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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中国被称为“大国崛起”。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给出中国企业更多机遇。

那么，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需要拿出怎样的态度“接轨”？中

国企业需要了解世界什么？为世界奉献什么？新闻媒体在历史舞台上应该扮演什么

角色？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强化了品牌意识的《中国企业报》，在坚守着如初的理想、信念和“为中国企业、

企业家服务”宗旨的基础上,适应新的历史环境和要求,制定出了新目标和新战略。

当坚守成为自然、成为道德、成为文化的时候，独有的品位和时尚就成为了一

种可能。

在 2012年 12月 25日的《中国企业报》第 4547期头版，我们读到了“开始于

2008年的危机不知不觉竟已历 5载，像一场拳击，越到最后越是痛苦，所以我们可

以相信‘坚持’的感受是更真实的”评论。

也是在这一期，中国企业报社社长吴昀国发表的署名文章中“顺应时代大势，

汇集天地人和”的观点概括了《中国企业报》的历史使命。

建设诚信使命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以新的视

角、新的思维去透视世界的时候，

《中国企业报》担当起了历史赋予的

责任。

2008 年 1 月 4 日的《中国企业
报》以“2008中国经济新趋势”为题，
为中国企业展示新画卷。那一天的

新闻还有“中国企联表彰 150 家诚
信企业。”

从 1998 年开始 , 见证了温州模
式、苏南模式、蛇口模式的起伏、见

证了姓资姓社的争论、见证了企业

家的各类冒险之后，2008 年，《中国
企业报》努力帮助中国企业在危机

四伏的环境下建设诚信使命。

企业道德诚信与企业产品质量

诚信在 2007 年的中国被公众质疑，
中国温州再一次成为反面的商业典

型被国际企业指责。《中国企业报》

开设了专栏，发表 100 多篇文章，帮
助企业建立诚信文化。

1988 年为《中国企业报》诞生而
兴奋的企业家张瑞敏、柳传志、鲁冠

球在 2008年的时候已经成为“有资
格的国际企业老板”。美国 20 世纪
初的传奇企业家洛克菲勒说：“也许

以后别人的资产比我多，但我是唯

一的。”因此，财经作家吴晓波说：

“鲁冠球这些起得最早、活得最久、

事业做得生龙活虎的人所经历的转

型大时代是唯一的。”

坚持思想家办报

2008 年，中国企业加速融入全
球供应链的事实，使得 1988 年创建
的《中国企业报》队伍不断壮大。

更具思想者形象的《中国企业

报》进一步要求自己：“编者有思想，

采者有灵魂。”《中国企业报》每一个

稿件都要为企业读者着想。

关于民营企业家社会责任感话

题，《中国企业报》2008 年发起“我能
不能把员工随意撵出企业去”大讨

论。

在财经媒体各自寻找“调子”的

2008 年 3月，春天的脚步伴随着“全
国两会”如约而至。公众们在此时间

里看到了“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

首次被写入国家纲领性文件的好消

息。

消息出台当日，《中国企业报》

的专题报道也呈现在读者面前。人

们不但读到了专家观点，还读到了

《健全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专

题解读以及《应重视和支持协调劳

动关系三方机制工作》的“两会时

评”。

《中国企业报》在总结 2011 年
“国有企业报道战役”时写道：企业

家依然是《中国企业报》报道的主

体，但是，绝不是孤立地去说企业家

的创业经历。在宣传企业家“领军人

物”时，不忘拷问政府、管理者、经济

学家，为中国整体发展服务。

《中国企业报》经历 2010年底的
体制改革，面貌焕然一新。新的领导

班子提出思想家办报的理念，要求

《中国企业报》“及时发出声音并参

与事件的大讨论”。“社会需要什么，

企业需要什么”的思考一直是《中国

企业报》人的政治课题，也是对自己

从事新闻工作的严格审读。

当 2012 年 12 月中国经济人物
诞生时，《中国企业报》的观点是：解

困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发展，需

要信念、需要智慧、需要策略、需要

一步一步地去实干。像法国大革命

时期《自由引导人民》一样，企业家

群体对解困中国经济具有他们所未

曾解放出来的价值，他们有实力做

一个终结者，有实力在危机的废墟

上建立起有如上世纪几次危机后耸

立起来的通用、迪斯尼、微软这样的

丰碑，他们的声音可以拥有更加广

泛的传播，让我们都听到这样的声

音，并憧憬他们带领这个时代最终

可以实现“中国梦”。

我们有理由把这段更具内涵、

更具独到思想、更具时尚的文字当

成《中国企业报》2013 年之后的坚
持。

强化大策划意识

在互联网时代，传媒业的变化是

惊人的。

2008 年，《中国企业报》对企业
家问题加以深刻剖析的观点文章

《幸福是一种能力》在中央电视台早

报早读中播出，《中国企业报》在弘

扬企业家们管理思想的同时，对其

人文精神开始探索，独到的文章观

点在企业家群体中得到肯定。

2011年，中国十大经济风云人
物孙大午接受了《中国企业报》的独

家采访。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全国各

大网站广泛转载此文，并给予这样

的评论：“独特的视角和文字，描绘

出企业家的独特真实。”

媒体的作用与媒体自己的创造

力息息相关。

翻看和阅读 2008 年到 2012 年
的报纸，最大的感受是：在大时代

的潮流涌动中，《中国企业报》的策

划意识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企

业报》自 2008 年起，不断提高编辑
的新闻策划能力，在多个重大企业

新闻中体现出了非常明确的策划思

想。

2008年，推出“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企业家系列”、“静悄悄革命”评

论系列；2010 年，推出“面对危机科
学发展典型企业经验”系列；2011
年，推出“转型升级”系列等，业内好

评如潮。

2010年、2011年、2012年“全国
两会”期间，新闻版面“金融改革困

惑与思路”、“打开消费之门”、“大国

央企”等栏目的策划 ,都成功地打造
了《中国企业报》这一整体大文化品

牌。发表的《垄断下的腐败只是时间

问题》、《本轮实体经济舆论形成的

过程昭示中国新觉醒》、《日本大企

业模式借鉴》、《佛教寺庙上市》、《奥

运商业》、《消费刘翔》、《双面苹果》

等百篇案例分析文章，无不体现策

划智慧。

大策划需要大智慧、大能力。

2012 年 8 月，《中国企业报》记
者深度挖掘、采访、报道的“法门寺

上市事件”被中国上百家网站转载；

2012年 11月的《广西太阳能企业作
假》文章成为当日媒体、网站转载之

最。

2012年 12月 25日的《中国企业
报》，题为“中国需要建立更多创新

企业———专访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

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 ”一文写

道：“不转型，中国会掉进中等收入

陷阱。”

历史依然会给中国、中国企业、

中国企业家提出各类问题。《中国企

业报》依然会尽到自己的职业责任，

以“坚守，成就一种思想”的文化理

念解读新闻。

在色冷、色浓的季节变化中，无

数怀揣新闻梦想的新闻人犹如中世

纪的精神斗士，在沉默孤寂中探索、

在扬鞭催马中飞奔、在风月轮换中

追问，在烟熏色的历史中，我们嗅出

了历史那沧桑的味道。

正如默多克家族的新闻梦想就

是在坚定的坚持中坚守而成的一

样，历史给予《中国企业报》的使命

也是“坚守”。1988 年前成立的小公
司如今已成长为令世界瞩目的企

业；当年的小企业主也成长为优秀

企业家、管理学家。《中国企业报》25
年来，以坚守的韧力见证着坚守，以

坚持的态度见证着坚持。

《中国企业报》感谢这个时代，感

谢这个时代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

（上接 T07版）

3年多时间里，《中国企业报》每期版面都有企业案例、企
业家观点、经济学家观点、记者札记。围绕“中国企业新纪录”

主题，派出专业记者跑遍全国 20 多个省市，访专家、访企业
家、访政府，总结经验，发表“海尔以质量创新实现目标管理”、

“长沙卷烟厂创新纪实”、“简单的魅力”、“杭钢突围”等 50个
企业案例，在管理界和企业界引起共鸣。100期的坚持，显示出
《中国企业报》策划、编辑、采访实力。《中国企业报》以实际行

动践行了 1988年创刊的诺言，也使得中国企业家这个特殊群
体的每一个历史时刻，都有《中国企业报》的身影。

2006年，《中国企业报》“感悟”栏目，以“激情永远是一首
最新鲜的诗歌”为标题，解读了国际企业家、英特尔首席执行

官保罗·欧德宁语录：“我是最有激情的企业家”。文章的观点

是：“中国企业家承认，是激情带来了变化，是变化带来了享

受。是享受让消费者得到了实惠。越是勇敢地接受挑战，越是

全身心地去做，享受的幸福越多。”

《中国企业报》也是如此激情、变化。

2006年 4月,福建省企联在“企业家活动日”期间为 57名
企业家颁发“优秀企业家”荣誉证书。不那么轰轰烈烈的画面

里依然能看出企业家的笑容。

2003年 20位首届金球奖企业家欢聚杭州，《中国企业报》
也做了详细的报道。《中国企业报》的观点也鼓舞了企业家们：

“历史性聚会，是为了看到更大的光明和希望，是唤起更大勇

气和决心，是找回更加强大的人文精神和幸福生活。”

事实上，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历史呼吁“国有重点企业
要做自主创新的排头兵。”种种实际行动都显示了企业家组织

必须积极地站在历史潮头：2006年 2月 20日，《中国企联百家
会员企业发起节能倡议书》发表；2007年，中国企联首次为企
业组织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中国企业报》在 2007年推出“协
调劳动关系系列报道”，发表《推动立法进程维护雇主权益》、

《义乌财富大厦深陷财富门》等百篇文章，得到很多企业家积

极响应和互动。《中国彩电出口遭遇专利门》、《抢沙发抢出官

司》、《木马，看不见的黑色暴力》、《拒绝克隆》等文章给企业家

提供了专业参考。

2006年中国品尝了“资本盛宴”之后，2007年 7月，《中国
企业报》报道了消息：“美国财富杂志公布了 2006年度世界
500强公司名单，共有 22家中国企业入选。”

此后，《中国企业报》推出系列报道“中国企业如何做强”，

呼应国际国内经济学家的观点，在质疑的同时给出建设性建

议。

这 5年，中国诞生了价值最高的企业，中国也有了女首
富，跟丁磊、宗庆后、陈天骄一样，企业家张茵、杨惠妍的财富

故事、个人精神、企业成长之路都被《中国企业报》一一记录。

“历史与记忆”：与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共成长

历史需要这样理性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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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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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12月 27日，《中国企业报》在山东东营举办“首届美丽中国生态文明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