资和理财产品，供会员选择；

2、. 积极向有关银行和投融资公司推介我会会员企业经

营信用等情况，搭建银企对接平台；

3、. 针对单个会员企业要求，邀请有关专家会诊，推介

资信良好，费率相对低廉的银行、投融资公司、担保单位，实

行个性化服务；

4. 通过行业沙龙，探讨交流企业克服融资难的解决方案。

三、 服务合作单位 :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以及我会投融资公司，为解决小

微企业贷款难，新推出一些最具特色融资产品，可供选择：、

（一）台州银行：

以服务小微企业为宗旨，贷款产品简洁丰富、贴近市场。

贷款流程简单、灵活、快速，根据客户自身特点制定还款计划，

灵活安排资金周转， 旨在为小微企业提供一流的金融服务。

产品种类：小本贷款、普通贷款

1、贷款方式：

担保贷款，保证人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可以是法人，

也可以是自然人，三户以上可联合担保贷款。

抵押贷款，主要为房产抵押贷款，房产价值由我行自行

评估，无需收取其他费用。

信用贷款， 手续简便，快捷，不必提供任何第三方保证

担保或抵、质押物。

 产品特点：准入门槛低，不要求存积数

担保要求低，无需抵押物

贷款手续简单，办理速度快

还款计划量身定做，方便资金周转

2、 互助担保基金

为切实解决小企业融资担保难，加强授信业务产品创新，

特推出互助担保基金业务，为中小企业切实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互助担保基金总户数 20 户以上，依托中间单位，遵循大

数定律规避风险，入会客户有职责与义务开展相互监督，单户

最高授信额度不超过 300 万元（含），基金成员根据贷款相

应额度缴纳保证金，基金原则上长期有效，并设立互助担保基

金管理委员会，实行动态管理。

3、信用卡产品

贷记卡：办理金额大，主要方便客户刷卡使用，可全额

刷卡、取现，刷卡免息期最长可达 56 天，随借随还，取现手

续费为千分之二。

准贷记卡：办理金额大，主要方便客户取现金使用，可

全额刷卡、取现，刷卡免息期最长可达 52 天（3000 以内），

随借随还，取现无需手续费。

4、免费银行业务

我们立志将台州银行打造成简单、方便、快捷的金融服

务专家，让中小客户平等享受免费的高品质金融服务，服务不

收费，服务更到位！

2012 年期起台州银行倾情打造免费银行，跨行汇款免费、

跨行 ATM 取款免费、网上银行办理和使用免费、手机银行办

理和使用免费等 42 项免费业务等你来体验！

台州银行杭州分行汽车城支行        洪 平   15088652032

（二）杭州联合银行：

流动资金贷款：是指我行向客户发放的用于商品的生产、

流通或其他劳务、服务性经营所需的周转资金贷款。贷款担保

分抵押、质押和保证等形式。

项目贷款：是指我行向客户发放的用于新建、扩建、开发、

购置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贷款业务。贷款分为新建项目贷款、

改扩建项目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土地储备贷款、技术改造

贷款、科技开发贷款、商业网点贷款。贷款担保分抵押、质押

和保证等形式。

入园企业贷款：是指我行专门针对进入工业园区的企业

而发放的过桥贷款。

楼宇建设贷款：是专门针对“撤村建居”、“城中村”

改造的行政村或社区建造楼宇而发放的贷款。

仓单质押贷款：指业务申请人以其自有或第三方持有的

标准仓单作为质押物向我行申请贷款或汇票承兑的信贷业务。

经营性物业贷款：指我行向自行开发或购置的经营性物

业的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发放，以其所拥有的物业作为贷款抵

押物或者第三方提供充足担保，并以该物业的经营收入但不限

于该物业的经营收入进行还本付息的贷款。

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买卖双方企业在商品交易过程中，

约定通过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买方向卖方交付票据，卖方

在票据到期前，为取得一定的资金，贴付一定的利息将票据权

利转让给的一种融资方式。

买方付息票据贴现：企业在销售商品后，持买方企业交

付的承兑汇票到我行申请办理贴现，由买方企业支付全部或部

分贴现利息的融资方式。

 动产质押贷款：指申请人将其动产（包括商品、原材料等），

存放在我行指定或认可的仓库作为质押物，向我行申请办理的

融资业务。

杭州联合银行   下沙支行行长周仲奇 13957172828

蒋村支行 客户经理  王云霞  13819178339

（三）招商银行：

为小微企业贷款，新推出生意一卡通。十大优惠，突出是：

1、信用贷款。有房，有车，有经营，无须抵押或保证，

信用贷款轻松贷；

2、结算流量贷。通过生意一卡通的结算，结算量越大，

贷款越多。

3、.POS 贷款。通过 POS 刷卡回笼销售款项，可用流量

获得免抵押贷款，流量越大，贷款越多，最高 150 万。

4、按日计息，随借随还。用一天，算一天，不使用，不

收息，7*24 小时随借随还。

招商银行服务热线：95555-8 小微企业贷款全国申请电

第八、 金融服务平台



话专线

杭州湖墅招商支行  客户经理  钱琳    1385716100

（四）中信银行：“中小企业成长伴侣”是中信银行的特色，

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品牌。根据小企业各个成长阶段的特点，

为小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的金融解决方案。突出有：

1、基础融资产品。着力解决小企业缺少担保和抵押物的

难题，依托小企业所在供应链，进行融资结构化设计，从而提

升融资能力。融资产品有：联保贷，租权贷，贷权贷，订单贷，

账款贷，采购贷，按揭贷，扶持贷，循环贷，应急贷等 10 种。

2、集群服务方案。借助于各种企业集群和信用增级平台，

为小企业提供一揽子的金融服务。

3、特殊增值服务。是面向高速成长或成熟时期小客户提

供的 6 钟增值服务，帮助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并进行有效资

产管理和投资增值。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营业部    杭州市延安路 88 号   理财经

理 宋含奇   13656645975  

（五）华夏银行：

2009 年 11 月，华夏银行推出“龙舟计划”小企业金融

服务品牌，为小企业客户提供优质高效快捷的服务和个性化金

融解决方案。推出“平台金融”业务，采用平台对接，进行链

式开发的业务模式，其核心是一套集信用中介、支付中介、信

用创造、金融服务四大银行基础于一身的资金支付管理系统，

具有在线融资、现金管理、跨行支付、资金结算、资金监管五

大功能，通过对接供应链核心企业、大宗商品和市场商圈管理

方等平台客户的财务或销售管理系统，将银行金融服务嵌入企

业日常经营全过程，实现企业经营信息、交易信息、结算资金、

信贷资金的整合与交互。

http://www.hxb.com.cn/chinese/abouthxb/

show. j sp? id=13660941271740626&cid2=73&c

id3=12161024372340041          

 华夏银行杭州新华支行        顾淑芸   0571-87239230

（六）光大银行：

“阳光创值计划”是中国光大银行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

难和发展难而专门设计的，包括传统融资、特色融资和增值服

务等在内的一系列金融服务方案。

1、针对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光大银行依托各级科技主

管部门、科技园区管委会、科技中小企业服务机构（科技企业

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风险投资公司、担保公司、银行

同业等要素单位，积极搭建风险共担平台，实施集约化批量授

信。如担保公司担保授信、孵化器统贷授信、科技型企业联保

授信及其他创新模式等。

2、针对集聚型中小企业，光大银行通过产品或流程，实

现风险转移或多种形式的信用嫁接。如，货押融资、仓单质押

融资、中小企业联保、经营性物业贷款等。

3、针对配套性中小企业，光大银行通过产品或流程，实

现与核心企业的信用嫁接。如，核心企业供应商融资、核心企

业经销商融资、政府采购过桥贷款等。

光大银行建国路支行  俞 芬    0571-87073893 

（七）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针对小微企业的服务特点，，提供了以下七种

贷款产品，供广大客户选择：

1、房易贷。以平安银行认可的房产抵押作为担保向银行

申请授信，银行在规定的抵押率范围内，给予小微企业一定额

度的授信产品。抵押率最高达 80%。

2、组合贷。以“房地产抵押 + 补充担保方式”的组合担

保作为风险缓释措施，向拥有稳定连续性经营收入的小微客户

发放的，用于经营主体正常经营周转的授信产品。通过追加担

保方式，来增加企业融资额度。根据不同的担保方式组合，“组

合贷”主要可分为抵押 + 一般企业保证、抵押 + 专业担保公

司保证、抵押 + 第三方自然人保证、抵押 + 信用等。

 3、营运车辆 / 机械设备贷款。基于营运车辆 / 机械设备

的购买人和销售方之间的购销关系，向购买人提供融资服务用

于支付购置款项的人民币贷款业务。解决购买设备一次性支付

时，资金不足的难题。

4. 平安银行认可的第三方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用

于满足日常经营以及扩大生产规模的资金需求，向银行申请的

授信业务。

5. 凭借存单、国债、保证金质押等方式申请贷款，平安

银行根据有价凭证的种类，提供授信业务。

6. 小微企业共同基金担保授信，是指符合我行授信条件

的个体工商户、小微型企业或小微型企业实际控制人组成共同

体，缴纳资金组成小微企业共同基金，用于为基金成员在我行

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行为。

7.“收银宝”终端是专门为小微客户量身定制的新型支付

结算服务产品，集固话 POS 及第三方电话支付终端产品优点

于一体。不仅提供收款服务，还提供向上、下游客户进行转账

汇款的付款服务，足不出户即可便捷进行资金调用。

平安银行杭州分行          杨卫素   0571-87353523

（八）我会投融资企业

a) 杭州大业投资有限公司

我会副会长单位，旗下易财盟投资咨询公司是一个新型

金融服务平台。公司为手上有闲钱的客户与需要借款的客户提

供配对服务，只要你手上有闲钱，就可以通过易财盟把钱借给

陌生人，而对方会把房产抵押在出借方名下，让出借方既有抵

押物在手，又有稳定的收益（理财收益月 1.5% 起）。而需要

借款的客户只要通过易财盟就可以从陌生人手上借到钱，利率

低，放款快。（速借月息 1.5%）。公司还为企业提供快捷走

银行借款的服务，帮助企业能够快速的从对应的银行中借到所

需款项。

理财咨询：0571-85333197   借款咨询：0571-85333187

b) 杭州炯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我会常务理事：  经理   熊可正 15058187711                           

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雪峰大厦

c) 雪球资本 

我会荆楚人才孵化企业，管理人员来自国内知名金融机

构，包括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

 公司主营股票配资，融资融券，基金理财，信托代销。

依托各大券商的平台支持，公司在资金调拨，系统管理，风险

控制等方面，逐步完善成为业内一流的组织体系。 针对个人

或者企业的融资需求，公司放款有以下三个特点：

1. 免抵押，免担保。公司根据对需求方的风险测评，提

供 1 到 10 倍的使用资金。

2. 合作周期灵活。可分别按日，月，年借款，随借随还。

3. 操作流程便捷。从洽谈到放款，般当天就可以完成。

借款咨询：0571-28956822     

胡卫家 15888811813  网址：www.xue-qiu.com 

一、服务理念

为认真贯彻文化建会，抱团发展的建会理念，落实商会

第三届理事会三年发展目标，将具有律师任职资格，有丰富

执业经验，热心商会事业的湖北籍律师组成律师服务团，谒

诚为会员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平台，促进会员企业快速发展。

二、服务范围及内容

重点是：公司、民商事、涉外民商事、建筑房地产、投融资、

知识产权、金融、保险、证券、私募等法律以及侵权、劳动

等方面的法律（具体参见附件），提供以下五个方面的服务：

1、法律咨询及法律意见（免费）；

2、为会员企业经营和管理的各个环节进行法律体检（免

费）；

3、法律培训和讲座（免费）；

4、通过诉讼等合法方式维权（优惠）；

5、提供企业常年法律顾问服务（优惠）。

三、服务模式：

1、上门服务：

原则上按会员企业所在杭州市行政区域，由所在辖区律

师团律师，每半年 1~2 次上门为企业进行法律服务；因会长

或大中型会员企业要求，还可由律师服务团安排相关专业律

师上门法律服务；

2、值班服务：

法律服务团每周四（节假日顺延）下午 14:00~17:00 时，

安排执业律师在商会秘书处挂牌值班，并用短信、网站公告

值班律师 ，接听咨询电话、接待咨询人员，接受委托法律代

理与调解等。

3、热线服务：

法律热线设在商会秘书处，正常工作时间每天 9：00 时

至 17：00 时，均有工作人员值班，电话接受咨询人员进行

法律咨询，在三个工作日内安排律师服务团律师解答或处理

咨询诉求。

4、法律沙龙服务：

每季度末在商会楚商创业发展服务基地，举办专项法律

沙龙，开展新法、政策学习，交流企业维权的经验，增进法

律顾问团和律师服务团成员及会员企业之间了解，提升法律

服务水平。

5、有偿服务：

接受会员企业、个人委托代理诉讼业务、为企业重大项

目担任法律顾问，或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等，按双向选择原则，

由会员企业点名要求，或由律师服务团指派律师，参照律师

市场价，实行有偿优惠服务，由商会统一收费，并开具正规

发票。有偿收入按 3：7 分配比例，30% 留作律师服务团发

展基金，用于资助沙龙专项活动，以及咨询或诉讼有困难会

员企业和湖北籍务工人员，70% 分配律师个人。

四、服务团队

（一）、法律顾问团：

马安骏：湖北省司法厅副厅长

郑则启：原浙江省检察院副巡视员

饶林清：浙江省法院副巡视员

徐  前：杭州市司法局副局长

陈  娟：杭州市西湖区机关党工委书记

    罗有顺：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曾福明：杭州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程俊伟：武警浙江省总队装备处处长

徐云芳：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治安大队大队长

罗成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

江峰：杭州市公安局监管支队调研员

（二）、律师服务团：

名誉主任：郭  嵩，杭州湖北商会会长

尚大斌，杭州湖北商会副会长

主    任：游弋，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 

副 主 任：鄢慧，浙江众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联络协调：商会副秘书长 汤良华

书 记 员：张  诚

根椐法律类别，共设置 11 个法律服务部门：

1、公司法律服务部：

鄢慧，毕玉林，李江华，张家磊，杨毅，翟俊，黄劲松

2、民商事法律服务部：

陈新平，王晓辉，李江华，乐喜川，陈卫民，翟俊，张四平，

黄劲松 

3、涉外民商事法律服务部：

 陈卫民，李江华，张家磊，陈帅，杨毅，翟俊，

4、建筑房地产法律服务部：

游弋，陈新平，毕玉林，陈刚，乐喜川，翟俊，张四平，

5、投融资法律服务部：

游弋，徐习文，刘朝军，张家磊，陈卫民，翟俊， 

6、知识产权法律服务部：

鄢慧，陈刚，王晓辉，陈新平，杨毅， 张四平，

7、金融保险法律服务部：

游弋，徐习文，毕玉林，李江华，陈刚，翟俊，

8、证券、私募法律服务部：

游弋，陈帅，徐习文，杨毅，张四平，

9、侵权法律部：

乐喜川，张家磊，鄢慧，杨毅，王晓辉，黄劲松

10、劳动法律服务部：

乐喜川，杨毅，张家磊，黄劲松，陈刚，鄢慧， 

笫九、法 律 服 务 平台



11、刑事法律服务部

王晓辉，刘朝军，陈刚，乐喜川，杨毅，黄劲松

律师所在地区按行政区域划分：

西湖区：陈新平，陈卫民，杨毅，乐喜川，王晓辉，刘

朝军

上城区：鄢慧，张四平

下城区：李江华，毕玉林，张家磊

江干区：游弋，陈帅

滨江区：徐习文

拱墅区：翟俊，黄劲松，陈刚

律师服务团成员个人信息简介（排名不分先后）

游弋，男，湖北浠水人，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现大成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拥有会计师职称和注册会计

师资格，浙江省直律师协会公司与证劵专业委员会委员。于

1995 年从事律师工作，擅长的法律服务有：办理 IPO 业务、

并购重组业务、破产及清算业务、金融信托业务、公司法律

和财税及房产项目业务等，目前担任多家国有企业、政府机关、

上市公司及大型民企的法律顾问。

大成律师事务所地址：杭州市钱江路 58 号赞成太和

广 场 8 号 楼 23B。 电 话：13575496176,85176093 传 真：

85084316，直传：010-80115555 转 497291。电子邮箱：

Yi.You@dachenglaw.com  youyi03@vip.163.com。

鄢慧，女，1981 年 2 月出生，湖北荆州人，华中科技

大学经济法本科，2010 年至今在浙江众信达律师事务所工作，

擅长的法律服务有：公司法律顾问、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等。

浙江众信达律师事务所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 26#

金衙庄大厦 5 楼。电话：13516827712 , 87980430 传真：

0571—87980073 电子邮箱：254177761@qq.com

李江华，男，1978 年 9 月出生，湖北咸宁人，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法学本科，浙江工业大学硕士，现杭州丰国律师

事务所律师，杭州市律师协会金融与保险业务委员会委员，

中国银行律师专家库、中国建设银行律师专家库、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公司律师专家库成员。 擅长的法律服务有：担保法、

金融法、公司法、婚姻法、交通事故赔偿、企业法律等。

浙江丰国律师事务所地址：杭州市朝晖路 182 号国都发

展大厦 405 室。电话：13372559456、85393646，电子邮箱：

LEE64@126.COM

陈刚，男，湖北人，兰州大学法学本科，武汉大学经济

法专业金融法硕士，现浙江民凯律师事务所律师，杭州市律

协建筑与房地产业务委员会委员、杭州市律协知识产权与信

息网络业务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律协金融与保险业务委员会

委员、杭州市下城区政协特聘委员、杭州青年企业家协会会

员。擅长的法律服务有：房地产法、公司法、合同法、金融法、

知识产权法等民商事诉讼和非诉业务。曾参加浙江经视《王

春说法》栏目西城广场咨询活动，作《给你说法》栏目组嘉宾，

搜房网 3.15 微博购房导师等。

浙江民凯律师事务所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 191-2

号 3 层。 电 话：158 5717 0803， 电 子 邮 箱：826955366@

qq.com。

翟俊，男，1978 年 9 月出生，湖北枝江人，黑龙江大

学法律本科，现浙江三道律师事务所律师。擅长的法律服务有：

民事、合同、刑事、劳动工伤等。

浙江三道律师事务所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登云路 518

号 赛 码 电 子 大 厦 1 幢 1103 室。 电 话：13757122717，

88195500，传真：88195511. 电子邮箱：13757122717@163.

com。

乐喜川，男，湖北黄冈武穴人，浙江大学法律本科，现

浙江新台州（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拥有长三角高级职业

经理人证书。擅长的法律服务有：劳动工伤损害赔偿、刑事

辩护、企业法律顾问等。

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地址：杭州市文三路 369 号文三

数码大厦 12 楼。电话：15957167166  传真：88930756，电

子邮箱：:lxclegal@163.com。

张四平，男，湖北荆州监利人，现浙江和煦律师事务所

副主任。擅长的法律服务有：商标专利著作权、商业秘密、

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法律事务。                     

浙江和煦律师事务所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庆春路 159

号 627 室，电话：13386512758。电子邮箱：323202640@

qq.com。

陈新平，男，1973 年 7 月出生，湖北孝感人，武汉大

学法律本科，现浙江凯旺律师事务所律师。1995 年开始从事

法律工作，擅长的法律服务有：企业民商事法律事务、建筑

房地产法律事务、刑事辩护等。

浙江凯旺律师事务所地址：杭州市文一路 5 号外运大

楼十楼，电话：15068845468，电子邮箱：cxpls001@163.

com。

刘朝军，男，1975 年 4 月出生，湖北洪湖人，浙江大

学法律硕士，现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擅长的法律服务有：

公司类法律服务、企业高管刑事法律风险的防范等。曾于浙

江大宇律师事务所任职，提供的法律服务有：公司、企业等

并购、重组等提供法律尽职调查报告，为金融保险类企业提

供诉讼和非诉服务，为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资产打包提供服务。

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地址：杭州市文二路 391 号西湖国

际科技大厦A座20楼。电话：13957184641,87208043，传真：

87208078。电子邮箱：Liuchaojunlawyer163.com。

陈帅，男，1979 年 7 月出生，湖北丹江口人，大学本科，

2002 年从事法律工作，现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擅长的

法律服务有：公司风险防范，企业并购、重组，企业法律顾问，

金融法律纠纷，知识产权，合同纠纷，侵权纠纷，劳动争议纠

纷等。

浙 江 浙 杭 律 师 事 务 所 地 址： 杭 州 市 钱 江 新 城 富 春 路

308 号 华 城 国 际 发 展 大 厦 17 层， 电 话：85020759 传 真：

85020754，电话：13456993321 15669012070，电子邮箱：

chenshuailawyer@163.com

毕玉林，男，1972 年 7 月出生，湖北黄冈人，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本科，现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党支部书记，

兼公司法律事务部负责人。擅长的法律服务有：建筑与房地产、

金融保险、公司法律服务等。

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地址：杭州市建国北路 586 号嘉联

华铭座 12 楼。电话：15990165209，传真 88074918. 电子邮箱：

biyulin001@sohu.com

黄劲松，男，1968 年 8 月出生，湖北谷城人，大学法律本科，

现浙江金麦律师事务所律师。擅长的法律服务有：公司业务、

各类合同纠纷、侵权纠纷、劳动纠纷及婚姻家庭纠纷、普通刑

事案件等。

浙江金麦律师事务所地址：杭州市莫干山路 785 号美都

广场 C 座四楼，电话：84459175，传真：87759171，手机

15224008192，电子邮箱：mfmf@163.com

张家磊，男，1983 年 6 月出生，湖北郧西人，武汉大学

法学本科，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硕士，现浙江丰国律师事务所

律师。擅长的法律服务有：公司法律事务、知识产权与竞争策

略、金融法律事务等。

浙江丰国律师事务所地址：杭州市朝晖路国都发展大厦

405 室 , 电话：18757568688, 电子邮箱：79909083@qq.com

王晓辉，男，1979 年 10 月出生，湖北广水人，浙江工

商大学法学本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现浙江金道律师事

务所律师、高级合伙人，杭州市律师协会刑委会秘书长，浙江

省律协刑委会委员。擅长的法律服务有：刑事法律服务（刑事

风险防控、刑事控告、刑事辩护等）、民商事法律服务。，曾

获得杭州市法学会“优秀法律工作者”等荣誉。

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地址：杭州市文二路 391 号西湖国

际科技大厦 A 座 12 楼。电话：13083993968,87007163，传真：

87006661。电子邮箱：34283318@qq.com。

杨毅，男，1980 年 11 月出生，湖北广水人，南昌大学

法学本科，现浙江中宙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部主任。擅长的法

律服务有：民商、经济法等非诉业务及诉讼业务。曾任职于江

西方正律师事务所、浙江金麦律师事务所、浙江大学继续教育

学院。

浙江中宙律师事务所地址：杭州市曙光路80号南端，电话：

15925605078。

陈卫民，男，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国际业务部副

主任。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求是路 8

号公元大厦北楼 20 层。电话：13646813836。

徐习文，男，上海汉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汉之律师事务所律师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580 号南证大厦 32 楼 C 座 200041，电话：13750840109，

电子邮箱：xu-xiwen@163.com。

（三）鄂浙两地政府司法部门对接服务

1、湖北省政法机关服务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委政法委  

程  熊    027-87239072    w39073@126.com

姚  建    027-87239073    

省法院      

邹  磊    027-87220256    787247411@qq.com

省检察院    

常本勇    027-67888711   jianchayuan_fwqy@163.com

省公安厅    

肖洪祥    027-67122692    cici_cxli@163.com

省司法厅    

李志刚    027-87233640    sftlzg@163.com

武汉市委政法委  

黄宗华  027-82402177    whsfwqy@163.com

黄石市委政法委  

胡晓东 0714-6361826    hszfwzfjdk@sina.com

襄阳市委政法委  

徐爱华  0710-3575673    xfzhengfawei@163.com

荆州市委政法委  

汤  俊  0716-8442350   zhifajiandu2013@126.com

宜昌市委政法委  

朱  晖   0717-6252647   ycfwqy@163.com

十堰市委政法委  

姚 斌   0719-8671759   Yaobin1860@163.com

孝感市委政法委  

龙新桥  0712-2280406  longxingqiao@yahoo.com.cn  

荆门市委政法委  

王成全  0724-2378346  jmsko888@163.com

鄂州市委政法委  

熊向阳      0711-3830176    scott57@163.com

黄冈市委政法委  

占  涛       0713-8667979    hgszfw@163.com

咸宁市委政法委  

周天勤     0715-8126068    526983980@qq.com

随州市委政法委  

巫建波      0722-3593173    ssazy@tom.com

恩施市委政法委  

李启佑      0718-8235975   eszwzfw@126.com



仙桃市委政法委  

吴祖浩      0728-3491200   5419547@qq.com

潜江市委政法委  

张  毅       0728-6280060   qjzfwzfjdk@163.com

天门市委政法委  

孙良君      0728-5239977   137802080@qq.com

神农架林区党委政法委   

黄进   0719-3333078   46291469@qq.com

2 湖北省工商联律师服务团： 

岳琴舫   男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     13907102539

张 粒  女  北 京 中 伦（ 武 汉 ） 律 师 事 务 所  

13807118182

汪少鹏   男    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     13907102473

刘婷婷   女    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     18986055642

李 犁  男  上 海 建 纬（ 武 汉 ） 律 师 事 务 所  

13807185593

王均国   男    湖北千禧律师事务所     13908630006

罗向阳   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    13007112130

曹亦农   男  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    13907170368

万云南 女 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 13720373088

 3、浙江省法律援助中心：杭州市体育场路 498 号新

地勘大楼 9 楼 0571 一 56363285

4、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杭州市平海路 27 号（院内）

0571 一 12348

（四）、法律专业分类：

1、公司法律服务

●为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设立、管理、运营提供咨询

及相关法律服务；

●为公司设计架构规划，股权结构与法人治理结构、

制定股权激励制度等提供法律服务；

●为公司的并购、分立、重组及合作等提供法律服务；

●为公司破产、重整、重组、清算等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处理各种类型的股东或投资纠纷处理以及相关

诉讼、仲裁。

●就有关连锁经营、加盟、委托管理等提供法律服务；

●为公司、企业高层、员工进行相关法律培训

●为公司高层收集新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信息

●参与、协助商务谈判，并提供法律意见

●公司、企业法律风险体检，出具法律意见

2、民商事及涉外民商事法律服务

主要法律服务领域如下：

●各类民商事纠纷诉讼（一审、二审、复查、再审、

执行）和仲裁提供代理法律服务

●合同纠纷，如买卖合同、工程承揽合同等纠纷诉讼

和仲裁代理服务

●海事海商纠纷，如国际运输、船舶碰撞等纠纷

●债权纠纷，如因侵权、合同、不当得利、无因管理

形成的债权纠纷

●婚姻家庭纠纷 , 如离婚、继承、分家析产等纠纷

●代理起草文书，包括合同、遗嘱、诉状等

3、建筑房地产法律服务

●房地产项目开发全方位法律服务，各地政策收集与

分析服务；

●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事务的法律服务；

●房地产项目合作、转让、并购事务的法律服务；

●房屋买卖、房屋租赁、房屋拆迁、物业管理事务的

法律服务；

●代理与建筑工程承包、施工、采购、房产买卖有关

诉讼与仲裁。

4、投融资法律服务

●投资与收购

设计最为有效的交易结构，协助评估潜在风险，并实

施审慎性调查。帮助客户起草、审阅和修改交易文件，代

表客户就这些项目文件条款进行谈判，并监督整个投资或

并购过程

●私募股权

参与私募股权融资策略及方案的设定，商业计划书的

制作，推荐合格的境内外投资者，参与谈判，融资条款的

制定，融资后协助处理股权变动相关的交割、验资、工商

变更注册等事宜

●项目融资

全面介入项目公司的设立、融资安排、担保设立、环

境保护、建设工程承包、项目保险事宜、土地使用权的落实、

税收优惠待遇、外汇管制、各项审批和登记程序、与政府

部门进行协调、以及其它诸多环节。

除此之外，在各种船舶融资等传统的特殊金融领域的

资金筹措交易中，提供从交易结构的设计阶段到合同起草、

交易完结阶段的一条龙法律服务。

5、知识产权法律服务

●代理洽谈、签订文学、艺术、科技等各类作品的版

权转让和许可使用合同；

●代为设计著作权转让与许可合同；

●设计无形资产作价、评估、入股转让、许可方案；

●代为建立包括商业秘密在内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代为控诉知识产权犯罪和辩护。

●代理专利、商标、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诉讼。

6、金融、保险、证券、私募等法律服务

●为普通商业贷款、政府贷款和银团贷款及其他贷款

业务提供引荐、组织、结构设计等全面的法律服务，代理

参与谈判，协助客户应对和解决各种法律事项； 

●为企业债权融资、股权融资、优先股融资、租赁融

资等提供法律服务；

●协助公司在境内外完成股票发行和上市的所有审批

及核准程序。

●引荐国际国内的基金或信托机构，参与信托项目、

信托产品的策划、计划、现场考察、结构设计、法律风险

的评估及相关文件拟定和修改；

●为证券投资基金的组建、发行与上市交易、海外产

业基金投资国内设计交易路径与结构、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投保方策划保险，签订保险合同，处理履行合

同过程中所发生的法律事务；

●保险资金运用方案策划、设计与调查论证、投资对

象调查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涉及信用证、存单、委托贷款、资金拆借、银

行票据、担保等金融纠纷的诉讼、仲裁；

●代理涉及保险、证券等纠纷的仲裁或诉讼法律事务。

7、侵权法律服务

●物权纠纷，如不动产、动产、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等

物权纠纷

●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

●名誉权、姓名权及肖像权等人格权利受到损害；

●侵犯消费者权益案件；

●网络侵权等新型侵权案件；

●涉保险侵权案件；

8、劳动法律服务

●争议处理 ——仲裁、诉讼 ；

●法律顾问业务： 咨询、劳资谈判、调查取证、方案

策划、项目谈判、律师函、法律意见书、法律见证书；

●新政提醒、员工培训、审查、制作公司内部文书（如

通知、信函、公告等）；

●文书定制、审查与修订，包括劳务合同、保密协议、

培训协议、竞业限制协议等等；

●制度定制、审查与修订，包括合同管理制度、招聘

入职制度、工时休假制度、薪酬制度、奖惩制度等；

●专项法律服务，包括人力资源风险防范体系构建、

改制、并购、重组中的劳动人事管理方案与实施、裁减人

员方案定制与实施、股权激励方案定制与实施、项目人力

资源状况背景调查、商业秘密保护方案等等。

9、刑事法律服务

●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 ;

●审查起诉阶段担任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

●担任公诉案件一、二审被告人辩护人；

●担任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

●担任自诉案件自诉人或被告人的辩护人；

●担任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人；

●担任刑事申诉及再审案件的代理人；

一、 服务理念

围绕文化建会理念   搭建宣传服务平台                  

发挥宣传与论作用   促进抱团合作发展

二、服务内容

1、通过商会创办、建立网站、杂志、QQ 群、微信、

短信、微博、简刊、会员服务指南、活动广告背景等媒介，

切实为会员企业提供各种宣传服务。

2、为会员企业进行品牌、产品的策划、推介、宣传

及重大活动的形象展示、介绍。

3、为会员企业的项目、资源、产品、服务、活动等

信息发布；

4、为会员企业负责人进行个人形象风采、创业经验、

发展模式的形象策划、宣传、展示和推广；

三、合作单位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前卫》、《中国社会组织》、《楚

商风采》、《浙商》杂志和杭州胜蓝印务、中国社会报、

商会网、杭州日报、浙江日报、浙江电视台、利郎广告等。

四、发送单位

在发行全体会员的同时，阅读、发行对象主要为全国

上千家商会（协会、联合会）；两千多家上市、中国名牌、

驰名商标及知名投资公司；以及银行、金融机构负责人，

政府部门领导和专家、学者、艺术家等社会名流。

第十、宣传服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