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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翟惠生致辞，中国企联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李德成

出席，中国企联执行副会长冯并主持会议，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局局长卢卫东、中国企联副理

事长李明星发布名单

“中国企业十大新闻”系列推选和发布活动，反映了中国经济和企业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的

发展轨迹，反映了中国经济和企业融入全球化发展的脉络与进程，记载了中国企业和企业家

成长的过程及其贡献，是中国企业界规模最大、层次最高、范围最广的权威性推选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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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我们汇聚一堂，共同回顾过去一年企业
成长的体会与经验，探讨企业发展的成功规律，是一件
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我代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
家协会，向第十七届“中国企业十大新闻”发布暨第八
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

2011 年，我国企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
各项决策部署，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生产经营继续保
持平稳较快增长，转变发展方式取得积极进展，履行社
会责任得到切实加强，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实现
了“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

2012 年，我国经济及企业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企
业要正确把握今年国际国内总体经济形势，把思想统
一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上来，增强机遇意识、忧
患意识，加强战略谋划，增强应对能力，不断提高企业
的科学发展能力。
“中国企业十大新闻”评选活动创办 17 年、“中国企

业发展论坛”活动开展 8 年来，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交流
与对话的重要平台，为推进我国企业进步发挥了积极
影响和作用。希望大家利用这个机会，相互学习经验、
彼此借鉴方法，深入探讨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发展的方
向与规律，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立足创新，为企业健康
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2012 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
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的新情况新变化，企业要做的工
作很多，以下几方面尤应着重抓好。

首先，要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正确把
握今年国内外总体经济形势，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创新
这一强大动力，通过深化企业改革、提高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抓好转型升级，做强做优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企业，为实现稳中求进做贡献。

其次，重点还是要突出主业，做实主业，切实提高企
业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特别要加强危机管理，增强企
业的抗风险能力。为确保今年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
社会和谐稳定发挥骨干作用。

再次，加快实施品牌战略，提高品牌建设水平，进一
步发挥品牌建设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的能力和作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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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十大新闻”评选活动等都与这
些内容紧密相关。中国企业经过快速成长，已具备了推
行品牌战略的基础。中国企业的品牌建设活动要进一
步在扩大参与广泛性、提高影响力上下功夫；要注重实
效性，通过品牌建设活动给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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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品牌建设活动成为政府靠得住、企业信
得过、社会有威信、国际有影响的活动。

第四，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改善企业发展及
支持机制，在全社会形成理解和支持企业家的氛围。企
业家是企业转型及产业升级的一线主导力量，我们应
当满腔热忱地宣传企业家为经济社会成长做出的贡
献，把企业拼搏奋进、科学发展的正面形象展示给公
众；应当通过大众媒体的宣传，持续培养公众对企业产
品及企业家的认知度，进一步提升企业品牌的美誉度
和影响力。企业也要重视并学会处理与大众媒体的关
系，提高与媒体融合互动的紧密度，善于进行危机处
理，不断为自身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多年来不断创新的“中国企业十大新闻”评选活动
和“中国企业发展论坛”活动，记录了中国企业不断提升
发展质量的轨迹，反映了中国企业做强做优、融入全球
竞争的脉络，展示了中国企业家创新成长的风雨路程。
本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的主题“全球变局企业转型”，将
再次集中中国知识界、企业界的智慧与经验，见证中国
企业跨入全球经济竞争舞台的雄心壮志和坚实步伐。

全面实现“十二五”发展规划的目标任务，需要社会
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其中也包括理论界、新闻界做出更
大的努力。我们要继续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好地为
企业、企业家和经济工作服务，为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社会和谐稳定做出积极贡献，以良好的精神面貌、
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本文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

禹在第十七届中国企业十大新闻十大人物揭晓仪式暨
第八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上的讲话，发表时略有删节）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为企业发展创造
良好的舆论环境

王忠禹

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都有它不可
替代的独特性，任何一个历史的创造者
都有他伟大的一面。历史的价值是让我
们记住那些过去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办
好现在和未来的事情。

过去的 2011年，全球经济，特别是
对于经济体中的企业元素，印象刻骨铭
心、教训异常深刻、思考无比沉重、发展
举步维艰。尽管中国的经济与全球经济
有本质区别，但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巨
大。我们在这里回顾 2011 年，回顾
2011年中国企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它可以让我
们停一停，对照那些对行业对社会产生
了重要影响力的事件和人物，思考一下
企业经营的得与失、准确把握环境与趋
势，利用好经济发展放缓的机会，推动
企业健康发展。

中国企业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激
情发展之后，深刻认识到自身发展方
式所带来的迅速做大时代正经历着
一个痛苦的改变过程，当这个过程与
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相契合、相叠加，
中国企业理性发展时代的开启就变
得十分宏大和现实。在这个宏大的变
局之中，中国企业怎样做到平衡发展

至关重要。
理性是基于正常思维结果的行

为，理性的意义在于对自身存在及超
出自身却与生俱来的社会使命负责，
充满自信与勇气地、恰当地使用最智
慧的方法去追求最好的结果。特别是
当我们习惯了过去十年世界性的某些
非理性繁荣，这种理性行为就越发显
示出它的价值。
（作者系阳光保险集团董事长兼总

裁，本文是作者在 2012年 1月 8日“第
十七届中国企业十大新闻十大人物揭
晓仪式暨第八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上
的致辞） （下转第二版）

中国企业开启理性时代

本报记者 何宁 李志豹
张龙 陈昌成 许意强等

张维功

2012年 1 月 8日，小雪初霁后的
北京越发显得清冽，催人清醒而睿智。

在人民大会堂重庆厅，第十七届中
国企业十大新闻十大人物揭晓仪式暨
第八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会场。

温故是为了知新，回首 2011，每一
条新闻和每一个人物都激起与会的企
业家和经济学者的强烈共鸣。在“企业
转型：新变局 新路径”的主题下，经历
了数小时的头脑风暴，与会企业家和经
济学家碰撞理念和智慧，畅谈 2012年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这是一场中国企业巨子关于做强
做优主业、融入全球竞争的思想脉络的
梳理，这是一场中国思想精英关于大变

局与企业转型与改革创新的思想风暴。
它向人们讲述了在经济风暴扑面而来
的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企业的困
苦与清醒认识以及如何勇敢地挑战困
难、做强主业的睿智与主见。

浓缩 2011中国企业：60条新闻和 20个人物
上午 9时，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

企业家协会和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局指
导，中国企业十大新闻评选委员会、《中
国企业报》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企业十
大新闻十大人物揭晓仪式暨第八届中国
企业发展论坛在人民大会堂准时召开。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会长王忠禹，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党组书记翟惠生，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

副会长兼理事长李德成，国务院国资委
宣传局局长卢卫东，国务院国资委企业
分配局局长于吉，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局
局长彭华岗，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
李明星，《中国企业报》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延苓出席会议。中国企联执行副
会长、“中国企业十大新闻”评委会副主
任冯并主持会议。

王忠禹在致辞中表示，“中国企业十
大新闻”评选活动创办 17年、“中国企业
发展论坛”活动开展 8年来，已经成为我
国企业交流与对话的重要平台，为推进
企业进步发挥了积极影响和作用。希望
企业的新闻宣传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
向，积极改善企业支持机制，在全社会形
成理解和支持企业家的氛围，从而为企
业健康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下转第三版）

中国企业发展
年度全景图

2011年中国企业十大新闻和中国企业十大人物
揭晓，“69家中国企业跻身世界 500强”等新闻及傅
成玉、杨凯生、任正非、徐文荣等人物入选。第八届中
国企业发展论坛同期举行
中国企联会长王忠禹出席并讲话

王勇：做好应对更大困难和挑战的准备 （详见第十九版）

会议现场

创新：中国企业世界路径
P03

全景 2011
和谐：中国企业发展环境

P02

升华：中国企业智慧交融
P04

2011中国企业十大人物
特 7—特 8

2011中国企业
发展环境十大新闻

特 5
2011中国企业
全球化十大新闻

特 6

特刊

2011中国企业
技术创新十大新闻

特 3

2011中国企业十大新闻
特 1

2011中国国有企业
十大新闻

特 2

2011中国企业
社会责任十大新闻

特 4

1078件提案建言民生
P22

天津勘察院：创新赛跑危机
P23

2012：天津人要更幸福
P21

天津报道

星期二 今日三十二版 周二出版 邮发代号：员—员圆愿 国内统一刊号：悦晕员员—园园圆怨 京海工商广字 园园员苑号 零售价：4援0园元 全年定价：192元

mailto:guozhiming007@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