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坚克难，企业家信心满底气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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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
如何保持中国经济稳中有进？一个关
键因素就是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弘扬
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作用。
3 月 3 日，部分来自企业界的全国

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齐聚由经济
日报社主办、《中国企业家》 杂志社和
《经济日报》 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承办
的“第二十一期中国企业家两会沙
龙”，围绕“攻坚 2019：底气和信心”

展开热烈讨论。
经济日报社副总编辑郑波介绍
说，“两会沙龙”由 《中国企业家》 杂
志社创办。自 1999 年至今，沙龙每年
均在全国两会期间邀请企业界的代表

寻机遇：
机会偏爱有准备的人
“任何危机和困难都孕育
着 新 的 机 会 ，机 遇 往 往 会 留
给视野最宽广、准备最充分、
愿 意 相 信 未 来 、能 够 踩 准 节
奏的人。”
——全国人大代表、58 集
团 CEO 姚劲波

“最近很多人都在谈论经济下行压
力比较大，自己比较焦虑，但我恰恰认
为这是机会。”在全国人大代表、猪八戒
网创始人兼 CEO 朱明跃看来，在资本
泡沫被挤掉、市场浮躁情绪减弱时，辅
之以营商环境的进一步改善、简政放权
的 进 一 步 落 实，企 业 的 感 受会非 常明
显。这其中不仅包括经营的压力，更重
要的是能深刻体会到更加公平的竞争
环境以及提升产品和服务的紧迫感、使
命感。
面对 2019 年，
“ 信心满、底气足，善
于从困难中寻找机遇”成为在场企业家
的心声与共识。

“任何危机和困难都孕育着新的机
会，机遇往往会留给视野最宽广、准备
最充分、愿意相信未来、能够踩准节奏
的人。”全国人大代表、58 集团 CEO 姚
劲波对此深有感触。在他看来，正是因
为经历过十年前那段低谷，并且在低谷
中坚持正确的抉择，才让 58 集团与行
业内其他竞争对手区别开来，抓住城市
服务的市场机遇，率先成为业内的标杆
性企业。
“从我们掌握的中小企业招聘及就
业数据来看，企业招聘意愿从去年四季
度开始呈现出大幅度的增长，春节前后
的离职率创历年最低。春节过后，58 平

强主业：精耕细作练好内功
“做好主业不仅需要坚守
的精神，也要有长远的眼光。
企业应当不囿于当下利益，面
向更长远的未来，不能看着政
策好、
有红利就跑去挣快钱。
”
——全国人大代表、猪八
戒网创始人兼 CEO 朱明跃

覆’的互联网时代，赢得比赛
不能仅靠‘防守’，企业必须加
快创新求变、技术领先步伐，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
白山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 CEO 霍涛

做起势在必行。”全国人大代表、金正大
集团董事长万连步表示，金正大多年来
专注于土壤保护、亲土种植，集团在改
良土壤、改善耕地质量等方面的努力都
是为了实现提升食品品质与安全的目
标。
“ 只有护好土、种好粮，农产品消费
升级才有基础。”万连步代表说。
朱明跃代表也持类似观点。他告
诉记者，近两年，猪八戒网专注于自身
商业模式升级，在经营好双边服务平台
的同时，还尝试线上平台线下“落地”，

巧布局：
瞄准新兴产业发力

“我们处在一个敢于‘颠

要有
‘进球’
意识。
”

强主业、练内功是近年来企业家们
经常提到的高频词。信心满、底气足的
一大基础，正是企业家们对主业的执着
和坚守。
“我来自传统行业——农业。一般
谈及消费升级，大家总会先想到手机、
汽车、家电等行业。实际上，农业是最
需要紧跟消费升级浪潮的。它事关食
品安全，事关每位消费者的菜篮子、米
袋子，消费升级潜力巨大。要激活近
14 亿人的消费潜力，从身边事、从主业

要说市场嗅觉最敏锐的群体，企业
家们当之无愧。与很多人相比，他们更
善于从困难中发现机遇，更善于捕捉新
领域、新动向，更善于在新产业方兴未
艾之时便嗅到商机，
加紧布局。
“最近播出的电视剧《老中医》挺
火，这说明传统文化受众广泛。”全国人
大代表、天明集团董事长姜明说，去年
天明集团将发展重点转向大健康产业，
消费升级更多指向了生活质量的提
升。
“在新时代，传统文化也需要新的注

解，我们就从坚守文化自信中找到了前
进的方向和动力。”姜明代表说。
无独有偶，曾经靠卖电脑成就全国
销量第一好成绩的宏图三胞也在加紧
布局健康养老产业。全国政协委员、三
胞集团董事长袁亚非告诉记者，三胞集
团最初的主营业务是 IT 连锁、信息制
造与信息服务、金融等产业。当前国内
外形势都在发生变化，作为微观主体的
企业也要加快调整转型的步伐。因此，
三胞集团开始关注并涉足民生、消费、

委员畅谈当年热点话题，20 年间已有
500 余位企业家出席并发言。如今的
“两会沙龙”已经成为企业家群体在全
国两会这一重大舆论场集体发声的重
要平台。

台上甚至出现过一天之内收到近 700 万
份简历的‘盛况’，可见企业扩招意愿非
常明确，个人求职者也很珍惜现在的就
业机会。”姚劲波代表说。
“大环境不那么浮躁了，
踏踏实实做
好产品对每家企业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全国政协委员、360 公司董事长兼 CEO
周鸿祎认为，谨慎的预期有利于减少市
场浮躁情绪的累积，比如前期集中出现
的创投热潮正在降温，市场上理性冷静
的声音更多了，机会便在此时孕育。
“有
人认为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意味着人口
红利消失。但换个角度看，这同样意味
着围绕养老需求将会形成巨大的市场。
我们研发的智能摄像头和智能门铃，就
是针对空巢老人安全问题推出的。”周鸿
祎委员认为，机会与挑战经常是相互依
存的，
需要辩证看待。

在全国 70 个城市建设了 40 多万平方
米的园区和工厂，有效实现了现代服务
业人才线上线下的整合。
“做好主业不仅需要坚守的精神，
也要有长远的眼光。在平台发展过程
中，我们发现 2018 年小微企业订单有
一定程度下滑，看起来的确有些令人担
忧。但同时，我们也认定，扎实的线上
线下融合的商业模式有利于更多人才
借助平台就业创业，有利于释放人才优
势，有利于服务更多小微企业，所以我
们坚持既定方向往前走。企业应当不
囿于当下利益，面向更长远的未来，不
能看着政策好、有红利就跑去挣快钱。”
朱明跃代表说。

居家养老等领域，力求以远程及 IT 相
关技术赋能养老产业。
在互联网时代，互联互通、持续创
新是不变的主旋律。全国人大代表、贵
州白山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
人兼 CEO 霍涛表示，当前企业家最关
心 的 3 个 关 键 词 是“ 成 本 、效 率 与 创
新”。
“我们处在一个敢于‘颠覆’的互联
网时代，赢得比赛不能仅靠‘防守’，企
业必须加快创新求变、技术领先步伐，
要有‘进球’意识。”霍涛代表认为，传统
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已是大势所
趋，唯有搭建桥梁、互
通有无、加强创新才能
推动行业持续发展。

企业家的信心来自哪里

3 月 3 日，多位来自企业界的代表委员齐聚“两会沙龙”，热议今年经济形势——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一批
优秀企业家敢为人先、善为
人先，带领中国企业抢抓创
新风口、
加速转型升级，
打造
出一批站得稳、叫得响的中
国品牌。
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
企业在多个领域创造了从无
到有、
由弱变强的奇迹，
中国
制造、中国品牌在世界崭露
头角，这些都离不开中国企
业家的努力。
尤其是近年来，科学技
术的蓬勃发展为各行业带来
了巨大的挑战与机遇，新产
业、新领域强势颠覆着我们
的生产生活方式，一些眼光
长远、胆识过人的企业已经
提前完成了转型布局，在数
字化浪潮中游刃有余。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格
局正在加速变化，金融市场
风险加剧，不少企业尤其是
中小型民营企业普遍面临资
金紧张 、需求不足 、订单减
少、
成本上升、
利润下滑甚至
亏损等生存困境。
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急剧
变化及前所未有的复杂形
势，需要企业家拥有直面挑
战 的 勇 气 、迎 难 而 上 的 信
念。作为最有闯劲、最有创
新精神、最坚韧不拔的群体
之一，
他们信心越满、
干劲越
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底气就越足，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的基础就越扎实。
我们欣喜地看到，面对
2019 年，中国企业家们还是
那么活力四射。他们的信心
来自哪里？
首先来自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看好。成本高、盈
利难、
转型慢是不少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普遍难题，
这不
仅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必然会经
历的阵痛，也是国内外环境急剧变化中容易被放大的问
题。中国的企业家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困难，更看到了困
难背后潜力巨大的市场以及宏观政策调整下的转型机
遇。伴随着简政放权、
减税降费、
营商环境改善以及各项
体制机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落实，激活近 14 亿人口的国
内市场，
中国企业蓄势待发。
信心还来自对创新主动权的把握。在智能化变革的
背景下，
“ 互联网+”将加速打通互联网与实体产业的连
接。依靠科技攻关向高端转型，中国品牌不仅日渐被国
人认可，更带着“中国智造”的新标签吹响“出海”的新号
角；依托对数据的深度掌握和分析开发新的商业模式，
不
断涌现的互联网新应用正催生万亿市场蛋糕……砥砺创
新，
中国企业毫不含糊。
信心更来自企业家的使命感与责任感。面对挑战，
许多企业家选择了迎难而上，尽管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失
败了，但更多人从中吸取了教训、少走了弯路。应该说，
他们不是失败者，
而是新时代的勇者。当然也要承认，
确
实有一些企业家面对挑战心存疑虑，他们表面上是看低
经济发展预期，实际上是丢掉了闯劲、丧失了活力，丧失
了作为企业家的本色。
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正怀揣创新创业的激情与工匠精
神，
为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写下最生动的注脚。

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谢经荣：
企业家要把企业发展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围绕提
升企业竞争力做文章。同时，全社会也要营造有利于提
升企业竞争力的环境，
推动企业为国家繁荣强盛作贡献。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证券博物馆理事长姜洋：
随着中国期货交易在世界上的影响逐渐扩大，尤其
是商品期货交易规模日益增长，以中国经济目前的对外
开放程度而言，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期货法的出台。如
果中国能在期货市场上形成属于自己的定价基准，那么
在国际定价方面的作用会逐渐增强。
全国政协委员、
德勤中国副主席蒋颖：
德勤调查了 150 位企业家，60%都在布局“智能赛
道”，
不少企业在设备和用户价值的挖掘、
物联网开发、
商
业模式重塑及人工智能等方面都有部署。接下来面临的
挑战一方面是传统行业的跨界和多元化发展，另一方面
是产品创新和优化管理。
全国人大代表、
金正大集团董事长万连步：
不要忽视食品安全与品质提升。保障食品安全的根
源在于土壤，
没有健康的土壤就没有健康的粮食，
关注土
壤健康就是关注人类未来。
（本报记者 郭静原整理）

互联网发展进入下半场——

产业互联网将成新增长点
全国人大代表、海康威视数字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宗年认为，互联
网相关行业的竞争将日趋激烈。一方
面，国内外环境的不确定性会给企业带
来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同质
化问题突出，这一问题在数字化时代有
可能被放大。

全国政协委员、三胞集团董事长袁
亚非认为，
“互联网赋能”是高频词。要
为传统产业赋能不能仅仅依靠互联网
技术，还要依靠互联网思维。
全国政协委员、360 公司董事长兼
CEO 周鸿祎认为，产业互联网将是下一
个机遇。
进入下半场，
互联网不仅要颠覆

和改造传统行业，
还要寻找合作点，
与传
统行业进行充分结合。
比如物联网、
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业态与传统产业的
深度融合，
将有效激活传统产业的潜能。
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的传统行业都值
得在互联网思维下重新被审视。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白山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 CEO 霍涛认
为 ，互 联 网 的 特 性 在 于 两 点 ，一 是 开
放，二是连接。结合企业自身业务来
看，就是基于 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的思维，围绕数据为客户提供有关数据
高速传输、应用集成以及网络安全方面
的服务。 （本报记者 暴媛媛整理）

3 月 3 日举行的“第二十一期中国企业家两会沙龙”
现场。
邓 攀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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