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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企业家精神

做新时代追梦人
本报记者

周

雷

改 革 创 新 者 胜
周 雷

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改革开放以

来，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迅速成长，一大

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不断涌现，为积累社会财

富、创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综合国

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企业家在奋斗中取得骄人业绩，更积蓄了

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企业家队

伍建设，就弘扬企业家精神提出殷切期望。2017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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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系统性部署。广大企业家牢记使命，争创

一流，不负梦想，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日益发扬光大。

发愤图强产业报国

“为中国汽车跑遍全世界，而不是全世界的汽车

跑遍全中国而顽强拼搏。”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

福的话掷地有声。

1997 年 ，李 书 福 创 办 我 国 第 一 家 民 营 汽 车 企

业。“我决定要研究、生产汽车，真没有太多的人相

信。大家都认为中国在汽车工业领域已经没有优势

了，只能与外国汽车公司合资或者合作才有可能取

得成功。”李书福回忆，“但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

随着车市大发展，自主品牌崛起，吉利控股集团

连续 10 年位列世界 500 强。李书福从昔日的放牛娃

成长为汽车业巨子，折射出众多市场经济弄潮儿成

长的轨迹。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腾飞。企业家

紧抓机遇，乘势而上，大显身手。但无论走多远，飞

多高，始终不变的是家国情怀。

企业营销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优秀企业家

始终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

密结合在一起，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

烈责任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曾饱受“缺芯少屏”之苦。彩

电业被日韩面板巨头扼住咽喉，利润微薄，发展受

限。2009 年，从国际并购受挫阴影中走出不久的

TCL，启动华星光电项目，决心投入上百亿元上马高

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在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上游

行业和国际巨头掰手腕。

“TCL 要做产业报国的‘敢死队’，我就是‘敢死

队长’。”TCL 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表示，“有人说，

做实业投入那么大，划算吗？我说，梦想该怎么算？”

经过艰苦努力，华星光电成功破局，TCL 成为国

内首家建立起“液晶面板—背光模组—整机”垂直产

业链一体化优势的企业，同时在半导体显示领域打

造出全球性的领先技术和规模实力。有评论认为，

以 TCL 为代表的彩电企业彻底摆脱过往电视成本受

制于上游厂家的局面，从产业链上游掌控了电视市

场话语权。

国有企业是大国顶梁柱。经过持续改革，国有

企业与市场经济相融合，不断做强做优做大。

今年 5 月，全球规模最大综合性化工企业中国中

化成立，目标直指世界一流。在中国中化董事长、党

组书记宁高宁的带领下，这家由“两化”重组而来的

新公司，瞄准促进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化工新

材料产业补短板两大战略需求发力。旗下中国种子

集团落户海南，加快打造中国种业的“南繁硅谷”；以

旗下先正达集团为主体的国家玉米种业技术创新中

心 成 立 ，积 极 推 动“ 打 好 种 业 翻 身 仗 ”，保 障 粮 食

安全。

作为执掌过 4 家央企的管理者，宁高宁屡创佳

绩、风格鲜明。当年宁高宁执掌中粮集团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将中粮内刊改名为《企业忠良》，传递了宁高

宁的国企管理理念——应具备对国家的“忠心”和对

消费者的“良心”。来到中化集团，宁高宁写出《科学

至上》，推动企业转型，经过讨论管理层决定，中化集

团将以技术创新进步为主要发展标准，没有新技术

不投资，没有新技术不并购，没有新技术不搞扩产。

矢志创新追求卓越

当前，中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创

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企业家是推动企业创新

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企联常务副会长朱宏任表

示，企业家要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

从 1987 年成立至今，华为已成为全球通信领域

的引领者，5G 领跑，6G 探路。

“我们这 30 年都对着同一个‘城墙口’冲锋，几十

人、几百人对着这个‘城墙口’，几万人、十几万人还是

攻这个‘城墙口’，总会把这个‘城墙口’攻开的。”华为

创始人任正非的经验，深受业界推崇。

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华为全球员工总数约

19.7 万人，其中研发员工约 10.5 万，约占公司总人数

的 53.4%。2020 年华为研发费用为 1418.9 亿元，约占

全年收入的 15.9%，上升 0.6 个百分点。

中国高铁刷新中国速度，惊艳全球市场。中国

中车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自主创新，成

功研制了“复兴号”动车组、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等

一系列重大产品，迈出从追赶到领跑的关键一步。

“坚持自主创新、开放创新、协同创新，加速核心关

键技术突破，将大国重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实现持

续领先领跑。”中国中车董事长孙永才说。

作为专家型企业家，孙永才是我国轨道交通装

备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换代的主要组织者和学科带

头人。在他主持下，研发团队在成功掌握动车组九

大关键技术和十项配套技术的基础上，研制出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时速 350 公里复兴号动车组。在

动车组采用的 254 项重要标准中，中国标准占 84%。

“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海尔集团

创始人、董事局名誉主席张瑞敏以“自以为非”为座

右铭，为“追求卓越”而艰辛探索，在中国企业经营管

理变革中开风气之先。

产品供不应求的年代，他抡起大锤砸掉 76 台有

瑕疵的冰箱产品，砸醒了企业的质量意识；中国入世

前后，他带领海尔“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进入全

球市场创名牌；互联网时代，他首创“人单合一”模

式，打破企业科层制，一举砍掉 1 万多名中间管理层，

打造开放的自主创业平台，以用户需求驱动员工发

展。进入物联网时代，他首提打造生态品牌，推动企

业由封闭的花园颠覆为开放的“热带雨林”，通过与

生态方共创共赢，探索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新路。

历经 37 年的拼搏，海尔从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厂

发展成为全球化企业，其品牌连续被评为世界白电

第一品牌，并以全球唯一生态品牌入选最具价值全

球品牌百强榜。

服务社会履行责任

“新希望将在未来 5 年里继续投入 500 亿元到乡

村振兴产业上，解决 5 万人就业，为社会培养 5 万个

现代农民和农业技术人员，还要帮扶 5 万家小微企

业，建设 5 个乡村振兴示范工程。”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刘永好有了新打算。

刘永好热心公益，倡议发起民营企业扶贫的“中

国光彩事业”，20 多年来帮助数以万计农民脱贫，号

召“万企帮万村”参加脱贫攻坚战。如今，他又积极

投身乡村振兴。

“中国商道的精髓就在于义利相济。”福耀集团

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表示，企业家在赚钱的同时，

必须兼顾到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益。

今年 11 月 20 日，福州市人民政府与河仁慈善基

金会签约，以“民办公助”的形式筹建福耀科技大

学。曹德旺创立的基金会计划出资 100 亿元。其办

学初衷是，打造对标一流大学的民办高校，为祖国培

养更多优秀的应用型人才。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

和政治基础，履行好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

是国有企业家的本分。

“干节能环保干的是大事善事，也是积德的事。”

中国节能董事长宋鑫表示，中国节能始终以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为己任，为守护祖国蓝天绿水而奋

斗。截至 2021 年上半年，累计实施节能环保和清洁

能源项目超过 4000 个。到 2030 年，中国节能要基本

实现“成为世界一流的碳达峰、碳中和解决方案服务

商”的目标。

在宋鑫看来，企业最佳的社会责任实践，应该在

主业优势和时代需要、社会需求之间找到最佳契合

点，通过业务开拓、技术创新、体系优化、模式创新等

方式解决相关社会问题。在此过程中，为企业创造新

的商机，实现企业自身发展。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实现

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相统一，才

是可持续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企业好，经济就好。我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尤其需要夯实微观基础，持续增强内生

活力和动力。

当前，我国大企业存在大而不强的情况，虽然

近两年我国位列世界 500 强的企业数量连续居于

全球首位，但不少企业的发展主要依赖规模，创新

引领力、国际竞争力与世界一流水平还存在差距；

数量庞大的小企业虽然活力强，但存在市场竞争

力弱、升级能力不足的现象。

因此，国有企业要不断深化改革，高效公平地

参与市场竞争，对标世界一流，着力做强做优做大；

大量民营企业要把敢闯敢拼和公司治理的规范性

统一起来，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这是一场爬坡

过坎的考验，广大企业要坚定信心，奋力开新局。

企业家是“关键少数”，企业家精神是企业乃

至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企业家要认真学习领

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经济思想，大力弘扬企业

家精神，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

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生力军。

作为国企改革的先行者，宋志平探索“央企市

营”，曾带出两家世界 500 强企业。改革正是奔着

解决问题展开的，既然重任在肩、别无选择，我们

就必须一次次勇敢地迈步，哪怕前方荆棘密布也

要一路向前，永不回头。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供应链

“强链”“补链”，企业家们大有可为。“核心技术如果

不在自己手里，命运就只能握在别人手中。”高德红

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立带领团队持续 10 年投

入巨资开展科研攻关，研发出高性能制冷单色百

万像素红外探测器芯片，实现“从 0到 1”的突破，打

破技术瓶颈，让企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惟改革创新者胜。企业家要胸怀国之大者，

当好要素整合者、市场开拓者、创新推动者，带领

企业奋力拼搏、力争一流，实现质量更好、效益更

高、竞争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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