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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市委书记李强到国盛集团调研。

高光时刻
H i g h l i g h t



32020年5月

“完善组织架构和岗职序列”

工作动员会。

2019年度工作会议。

1月15日

1月16日

星期二

星期三

2019



42020年5月

党委书记、董事长寿伟光在集团本部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

2月13日，人民网刊发了题为《上海国盛集团董事长寿伟光：

发挥国资运营平台新功能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报道。

1月17日星期四



52020年5月

2019年离退休干部情况通报会暨迎春团拜会。1月22日 星期二

2019



62020年5月

党委书记、董事长寿伟光，董事、副总裁

李安参加上海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国盛资产陈颖，集团财务管理部谢忠萍，

工投集团冯伟参加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二次

会议。

1月26日 星期六

集团领导春节前夕走访慰问离退休老同志。

1月下旬



72020年5月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公务员局局长陈皓来访。

集团领导班子成员在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分赴集团

本部及各直属企业向基层员工致以新春的慰问。

2月11日 星期一

2月12日 星期二

2019



82020年5月

3月6日星期三

为迎接“三八”国际妇

女节，集团工会组织女

员工前往奉贤青村镇吴

房村参观乡村振兴示范

建设成果展。

党委书记、董事长寿伟光带队在北京先后

走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诚通集团、阳光

保险集团、华贸集团等单位。

3月5日星期二



92020年5月

党委书记、董事长寿伟光

带队赴云南南涧县考察对

口帮扶工作。集团本部党

委、国盛置业和国盛资产

分别与南涧县三个行政村

签订“双一百”村企结对

精准帮扶协议，并向三个

行政村各捐赠20万元。

3月13日 星期三

党委书记、董事长寿伟光

出席国资基金上海论坛

并为国资基金50人论坛揭

牌。期间，上海国盛海

通股权投资基金（纾困基

金）与上海银行、浦发银

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3月8日 星期五

2019



102020年5月

国盛资本正式入驻长宁金融

园8号楼。

3月17日星期日

集团本部党委与青村镇吴房

村党总支签订结对帮扶协

议。

4月2日星期二

中车城市交通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顾一峰一行来

访。

3月22日星期五

集团工会在北外滩举办“春季健步行”活动。 3月16日星期六



112020年5月

2019年度目标责任书签约大会暨先进表彰会。党委书记、董事长

寿伟光与各直属企业负责人、本部各部门负责人代表签署了年度业绩

考核目标责任书、安全和消防管理工作责任书以及信访工作目标责任

书；会上，对2018年集团系统内获得国家、市、区及国资委先进称号

的集体和个人，2018年度集团本部考核优秀员工，集团本部入职满十

年的员工进行了表彰。

4月4日 星期四

2019



122020年5月

国务院国资委资本局

局长李冰、广东恒健

党委副书记王维等一

行来访。

4月16日星期二

4月26日星期五

党委书记、董事长寿伟光

赴汉能集团调研。

4月2日星期二

汉能集团总裁袁亚彬来访。



132020年5月

2019年一季度经营与财务分析会。

上海联和投资、上海信息投资党委书记、董事长

秦健，上海信息投资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毛辰等

一行来访。

4月22日

4月17日

星期一

星期三

2019



142020年5月

党委书记、董事长寿伟光带队赴山西综改示范区调研。期间，寿伟光与山西省政府副秘

书长、山西综改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金旺，原太原市市长耿彦波会面。

5月3日星期五

4月23日星期二

2019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

议。集团党政班子成员、集团

直管干部签署了《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廉洁自律承诺

书》。



152020年5月

党委书记、董事长寿伟光一行赴广州大

湾区调研，分别考察了云从科技、华东

设计院大湾区分院等企业和机构。

5月9日 星期四

2019



162020年5月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青年节主题集

会。会上，集团领导为获得全国、市、

区、集团系统荣誉的青年代表颁奖。党

委书记、董事长寿伟光为“盛·公益”

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授旗。

5月10日星期五



172020年5月

党委书记、董事长寿伟光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

13:15，中央电视台CCTV-13“新闻直播间”

连续播放了四集专题片《上海国盛集团探索国

有资本助力乡村振兴新模式》。

19:15，中央电视台CCTV-1《新闻联播》报道

了《上海：大树底下怎么长草》。

5月21日

6月19日

6月23日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日

2019



182020年5月

集团与地产集团签署资产重组备忘录。

本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就建材集团股权及

相关资产重组项目已进入最后收尾冲刺

阶段。

集团参与的“长三角一体化ETF”项目在

安徽芜湖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市委书

记李强、市长应勇及来自苏、浙、皖的主

要领导共同见证。

由集团16名青年代表组成的“盛·公益”

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分两批前往云南南涧县

和安徽石台县，开展为期一周的爱心支教

活动。

5月17日

5月22日

5月27日

星期五

星期三

星期一



192020年5月

国盛海外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参与海通恒信租赁在香港联交所上市。6月3日 星期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大会。党委书记、董

事长寿伟光作动员部署，市委第十九巡回指导组组长李萍、

副组长褚劲风及全体成员到会指导。

6月7日 星期五

集团共青团第四次团员代表大会顺利召开。6月10日 星期一

2019



202020年5月

集团召开领导班子调整宣布会，吴铭同志任国盛集团纪委书记。

7月3日，任集团党委委员。

9月30日，任集团监察专员。

由铜陵市政府、上海国盛集团、安徽国控集团联合主办的

第二届长三角产业创新峰会成功举办。期间，长三角产业

创新城市联盟产业资本服务中心、长三角（铜陵）融合发

展股权投资基金举行揭牌仪式。

6月11日

6月20日

星期二

星期四



212020年5月

纪念建党98周年暨党建品牌交

流会。集团系统共有两个党建

品牌获市国资委党委表彰。

7月1日 星期一

党委书记、董事长寿伟光赴长

兴矿开展专题调研。

集团党委举办为期三天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读书班。

6月28日

7月3日

星期五

星期三

2019



222020年5月

上海市委书记、市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强赴奉

贤区吴房村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李强对上海国盛集团参与乡村振

兴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7月4日星期四



232020年5月

7月5日 星期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班全体学员

到中共二大会址进行现场学习。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及学习

成果交流会。

7月8日 星期一

2019



242020年5月

市委书记李强到国盛集团调研，提出三

点要求：一要牢记初心使命，肩负起国

有企业应有的历史重任；二要持续改革

创新，引领推动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

三要聚焦重大任务，更好服务国家战略

落地落实。

7月10日星期三



252020年5月

7月12日

7月18日

星期五

星期四

集团邀请山西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山西省品牌与标

准化促进会会长孙跃进作“振兴老品牌”专题讲座。

市人大副主任肖贵玉

在集团主持召开本市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

题调研工作启动会。

2019



262020年5月

2019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党委书记、董事长寿伟光在讲话中将

“夯实三大基础功能，坚持四大战略取向，发力五项发展目

标，落实十大推进举措”的表述，第一次归纳为“三四五十”

发展战略体系。

7月22日星期一

党委书记、董事长寿伟光带队赴

金山区调研。

人民网刊发了题为《国盛集团与

金山区联手升级乡村振兴模式》

的报道。

7月25日星期四



272020年5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7月26日 星期五

党委书记、董事长寿伟光，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吴铭等

一行赴昆山调研，与昆山市市长周旭东、张浦镇党委书

记王建华等围绕振苏地区解危安居工作进行深入交流。

8月7日 星期三

2019



282020年5月

8月9日

8月12日

星期五

星期一

市国资委副主任袁泉来访。

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

白廷辉来访。

集团领导分赴基层单位开展专项安全检查暨高温慰问。 8月上旬



292020年5月

集团召开领导班子调整宣布会。毛辰同志任

国盛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董事。

全国地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创

新联盟第六次圆桌会议在长春顺利

召开。党委书记、董事长寿伟光发

表题为《聚焦功能定位，提升平台

能级，形成独特优势，发挥特殊功

能》的书面发言。

8月19日 星期一

8月21日 星期三

2019



302020年5月

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于8月29-31日在上海成功举

办。由集团作为主要发起方的上海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

金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启动组建。

8月30日，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视察基金超市展位。

8月29日星期四



312020年5月

集团与宝山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9月6日 星期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9月16日 星期一

2019



322020年5月

党委书记、董事长寿伟光出席2019创新设计助力新兴产业发

展会议并致辞。期间，寿伟光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

事长黄奇帆（原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原中国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屠光绍会面。

9月18日星期三



332020年5月

解放日报刊发了题为《上海国盛集团：牢记初心使命 践行

“五个坚持” 形成独特优势 发挥特殊功能》的报道。
星期三9月18日

9月23日 星期一 集团与金山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19



342020年5月

9月24日星期二集团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颁发仪式。



352020年5月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职工文艺汇演。9月24日 星期二

2020年度预算工作动员

大会。

9月25日 星期三

2019



362020年5月

“国庆”前夕，集团领

导班子成员分别上门为

老干部们颁授“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纪念章并祝寿。

9月30日星期一

2019年三季度经营工作分析会。 10月11日星期五



372020年5月

10月28日 星期一 市委第三巡视组巡视上海国盛集团党委工作动员会

在集团召开，党委书记、董事长寿伟光主持会议并

就配合做好巡视工作作表态发言。

2019



382020年5月

集团党委召开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上海市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精神。
11月2日星期六

山西省委书记楼阳生（时任山西省省长）带队到集团调研。 11月4日星期一



392020年5月

上海长三角乡村振兴人才发展

中心揭牌。

11月17日 星期日

集团召开宣布会，陈志鑫同志

任外部董事。

11月6日 星期三

党委书记、董事长寿伟光参观第

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非物

质文化遗产暨中华老字号”展

区。

11月9日 星期六

2019



402020年5月

市经信委主任吴金城、奉

贤区委书记庄木弟、中车

交通董事长顾一峰等一行

来访。

同益中混合所有制改革签

约仪式在京举行。党委委

员、副总裁戴敏敏出席签

约仪式。

11月22日

11月26日

星期五

星期二



412020年5月

集团召开第三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暨三届一次

职工代表大会。

11月27日 星期三

2019



422020年5月

12月9日星期一
《中国经营报》刊发了题为《纾困民企 实践“上海经验”》

的报道，介绍了国盛海通基金纾困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

北大光华学院副院长张影来访。 12月9日星期一



432020年5月

集团参与的中车产投混合所有制改革增资扩股项目签约仪式

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举行。
12月17日 星期二

2020年度集团领导班子工作务虚会。12月17日 星期二

2019



442020年5月

集团与长兴县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2月25日星期三

12月31日星期二
党委副书记、总裁、董事毛辰出席第十届上海国资

高峰论坛并代表主办方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