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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华成集团迎风作战  全力以赴防汛防台

华成集团投资领域捷报频传 
云从科技科创板上市

首发获通过
本报讯（薛帆）近日，华成集团在

金融投资领域又传喜讯。华成集团参股

的云从科技上市首发获通过。

7月20日，据科创板上市委披露的

2021年第48次审议会议公告显示，云

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创板首发上市

获通过。2020年11月30日，云从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辅导工作，公司

拟赴科创板上市，由中信建投证券任其

辅导机构。目前该公司估值已达到250

亿元。

云 从 科 技计 划 此 次 募资 金 额 为

37.50亿元，募集资金将全部围绕该公

司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展开，以持续提

升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实力及产品能

力，包括人机协同操作系统升级项目、

轻舟系统生态建设项目、人工智能解

决方案综合服务生态项目及补充流动

资金。

云从科技成立于2015年，官网显

示，该公司孵化自中国科学院重庆研究

所，公司已经先后布局了智慧金融、智

慧治理、智慧出行及智慧商业等四大业

务领域。

云从科技是中国银行业人脸识别

第一大供应商，其客户还包括农行、建

行、中行、交行等超过5家银行，其产品

覆盖场景还包括公安部门与机场等。

本报讯（薛帆）今年第6号台风

“烟花”（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于

7月26日9时50分前后在浙江省平湖市

沿海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

风力有10级（28米/秒），中心最低气

压978百帕，防台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浙江华成控股集团坚持忧患意识，做

深做细准备，全面落实责任，坚决打

赢防御“烟花”台风的攻坚战！

台风“烟花”登陆前，在沈凤飞

董事长的统一部署下，为最大程度降

低大风大雨可能带来的损失，华成集

团及成员公司和子公司、各房产项目

纷纷行动起来，结合自身实际，通过

成立应急小组、落实专班制度、准备

抗台物资等行动，组织开展防汛抗台

应急准备工作。

华成国际发展大厦和华成科技

大厦的工作人员正在加紧排查门窗、

分装沙袋，为即将到来的台风做好防

御准备。

房产公司对 象牙海岸、大江 之

星、天地墅园等各项目的排水泵、室

外雨污管道、室内水电管线进行了详

尽的排查及维修，同时安排了施工人

员从临时活动房搬迁至物业用房室

内躲避风雨，并且准备了相应的防汛

物资以应对极端气候带来的影响。相

关人员蹲守在项目现场严阵以待，获

得了街道、社区及城管住建等相关部

门现场检查之后的表扬和认可。

浙江世纪建材市场为确保市场

商户的人员和财产安全，把防汛防台

作为当前最紧迫的工作任务，加强工

作部署，多措并举，全力以赴守好防

线，筑牢安全屏障。

华成集团上下勠力同心，冲锋在

前，坚守一线，全力以赴投入到防汛

防台各项工作中去，用初心和使命筑

牢防汛防台“堤坝”。

步稳行健启新程  接续奋斗谱华章
华成控股集团召开2021年二季度经营工作会议

本报讯（薛帆）2021年7月25日，

浙江华成控股集团2021年第二季度

经营工作会议在华成国际发展大 厦

36楼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华成集团董

事长沈凤飞，华成集团总裁沈波，华

成集团副总裁杨荣、张韵，华成集团

总工程师严国连，华成集团总裁助理

郑小忠，各子公司、成员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及集团公司各部门总经理，各

子公司、成员公司的财务总监、财务

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沈

凤飞主持。

建筑板块，浙江华成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二季度承接业务情况良好，安

全生产和质量管理双管齐下。浙江世

纪建材装饰市场公司着力完成了市场

管理提升和商铺销售两方面工作，从

安保、保洁、消防、租赁管理等多环

节着手，提升整体档次，做好做强市

场。杭州华成地基公司全面开展业务

合作，广泛参与各类公开招标积累宝

贵经验，提高杭州华成地基的经营水

平。

招商销售板块，华成科技大厦和

华成国际发展大厦持续招商蓄客，储

备多种商业业态；天地墅园销售团队

调整到位，后续销售策略调整中。大

江之星作为钱塘区的核心区域，区位

和交通优势尽显。

金融投资板块，桂林银行、普华

基 金、新 老蓝 石等 投资项目运 营良

好。金 诚 小贷在做 好风险 管 控 和 存

量资产逐步 收回的基 础上，积极 拓

展新客户，从源头上防范风险。

华成集团总裁沈波在听取了子公

司和成员公司及集团各部门的工作总

结汇报后指出，2021年第二季度，面

对国际上狂风暴雨、惊涛骇浪，我国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宏观经济延续稳中向好的趋势，经济

持续稳定恢复，经济运行质量进一步

提升。第二季度我国宏观调控总基调

维持不变，财政政策积极有为，货币

政策稳健，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保持

稳固。二季度，我们华成集团也积极

应对市场变化，总体上保持了各板块

业务经营的平稳运行，在沈凤飞董事

长的正确决策下，华成一直贯彻“未

雨绸缪去杠杆，做实资产降负债”的

企业经营方针，面对一个个资本的风

口，不盲目求大求全，稳健做强做实，

滚动式发展为企业夯实了发展基础，

提升了抗风险能力。

沈 总 表 示，2 0 2 1年 下 阶 段 工

作，集团要 继 续 坚 定不 移落实 年初

经 营工作安排，确 保实现高质量 发

展；继 续 落实好管 理 提 升年各项 工

作要求，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

力；加强投资项目的投后管理，通过

高效管理、跟踪动向、多方咨询以降

低 项目投资风 险，实 现 投资的 保 值

增值。

最后，沈凤飞董事长指出，“顺

应大杭州时代，坚持亚运总牵引放大

亚运效应，乘‘数’而上加速产业变

革”，这是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

的三个“萧山之问”。而华成集团作

为率先响应“拥江发展”战略、将企

业总部布局到钱江新城的萧山民营

企业之一，要团结一致，谋变图强，

聚焦企业经营持续稳步健康高质量

发展。 

董事长对华成集团下阶段重点

工作作出了以下指示：

一、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砥砺前行
的创业精神

2021年国内外宏观政治经济形

势更加严峻，因此，只有时不我待，奋

起直追，才能完成全年各项经济指标

任务。加快转型升级，推动全面发展，

关键在于全体华成人都要在思想上树

立紧迫感、危机感、责任感；关键在

于要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行

动上要发挥蚂蝗精神，主动作为、实

干苦干、真抓真干，从上至下传导生

存的危机感、发展的紧迫感、事业的

责任感，才能打开新局面，推动新发

展。

二、夯实安全生产管理基础确保
企业长治久安

建筑板块要全面落实建筑施工

安全生产责任、全面提高企业安全风

险防控能力、全面改进安全生产管理

方式、全面加强安全施工教育、全面

夯实安全保障基础，建立安全生产长

效机制。尤其夏季，高温、台风、洪涝

等极端天气频发，要进一步加强建筑

施工应急预案和救援能力建设，确保

在灾害性气候来临之前安全防范措施

得到有效落实，防患于未然。

三、构建优秀营销团队引进国际
物业管理服务

开启华成事业 新征 程，加 快 转

型升级，推动全面发展，要从构建优

秀营销队伍，提 升 企 业营销管 理能

力作为契入点。同时，华成在打造了

众多经典项目的同时，将引进国际一

流的物业 服 务 企 业，更 好地体 现 华

成品质项目的顶级特质，让尊贵的业

主享受与之匹配的塔尖 工作和生活

方式。   

最后，沈凤飞董事长强调，建党

百年之际，民营企业踏上新征程，肩

负新使命，迈向新未来。必须与时代

同步，与国家同频。新时代新征程,我

们必须大力弘扬革命精神,知重负重,

苦干实干,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

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庆建党百年，

创百年企业”，为建设华成百年民企

目标矢志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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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集团董事长沈凤飞赴北京大学交流引智
本报讯（杨荣）7月21日华成集团

董事长沈凤飞、副总裁杨荣应约赴北

京大学，与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深入

交流，科技开发部技术转移中心副主

任江岚等相关负责人热情接待华成

集团一行。

江岚副主任介绍道：北京大学

科技开发部是学校主管横向科研及

成果转化 工作的专职部门，统筹协

调和管理北京大学科技开发工作，

审核、签署技术合同及相关合同，

管理横向科研经费，负责学 校 知识

产权全流程管理，负责校企科技合

作，管理校企联合研发平台，负责学

校技术转让、许可与技术入股，统筹

管理校地科技合作和学校在地方设

立的新型研发机构等。北京大学在

科 技研究 方面，医学、理 科 有很 强

优势，同时北京大学与地方共建了

很多研究院，有力推 进了学 校产学

研结合的事业 发展。江岚副主任表

示欢迎华成集团这样的优秀民营企

业来北京大学探讨科技项目交流合

作。

沈凤飞董事长表示，华成集团是

一家历经50年稳健经营发展的知名

浙商企业，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生物医

药、集成电路制造领域的探索创新，

希望能在这些领域有所建树，助力集

团跨上新的发展高度。

在深入交流后，双方表示后续

将加强沟通，将在北京大学科研成果

的基础上探讨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促

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力争为科研人员

的优秀成果创造出更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