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团概况

■ 创建于1992年 ，总部位于上海浦东

■ 于浙江杭州、新加坡、香港等地设立区域运营总部

■ 产业涉及供应链管理、工业、地产、大健康、金融4+1五大领域

■ 拥有杭加（新型建材）、张小泉（400余年传承中华老字号）、东方茂（商业地产）、如意仓（全渠道立体仓配服务

平台）、富春山居（健康休闲）、公望仁雅（医养）等知名品牌

▼ Point：

多元化运营的现代民营企业集团



1992
2004 2013

2010

产业介入时间轴

传统建材
1992：创办富春贸易公司
1995：建设第一座混凝土
搅拌站
1997：建设企业第一个产
业园——三林生产基地

2003

港口物流
2003：确定投建杭州
港崇贤作业区
2006：崇贤港、嘉兴
乍浦港富春码头相继
开工建设

新型建材
2004：战略重组国
企杭加公司
2008：建设完成新
型建材及房屋工厂化
产业园

2007

五金
2007：改制张小泉集团
2010：张小泉五金科技
园开工建设
2014：收购上海张小泉

地产
2010：联合复星创立浙商
建业，投建富阳·东方茂
2011：东阳·中国木雕文化
博览城
2012：杭州新天地中心
2013：景德镇陶溪
川·china坊

电商物流
2013：成为“菜鸟网络”发起
股东之一，推出电商品牌“如
意仓”，推动原有产业园的电
商化转型

金融
2013：开始建立富春
金融的服务特色，对
接国际资本市场
2016：“运通网城”
物流资产新加坡上市

2016

大健康
2016：收购富春山居度
假村，启动大健康事业
板块
2017：推出公望健康战
略，建立公望仁雅健康
管理中心

供应链管理
2017：启动智能供应链生态系统
“网营物联”发展计划，并明确
“如意仓”作为其大体量仓储资产
配套的专业运营商的定位

2017



4+1产业领域

产业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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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概况



产业领域：工业 · 基础建材

1992年，与浦东开发
同步，富春创业启航

在中国改革风云再起的时代大潮中，

富春控股集团的前身——上海浦

东富春贸易公司在上海浦东成立，

以砂石料贸易起家。

1995年，从原材料中转
贸易向将其加工成产品
推入市场进行转变

投建了第一座年产25万立方米的商

品混凝土自动化生产线搅拌站，在

向建筑工程提供砂石料的同时开始

供应商品混凝土。

1997年，开辟企业第一
个产业园——上海三林
生产基地

在上海浦东三林镇开辟企业生产基

地，通过积极的技术改造，当时的

三林生产基地以180万方的产能，

创上海市单站产量之最。

2000年，PHC管桩厂
投产

PHC管桩厂建成投产，富春至此成

为上海领先的商品混凝土和PHC管

桩供应商。



经过十年发展，三林生
产基地成为富春传统建
材产业的典范

至今，上海三林生产基地已形成了

以建筑原材料中转库贸易、商品混

凝土供应等为核心业务的发展格局。

在这个过程中，为沪浙两地的城市建设保驾护航，也由此实现了建材产业的快速发展

在发展过程中，参与了上海磁悬浮、上海外环高架、上海体育馆、上海南站、上海世博会场馆、上海浦东机场、上

海轨道交通、上海陆家嘴花园、洋山深水港、东海大桥和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杭州黄龙体育中心、杭州大剧院、杭

州标力大厦、杭州元华商城等一系列工程建设项目。

先后被授予诸多荣誉，确立
了行业领先地位

上海市混凝土行业“质量诚信杯”
荣誉称号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第六届
理事会副会长单位

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

上海建材行业名优产品

绿色环保型搅拌站厂

四星级混凝土企业

产业领域：工业 · 基础建材



2004年，战略重组杭州
加气，进入新型节能环
保建材领域

利用地方国企二次改制的契机，实

施了对杭州加气新型建材公司（国

内最先引入加气建材技术的专业厂

商之一）的战略重组。

2008年，完成新厂区建
设。大规模技改，力促产
业升级

为配合杭州市政府新一轮城市发展需

要，对杭加实施整体搬迁，并结合搬

迁，对其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和产业

升级，投资建设新型建材及房屋工厂

化产业园（渔山生产基地）。

新型建材及房屋工厂化产业园实景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材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位于富阳渔山的园区外景

砌块和板材生产 蒸压泵

产业领域：工业 · 新型建材



建设泽通钢结构，成立泽通模具公司，投入PC集
成板生产线

2013 年，杭加公司渔山基地投资建设完成泽通钢结构项目；2016 年，

杭州泽通模具有限公司成立，企业引进先进装备与技术并投入使用；

同年，三期厂房竣工并通过验收，PC 集成板生产线正式投入使用。

向住宅部件化、房屋集成化方向迈进

至此，杭加产品体系已包含蒸压加气混凝土系列、钢结构系列、模

具模台系列和PC+ALC 的预制构件。通过产品体系与技术体系的结

合，在建筑产业房屋集成化方向跨出了新的步伐。

新产品与新理念的应用

富春新型建材产业为国内房屋集成化事业作出了显著贡献，

其产品在建筑项目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包括：上海刘海

栗美术馆、上海苏河湾、菜鸟下沙/嘉善/漳州项目、宿迁

体育中心、南京宁和城际轨道交通、南京粮油物流配送中

心、杭州新天地中心、杭州萧山联合中心、珠海万科等。上海刘海栗美术馆 宿迁体育中心 杭州新天地中心珠海万科

产业领域：工业 · 新型建材



杭加公司现被认定为：
全国建筑节能与建设科技推广
服务平台会员单位
新墙体示范线单位

其蒸压加气砌块、蒸压加气板
材被认定为：
浙江省绿色建材产品
江苏省新型墙体材料推广项目
浙江省建设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中国驰名商标
中国名牌产品

产业领域：工业 · 新型建材

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拓展国际市场

在大力拓展国内市场的同时，杭加公司积极开辟国外市场，截至目前，其生产的加气混凝土板材已出口澳

大利亚、印度、新加坡、菲律宾、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众多国家，年出口量占企业年产量的20%以上，

并仍呈不断快速增长趋势。

2017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杭加公司生产的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远销巴基斯坦，用于中国援

建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核电站2号、3号机组项目建设，成为该项目唯一的新型墙材供应商。

马尔代夫度假村项目

韩国三星西安闪存芯片工厂项目

砌块出口巴基斯坦



2007年，入主张小泉集团

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入主“张小泉”，实现对这家具有

400余年企业史、390年品牌史的中华老字号的战略

重组，并积极实施从单一产品制造向研发制造与品牌

运营并重的战略转型，百年老字号开始焕发新的活力。

2009年，中国刀剪剑博物馆

与杭州市合作，将张小泉的刀剪文化陈列于中国刀剪剑博物馆，

为杭州市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京杭大运河申遗提供了有力支撑，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传承基地。

富春控股张小泉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2010年，张小泉五金科技园开工建设

为适应杭州城市建设的需求，集团于2010年在富阳征地东洲工

业园271亩，投资9.2亿元建设集研发、生产、物流、展示于一

体的现代化五金科技园，该项目于2011年竣工，原张小泉厂区

整体搬迁至此。

投产中的张小泉五金科技园

产业领域：工业 · 五金



2015年始，张小泉品牌整合，优化
升级品牌形象

整合杭州张小泉、上海张小泉、义乌张小泉，升级

品牌视觉形象，形成了崭新的产品包装和门店风格；

再次调整、优化产品结构，确立了三条品牌线。通

过产品区分、品牌区分，为多样化的人群提供多层

次的消费体验。

至今，张小泉已形成刀、剪、护理用品、厨具、工

具及周边产品五大群，三十个类别、七百余种规格

的产品规模，开始了从刀剪生产向现代生活五金制

造的转型升级。

2014年，收购上海张小泉

2012年完成了对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的控股

收购，2014年收购了原股权持有方的全部股

份，上海张小泉从兹与杭州张小泉同归富春，

合而为一，结束长达几十年的品牌之争。

在消费升级与电子商务驱动下，“张小
泉”品牌日臻佳境，业绩强劲增长

在大规模技改及研发、设计资源的全球化配置基础上，

张小泉产品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品牌运营日臻佳境；电

商化运营使张小泉品牌的消费类五金业务如虎添翼，成

为强劲的业绩增长极。

品牌行业地位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1926年费城世博会大奖

被《费顿经典》收录并列为001号的张小泉剪刀

国家商务部认定的首批中华老字号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

产业领域：工业 · 五金



产业领域：地产

富阳·东方茂

富春控股联合复星打造的首个浙商回归投

资城市综合体项目，2014年5月建成运营。

富阳·东方茂包括大规模购物中心、城市中

央公馆、白金级星级酒店、国际化写字楼

等四大主体业态，是富阳第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城市综合体项目、一站式购物中心。

携手复星等知名企业创立浙商建业，抱
团领军国内文创与商业地产开发运营

杭州新天地中心

新天地中心以“品质、艺术、生活”为主题，依托

180万方超级综合体及国内独一无二的太阳马戏团、

闪耀全城灯光秀、亚洲最大IMAX影院等娱乐资源，

以轻奢零售、品质家居、大型真冰场、美食、儿童

体验五大核心为业态亮点，协力打造杭州全业态覆

盖Park Mall，引领国内城市建设、文创商业地产的

创新升级。目前，跨贸小镇、众创基地、浙商回归

总部基地已落户新天地。



景德镇陶溪川·china坊

2016年6月试运营。景德镇“一轴四片六区”旧城改造总体规划的开篇之作，依

托老厂房“宇宙瓷厂”的气质及工业文明的遗存，进行二次创作，在保护改造中

用创新的维度，融入当代设计，功能涵盖文化、艺术、商业、旅游、创意、教育、

产业孵化等众多领域。

东阳·中国木雕文化博览城

2013年，富春控股联合复星、美特斯邦威、杉杉控股、新光控股、横店

东磁、阿里巴巴等知名浙商企业，开工建设以中华国艺“东阳木雕”为

主题的浙江省重点项目——东阳·中国木雕文化博览城，总投资超百亿元。

中国地产年度金砖奖“最佳文化产业传承大奖”

中国红木家具特别影响力专业市场

产业领域：地产



为配合旗下工业、供应链管理等产业发展的硬件需求，企业专门成立工程代建中心，

独立投资建设产业地产。自建项目包括：青创园、北港物流一期、富恒仓储、泽通

项目、上海三林办公楼、如意仓三林仓仓库改造、如意仓下沙跨境仓装修、崇贤港

投资五号库等。

2013年开始，为助推企业转型升级，在不增加用地的前提下，增大投资强度，独立

投建完成了总规模110万平方米的运通网城杭州北园（北港物流一期）与杭州南园

（富恒仓储）。

独力投建产业地产，满足产业发展硬件需求

北港物流一期 富恒仓储青创园 如意仓下沙跨境仓

产业领域：地产

地产转型，以物流产业地产和健康产业地产为核心

2016年始，应企业新一轮的发展需求，适应、配合企业在物流板块

和健康板块的战略规划，富春地产板块开始往物流产业地产和健康产

业地产两个方向转型。



建材 五金

产业领域：港口物流

1993年，利用政策机遇，
经营黄浦江泊位码头

利用政策机遇，进入港口领域，经五年

积累与发展，于1998年5月开工建设位

于上海三林的5000吨级黄浦江码头。

2005年，黄浦江三林港区5000吨级二号码头竣工开港

2005年，公司旗下三林港区的5000吨级二号码头竣工开港。至此，富春成为当时唯

一一个在上海黄浦江沿岸拥有两座码头泊位的民营企业，成为国内民营港口物流行

业的先行者。

发挥“专业+机制”优势，积极拓展项目布局，实现江河海联运

2006年，杭州崇贤港项目开工

作为“浙商回归”的标志性项目之一，富春控股投资的杭州崇

贤港项目于2006年1月开工建设，2008年8月开港运营，实现

了港口建设工程的优质与高效。

2009年， 嘉兴乍浦港物流基地2.5万吨级码头竣工验收

为优化港口物流的市场布局，扩大规模优势，公司进一步拓展位于乍浦的港口物流基地，其中2.5万吨级海

港码头于2009年4月通过竣工验收。至此，公司在国内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杭州湾地区拥有三座港口，并

实现江海联运，成为国内领先的民营港口物流运营商。



杭州港崇贤作业区全景

杭州港崇贤作业区：
规划用地2200亩，设计年作业能力1200万吨，概算

总投资12亿元人民币，一次规划，分两期实施。建

成后为全国最大的内河港口作业区，同时将成为长

三角地区规模最大、功能齐全、装备先进的依托港

口作业的现代物流园区。该项目为浙江省重点建设

工程及交通部“十一五”重点建设工程。

目前已成为华东最大的钢材物流园之一，长三角地

区金属材料集散中心，并建有全国第一批线材、螺

纹钢期货交易库，并已发展成为集仓储、加工、商

贸、电子交易、动产质押、期货交割等一体化功能

的综合港口物流园区。

国家5A级物流企业

中国钢铁物流园百强榜第三名

产业领域：港口物流



富春控股集团张国标董事长（左三）
出席菜鸟项目启动仪式

产业领域：供应链管理

2013年，参与“菜鸟网络”，成为
发起方与建设方之一

作为“菜鸟网络”股东之一，富春与阿里巴巴、银

泰、复星等一同启动“中国智能骨干网”项目，由

此开启了富春在供应链管理领域的发展势头。

2013年，推出“如意仓”——全渠
道智慧物流助力新零售发展

依托富春控股20多年物流运营经验，如意仓深度整

合仓储、物流、信息系统、金融等国内外跨行业资

源，打造集约化仓储物流、智能化系统与供应链专

家组建的全渠道立体仓配服务平台。

定位：
以仓为“点”：搭建CDC、RDC、HUB（Sit）三级仓网，为品牌及平台提供全网分仓服务。

以渠道为“线”：为客户供应链数据建模，设计多渠道物流模型。

以配送为“根”：主抓本地配送，实现200公里以内订单组合配送率超过50%。

以供应链为“核”：专注供应链仓配一体化服务，优化 · 提升 · 增值。



分仓网络布局全国

2015年，收购恒德物流

收购浙江恒德桑普物流有限公司一期、

二期全部资产，扩大物流产业规模，

助推既有资产对接国际资本。

产业领域：供应链管理

7大区域仓 单仓规模10万方 约70万方

10大节点仓 单仓规模5万方 约50万方

50大城市仓 单仓规模3.5万方 约200万方

总计约
300万方



产业领域：供应链管理

2017年，启动构建运营智能供应链生态系统 “网营物联”的发展计划，并明确“如意仓”

作为其大体量仓储资产配套的专业运营商的定位

富春控股与浙商产融签定重大战略合作项目“网营物联”，总投资额达110亿元人民币。“网营物联”为覆盖全国主要

城市、产业集聚区及消费人群的智能供应链体系，以完备的功能区设置，构建全程可视监控的供应链场景。

供应链金融

现金存款

代理商

基于可视化供应链场景，形成
完备的全程监控体系，实现供
应链流量价值

降低供应商的营运资本占用额，
同时提升买方的资金收益

通过金融产品的证券化运营，
形成供应链金融良性循环与可
持续发展

加速供应链各环节的营运资本
周转率，提高供应链全程的运
营效率



■ 衔接国际资本市场，促进资产证券化和运营专业化

2016年7月28日，以“运通网城”冠名的电商物流资产于在

新加坡交易所公开发行房地产投资信托上市，市值规模位居

新加坡上市的中资企业前十位。

产业领域：金融

第一个中国物流与电商运营资产的上市

第一个以房地产信托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民营企业

近十年来，中国企业在新加坡募资规模最大的上市项目



印尼金锋集团 泰国TCC集团

产业领域：金融

■ 推进金融业务，实现多元产业可持续发展

基于多元化的产业构成，积极布局并推进金融业务，以促进实业

与资本、科技与金融的互动与契合，推动资本、科技、市场等要

素资源的有效整合，实现多元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富春金融积极顺应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与政策导向，与

多家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合作，稳步进入金融服务领域。
与中国信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与浙商产融签订战略合作项目

与沈阳市于洪区签订战略合作项目中国REITs联盟研讨会



产业领域：大健康

2016年，收购富春山居度假
村，正式启动大健康产业

10月31日，由富春控股发起并主导的公望

健康产业基金完成对杭州富春山居度假村

的收购。

富春在现有的富春山居度假村基础上，将

其运营开发为集商务、休闲度假、文化艺

术、养生医疗于一体的高端健康生活综合

性服务平台。

富春山居度假村用地1860亩，坐拥黄公望国家森林公园。现已分别打造了

最具Modern Chinese风格典范的度假酒店，亚洲唯一茶园主题的18洞标

准高尔夫球场和高端球会，以及融合中医养生理念与亚洲巴厘岛精致专业

手法的富春山居SPA水疗，成为国内独具特色的高端养生度假村。



产业领域：大健康

2017年，推出高端私享健康管理平台——公望健康

联合浙江中医药大学、台湾天成医疗，集合三大品牌资源优势，以富春山居度假村为依托，共同

搭建国内高端度假型的健康管理综合服务平台，提供健康体检、中医调养、细胞免疫治疗、生育

健康管理及母婴护理等高端私享健康管理服务。

输出城市型服务品牌——公望仁雅

公望健康旗下输出的城市型服务品牌，致力于为城市精英人群提供健康体检、养

生调理、名医诊治、康复养老、母婴护理等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

内设商务体检区、VIP体检区、健康管理中心、全科医疗门诊等。中心融合传统中

医理念与现代医学手段，集合两岸专家团队，引进台湾天成医疗卓越的服务管理

团队，提供高端体检、中医养生、名医私诊等为主的健康管理服务。

完善旅游商务健康生活支持平台——
富阳东方茂开元名都大酒店

地处杭州富阳城区中心，距离富春山居度假村仅15分

钟车程，兼具旅游度假与城市商务接待服务功能。



企业文化与社会责任



创始人&董事长

上海浙江商会执行副会长

浙江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工程抢修建材料研究”一等奖

第二届世界浙商大会“创业创新奖”
2014年度风云浙商
第三届世界浙商大会“杰出浙商奖”

董事长致辞：
富春自1992年播种于上海浦东，二十余年来，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得益于社会各界的关爱支持，得益于全体富春

人的辛勤耕耘，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形成了今天产业涉及供应链管理、工业、地产、大健康、金融4+1五大领域的发展

格局。

过去的二十余年里，富春人勤奋创业、开拓创新、坚韧进取、稳健把握；“精以敬业、诚以待人”的企业道德和“尊重、

关爱、信任、负责”的行为准则，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和好评。我们用真诚的付出，铸就了今天的辉煌。鉴此，我们感

恩这个时代，更感恩社会各界的厚爱。

今天，新的篇章已经翻开，富春人将坚持优良传统，不断创新发展，根据“专业、协作、整合、拓展”的发展理念，围绕

企业“精诚铸辉煌”的核心价值观，不断提升企业凝聚力与市场竞争力，积极推进“共创、共建、共享”的“家”文化的

形成；优化产业结构，创新发展模式，秉承“有益于社会和谐发展、有利于环境有效保护、有助于人们生活美好”的企业

宗旨务实前行。



富春学苑

在张国标董事长的指导下，2013年成立了“富春学苑”。学苑以“知行合一，臻于至善”的王阳明

哲学精神为治学理念，秉精诚的初心，践知行的合力，达致善的意境。定期开展丰富多样的培训学习

活动，是富春控股集团旗下集身、心、智、能、悦于一体的学习发展平台。

富春人成长的摇篮



社会责任

关爱社会，关注民生

怀慈善之心，传感恩之情

这一美好的传统在富春由来已久。

每一次国家发生令人痛心的天灾人祸，富春

的捐助行动总会在第一时间展开；

每一次当社会需要企业出力相助，富春亦是

即刻响应。

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多年来，由集团工

会牵头成立的富春爱心基金，为企业困难员

工、离退休老员工带去无数温暖，并多次成

功举办“爱在富春”义拍义卖活动，将点滴

爱心汇聚成为巨大力量。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视察
富春企业“张小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参
观“张小泉”非遗技艺

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会见
张国标董事长

浙江省副省长熊建平调研富春
回归项目

杭州市市长张鸿铭考察富春项目 杭州市政协主席叶明考察富春项目

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任浙江省
委书记赵洪祝接见张国标董事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会见
张国标董事长

浙江省副省长王建满调研富
春企业

领导关怀

习近平为张国标董事长颁发“浙商论坛2005峰
会”“回乡投资模范浙商奖”



媒体视角

香港大公报

这位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杰出浙商有着一颗谦恭、虔诚的

赤子之心。诚信、务实这两点在张国标身上体现得尤为明

显。也许，正是这样的态度造就了富春今日的成功。

低调 诚信 务实

浙江日报

被誉为“浙商回归排头兵”的富春控股集团董事长张国标，积极实践省

委、省政府提出的“空间换地、电商换市”的发展新思路，主动整合既

有资源，增大投资强度，以零地技改的方式，对现有物流产业园和制造

业园区，实施电商产业园的升级建设改造，成效明显。

…………

钱江晚报

张国标说，浙商回归，除了浙商的个人情结之外，也是

因为在浙江投资，能满足企业自身发展的需求。



企业荣誉

上海民营企业100强

上海民营服务业企业50强

上海市民营科技企业百强

上海市著名商标

上海市文明单位

国家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

低调务实、不事张扬的企业禀性

为业界与大众所公认



联系方式

上海总部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3000号

张江集电港一期7幢6F

电话：021-68795788
传真：021-68796878

浙江工作总部
地址：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200号

电话：0571-87078590
邮箱：Forchn@forchn.com.cn
网站：http://www.forchn.com.cn 关注富春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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