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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群体是随着中国崛
起、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孕
育成长起来的。伴随改革开放的步
伐，中国企业家群体获得了新生并不
断发展壮大。

改革开放孕育中国企业家群体

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程波澜壮
阔。在政府的主导下，国有企业、外资
企业、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共同带来了
中国经济今天的繁荣。在这三股力量之中，国企是基础，为经济发
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外资带来了资本、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民营
经济从无到有，如今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民营企业就业人数占比从 1978 年的“几乎为零”上升到 2016 年的
77.6%；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在2013年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2016年就
业占比为6.28%。

应该说，中国企业家群体成长的过程与企业家精神从无到有并
逐步发挥重大作用的进程基本同步，同时也是产权所有制和现代企
业制度从无到有逐渐完善和成熟的过程。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迈上新征程，
中国也进入了成熟企业家精神迸发的伟大历史时期。今天的创业是
资本在寻找企业家精神，只要有好的商业模式大家都会来投资。当
然，最好的创业时期也是竞争最激烈的时期。创业者和企业家需要
与全球企业在同一个市场体系和资本体系中竞争。

进入效率和创新的时代

中国经济经过这40年的高速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效率和创新
驱动的时代。中央已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了“新常态”的准确判断，
其本质是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从投资、出口驱动为主
向内需、消费驱动为主转型，从以制造业为主向以服务业为主转型。
中国已经形成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老龄化社会也在加速到来，这一
切使得中国消费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在于继续深化
改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
会议上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是一场改革，要用改革的办
法推进结构调整，为提高供给质量激发内生动力、营造外部环境”。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中实现社会生产要素最优配置的核心力量
之一。当中国经济进入以效率和创新驱动为核心的阶段，真正市场
化、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会更加适应并能够及时抓住这一机
遇。现在，真正的企业家时代到来了。

一个国家的繁荣发展需要有持续的企业家精神作支撑，要有敢
于创新创业的企业家不断登上舞台。美国150年的繁荣就是三股浪
潮接连推动的，工业浪潮诞生了金融巨头摩根、钢铁大王卡耐基、石
油大王洛克菲勒和汽车大王福特；上世纪50年代的消费浪潮诞生了
好莱坞、迪士尼、可口可乐、麦当劳等一批消费型大企业；到了今天的
科技数据时代，又产生了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等一批企业
家。今天的中国需要面临三股浪潮叠加的挑战，因而也尤其呼唤企
业家精神与创新能力建设。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依旧需要紧抓制造业、实业，这是基础，
但它们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一定会逐步下降。同时，服务业的比重
会不断上升，目前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占比基本都在70%以上。现在，
中国互联网经济已经进入下半场，同时服务业大消费时代的风口才
刚刚到来，中国企业一定要努力，力争在消费领域产生世界级的企业
和企业家。

一个巨大市场已经敞开大门

纵观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今天中国的崛
起，不分东方、西方，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崛起的浪潮中，都会遵
循一个看不见的共同规律。经历了早期的跑马圈地、野蛮增长后，这
些经济体一定会进入秩序的时代、法治的时代。在中国，这个时代已
经开启，也就是持续创新的时代。

在这个新时代里，如果想成为一家百年老字号的伟大企业，就要
将“专注”做成品牌。企业家要专注做市场，就像农夫精耕细作，通过
改善技术和产品取得更好的收益，赢得口碑。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
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市场已经敞开大门，只要坚持在细分行业里专
注打造竞争力，一定能产生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

企业家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强盛的筋骨。近年来，党和政府越来
越重视和关注企业家群体和企业家精神。去年，企业家精神被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联合发布《关于营造企业家健
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
企业家群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与保护，这一切都为企业家安心
经营、持续创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在这个新时代里，企业家更要坚持走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的
道路，坚持走创新和效率驱动的道路；把企业做好，为社会创造财富
和就业，为国家创造税收，为人民和公益慈善事业作贡献；要努力成
为社会的榜样与楷模，为社会传递永远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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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万向集团被列入国家
双创示范基地，成为汽车行业唯一一
家国家双创示范基地。最新资料显
示，万向还计划在杭州建设万向创新
聚能城，构建大中小微企业融通发展
的双创新业态，闯出一条“双创+互
联网+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之路。

“推动企业改革发展，最重要的
是要有永不满足、追求卓越的心态和
不断调整、与时俱进的能力。为此，
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自我革新的勇气
与决心。”万向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鲁伟鼎如是说。

“老虎出山好，猴子照样跳”

对于国企和民企的关系，早在上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万向集团创始人
鲁冠球就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
把乡镇企业比作“猴子”，把国有企业
比作“老虎”。当时有人提出疑问，国
有企业强大之后，乡镇企业怎么办？
鲁冠球的回答是，“老虎出山好，猴子
照样跳”。

鲁冠球认为，乡镇企业有乡镇企
业的作用，国有企业有国有企业的作
用，两者虽有竞争，但也具有相互依
存的关系。自然界有生态平衡，经济
界也有经济生态，乡镇企业正是完善

经济生态的重要一环。
“放到今天也是一样的道理。”鲁

伟鼎认为，发展国有企业和发展民营
企业并不矛盾，二者完全可以通过

“联姻”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对接，共同
提高发展的效率和质量。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万向很早
便开始与国企合作。上世纪 80 年
代，万向与中国汽车投资公司开展了
紧密合作；2001 年，收购承德露露，
为集团实施大农业战略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2004年，收购浙江省工商信
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新增信托资
格，并于 2012 年正式改组为万向信
托；2005 年，收购湖北通达，进入汽
车燃油箱及排气消声系统制造领域；
2015 年，与上汽合资成立上汽万向
新能源客车公司，在杭州建立新能源
客车生产基地，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同
时利用双方股东优势共同开拓海外
市场。如今，合资公司生产的新能源
客车已在杭州多条公交线路上运行，
并服务于2016年杭州G20峰会……

“利他共生、共创共享”

“联合是最有效率的发展。我们
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利用
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调动一切可以

调动的积极因素’，努力‘积聚实力引
豪门’。”谈及国企民企如何共同发展
问题，鲁伟鼎妙语连珠。

为什么万向能和这么多国企实
现成功合作？鲁伟鼎认为，关键在于
坚持诚信共赢，充分利用双方优势优
化资源配置，真正形成利益共享、风
险共担、共同进退的命运共同体，用
万向人自己的话说，就是“利他共生、
共创共享”。

“任何合作都必须建立在共赢的
基础上，都必须设身处地为对方着
想。尤其是在与大型国企合作的过
程中，必须想清楚一件事，别人强我
们弱，人家为什么要和我合作？原因
只有一点，我一定要为对方提供价
值。”鲁伟鼎说。

比如，万向与上汽合资成立的上
汽万向新能源客车公司，万向占51%
的股份，上汽占49%的股份，规划目
标为年产新能源客车5000辆。上汽
是国内最大的汽车集团之一，近年来
积极探索新能源汽车领域，自主品牌
汽车发展迅速。万向是国内最大的
独立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从 1999
年开始涉足新能源汽车产业研发，在
电池、电机、电控和电动力总成等方
面多年保持行业领先优势。双方不
仅在环境保护和汽车工业发展趋势

方面达成了共识，还有各自的产业优
势，这样的“结合”自然水到渠成。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很多以
前民企不能参与的领域都敞开了大
门，未来合作的机会更多了。”鲁伟
鼎说。

“种下未来的种子”

万向集团 40 多年的发展史，就
是一部不断自我调整、不断自我革新
的奋斗史。

万向的第一个10年以粗放型经
营为主；第二个 10 年走的是“小专
精、市场化”道路，通过对 12 项整顿
和用工、分配、产权等多方面的大胆
改革，在短短几年间就迅速成长为国
内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万向节生
产企业”；第三个 10 年以“四高×国
际市场”（通过高起点投入、高层次人
才、高精尖设备、高档次产品占领国
际市场）的思路为主要特点，通过进
一步提升企业“综合素质”实现生产
专业化、产品系列化，奠定了中国汽
车零部件行业领军者地位，并在国际
上崭露头角；第四个 10 年则聚焦

“调整、完善、提高”，通过提早布局，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赢得先机，实现
了多领域协同发展；至于万向的第
五个 10 年，重点在于发展清洁能
源，筹建万向创新聚能城，“种下未
来的种子”。

“新起点、新征程意味着没有先
例可循，注定要靠自己开创一条新
路。万向选择的产业方向是清洁能
源、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这其
中包含着很多颠覆性的技术，必定
会遇到不可预测的困难和挑战。唯
有坚守初心、坚定信心，不断创造新
的优势，才能持续获得新的发展。”
鲁伟鼎说。

万向集团：

“联合是最有效率的发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鑫

▷ 万向认为，正如自然界有生态平衡，经济界也有经济生态。发展国企和发展民企并

不矛盾，二者完全可以通过“联姻”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完善经济生态

▷ 多年来，万向与众多国企实现成功合作，秘诀在于坚持诚信共赢。毕竟，任何合作

都必须建立在共赢的基础上，只有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为对方提供价值，真正与对方形成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同进退的命运共同体，才有国企民企共同发展的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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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的南
安板鸭有限公司，一股浓郁的腊香味扑
面而来。晾晒场上，一只只板鸭金黄剔
透，让人垂涎欲滴。

作为“中华老字号”产品、江西省著
名特产，南安板鸭自诞生至今已有 500
余年历史。由于品质上乘、口感极佳，
早在 20 世纪初，它就远销新加坡、马来
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并在 1915 年举行
的首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
得金奖。

板鸭味美，但制作不易。“南安板鸭
一直坚持传统工艺制作，每一个环节都
有严格的规程，从而赢得了海内外消费
者的信赖。”江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制作技艺传承人、南安板鸭有限公司董
事长邓万德告诉记者，南安板鸭的制作
工艺涵盖选鸭、育肥、屠宰、腌制、晾晒、
包装等多道工序，每个工序都有严格的
标准，丝毫误差都会影响板鸭的品质，因
而容不得半点差池。

“能够斩获‘中华老字号’荣誉不仅
是一代又一代南安板鸭制作者努力的累
积，也是中华饮食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
名片。我们唯有时时刻刻保持对产品和
品牌的敬重，才能将这份荣誉传承下
去。”邓万德说，目前南安板鸭在欧洲及
东南亚地区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下
一步，公司将继续拓展南非等国家和地
区市场，更广泛地参与国际竞争，让中国
腊味香飘世界。

让中国腊味香飘世界
图/本报记者 李景录 通讯员 赖 莉 文/本报记者 韩 叙

图①① 江西南安板鸭有限公司员工正在晾晒板鸭。
图② 江西南安板鸭有限公司员工正在车间忙生产。
图③ 在江西南安板鸭有限公司化验室，技术人员正在作板鸭出厂前的相关检验。
图④ 游客吴媛(左)、李莎(右)正在商场购买南安板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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