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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记者曾昭俊彭飞天津报道】2011 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
暨中国企业家年会 4 月 23 日在天津举行。会议的主题是
“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会前，中央
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黄
兴国，天津市政协主席邢元敏，天津市委副书记何立峰会见
了部分企业家。

张高丽对在天津召开此次会议表示欢迎。他说，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基础在企业、关键在企业。没有企业素质的
提高，就没有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没有企业的转型升级，
就没有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天津将深化企业改革，加快自
主创新，加强现代管理，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天津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出席会议的有：中国企联会长王忠禹，天津市原市委书
记、天津市企联名誉会长、中国企联副会长高德占，中央候
补委员、天津市政协主席邢元敏，中国企联常务副会长兼理
事长李德成，天津市副市长王治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秘书长杨伟民，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天津市政协
副主席王文华、陈质枫、何荣林、曹小红、田惠光，天津市政
协秘书长刘琨，中国企联副会长、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总经理
许达哲、神华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喜武、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总
经理孔栋、中国南车集团董事长赵小刚、中国中铁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长进、新兴际华集团董事长刘明忠、青岛港集
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常德传、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首席
顾问苏士峰、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汝民、云南云
天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华、远东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蒋锡培、天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金元、亿达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孙荫环、万丰奥特集团董事长陈爱莲、山东科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双珉、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黄飞刚、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会长甘国屏、中国
女企业家协会名誉会长赵地、中国铁道企业管理协会会长
王兆成，中国企联顾问、云南省企联会长牛绍尧，中国企联
执行副会长陈光复、冯并、王基铭、尹援平。中国企联执行副
会长陈兰通主持了会议。

王治平在会上介绍了天津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杨伟
民做了关于“十二五”规划纲要解读的报告，姚景源做了关于
当前经济形势的报告。

出席会议的还有天津市有关部门负责人，来自全国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心城市的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的
负责人，全国性企业社团、行业协会负责人，来自全国各地的
企业家和天津市的企业家，有关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代表，
共 500 多人。

本报记者 田晶 彭飞/文

姚景源：企业必须走转型升级之路02 企业廉价使用“学生工”调查 03 中资私人银行火拼海外市场04
水泥“全产业链”投资陷困局 05 开心网赢了官司输了市场06 企业不应在涨价潮中“趁火打劫”07

本报记者 张龙/文

4月19日，滨海新区云计算产业
基地和云计算中心揭牌，惠普数据中
心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
物理勘探有限公司、上海智翔集团等
首批企业签约入驻。

引入这批颇负盛名的企业，只是
天津工业经济筑巢引凤的一个缩影。

4月23日，天津市副市长王治平在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组织
的一场专题报告会上介绍，自2007年天
津市第九次党代会以来，中央企业在津
投资的项目117项，总投资3601.71亿
元，占全部投资的31.9%；各兄弟省市、
行业龙头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津投资项

目1455项，总投资4131亿元，占全部投
资的36.5%。
“这些项目的引进实施，不仅支

撑了工业的增长，扩大了总量规模，
而且优化了产业结构，提升了产业水
平，同时增强了发展后劲，转变了发
展方式，使天津产业发展发生了脱胎
换骨的变化。”王治平说。

正是由于中外企业共同给力，天
津建设北方经济中心才获得了源头
活水。据统计，自 2007年天津市第九
次党代会以来，天津市工业共实施
3000万元以上的项目2249项，投资规
模达到了11308.6亿元。

由于企业给力，天津的发展充满
速度感。2010年，天津市GDP、工业增

加值、财政总收入分别增长17.4%、
20.8%和46.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
到24293元和11801元，分别增长13.5%
和10.5%。
科技创新：
以世界最快速度运算

“我们研制出天河一号和曙光幸
运千万次超级计算机，建成运行国际
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等一批重大创
新载体和平台，30余家国家级科研院
所带着创新成果落户天津，全社会研
发支出占生产组织的比重达到了
2.5%。”王治平说。

天津的科技创新投入，正在转化
为生产力。

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部
的泰达服务外包园，是天津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的一个重要平台。该园区占
地89万平方米，2010年1月一期50万
平方米产业楼建成并投入使用，二期
工程今年开工。

目前，泰达服务外包园聚集了国
家超算中心、腾讯数据中心、惠普数
据中心有限公司等26家云计算相关
单位，产业集聚效应初显。国家超算
天津中心位于泰达服务外包园内，中
心的“天河一号”是当今世界运算速
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峰值计算速度
达每秒4700万亿次。（下转第四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
长杨伟民4月23日在2011年全国企
业家活动日暨中国企业家年会上
解读“十二五”规划报告会上指出，
在完善现代产业体系过程中，最主
要的方面就是要推动服务业大发
展；国家提出要把推动服务业的大
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
略重点，可以优化产业结构、节约能
源、减少排放、扩大消费、扩大就业，
未来的5年要推动服务业的大发展。

杨伟民指出，“十二五”时期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必须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推动发展，其中最根本、最基础
的任务就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

2008年，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是56.7%，而消费率只有36%，并
且消费率一直在下降。

杨伟民强调，扩大消费，并不是说要否定外需，并不是要否
定工业，发展服务业，并不是说不要发展制造业。

杨伟民还表示，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产业体系，
但是制造业的总体规模过剩，推动服务业大发展是未来产业结
构调整中最主要的方向，“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服务业只占全球
的5%，而美国的服务业占全球的27.6%，所以我国未来发展的主
要潜力在服务业上。另外还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

要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来讲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首要任
务。”杨伟民认为。

杨伟民表示，为了应对危机，中国在1998年和2008年两次实
行了扩大消费的政策，这恰恰说明中国扩大消费的政策都是短
期的，并没有形成长期的扩大消费的完整政策；从过去主要通过
扩大供给来推动发展，转向更多地通过扩大消费来实现发展，对
转变发展方式非常重要。

杨伟民说，“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
机制，这需要各级政府改变工作重点，既要继续招商引资、扩大
投资、扩大项目，更要把工作重点转向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
建立公共服务体系、改善消费环境、发展服务业等方面。

如何建立持续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呢？杨伟民认为包
括下面几个具体的途径：一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特别是人口
城市化；二是扩大就业和创业；三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
民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四是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建立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五是完善消费的政策和环境。

张高丽在会见 2011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暨中国企业家年会参会代表时说，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基础在企业、关键在企业。天津将深化企业改革，加快自主创
新，加强现代管理，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天津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天津速度：企业的力量

杨伟民：未来 5年
推动服务业大发展

【记者曾昭俊天津报道】 中国企
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第八届
理事会第五次常务理事、理事会议 4
月 23日在天津召开，中国企联会长
王忠禹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要围绕贯彻实施“十二五”规划，
做好企联下一阶段的工作；结合经
济领域和企业改革发展重要问题，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进一步树
立品牌意识，推进协会品牌建设；
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服务水平。

王忠禹说，“十二五”规划纲
要第一次把管理创新写入指导思想，
还有加快发展拥有国际知名品牌和
核心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培育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全协调劳动关
系三方机制、建立和谐劳动关系，
推进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等
内容。中国企联目前开展的企业管
理创新活动、中国 500 强企业发布
和大企业发展研究、雇主工作、培
训工作等都与这些内容紧密相关。
要尽力而为，又要结合实际量力而
行，抓住几个重要问题深入进去，
努力做出成绩，进一步发挥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的能力和作用。

王忠禹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影
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
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各种
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等等，这些外
部环境的变化具体会给我国企业改
革发展带来什么影响？“十二五”
时期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推动经济
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科技进步和
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些目
标的实现直接或间接地落实在企业
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企业会出现什
么样的新情况？会面临什么样的新
问题？企业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中
国企联要及时、重点关注这些问题，
把企业真实的情况、意见与建议及
时反映上去，为政府决策和企业与
企业家服务。

王忠禹强调，国务院国资委将
2011 年定为行业协会品牌建设年，
中国企联要树立品牌意识，建设品

牌项目，进一步在扩大参与广泛性、
提高影响力上下功夫；要注重实效
性，通过活动给企业和企业家、地
方政府带来实实在在的收获；同时，
要进一步加强自律和规范，进一步
提高工作水平，使中国企联真正成
为政府靠得住、企业信得过、社会
有威信、国际有地位的品牌协会。

王忠禹表示，中国企联进行制
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三化”建
设，开展服务好、作风好、廉政好
“三好”教育，自身建设取得了较好
的成效，形成了规范运作、科学发

展的良好局面，“十二五”时期要
主动适应发展环境的变化，增强机
遇意识和忧患意识，认真分析影响
和制约企联长远发展的问题和因素，
从管理制度、业务发展、服务能力、
人才队伍建设等多方面采取措施，
努力实现企联的长远稳定发展。

在“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
王忠禹希望中国企联继续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努力把各项工作提高到
一个新的水平，更好地为企业、企
业家和政府服务，为推动科学发展、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出新的更

大贡献。
中国企联八届五次常务理事、

理事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中国企
联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李德成 《关
于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
会 2010 年工作总结和 2011 年工作
要点的报告》，还审议、表决通过
了 《关于增补调整副会长、常务理
事、理事的议案》、 《关于中国企
联培训工作委员会、可持续发展工
商理事会换届后主要领导成员变更
的议案》，并听取了与会代表对中
国企联工作的意见与建议。

树立品牌意识 提高工作水平
把中国企联建成品牌协会

王忠禹在中国企联八届五次常务理事、理事会议上强调 2011年全国企业家
活动日暨中国企业家
年会在天津举行

滨海新区正在加快建设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天津港
30万吨级航道的建设，将为这个目标提供世界级港口设施支撑。图为正在
装卸作业的天津港码头。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杨伟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