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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把握稳中求进坚

持改革创新”。对于这一企业发展课题，需要深入

展开研究，不断探索与实践。对于这一企业发展课

题，我们的媒体也要更加密切地关注与报道。

要研究和报道如何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

的工作总基调，通过深化企业改革、提高管理水

平，做大做强做优。

要研究报道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

济结构调整，着力探索企业发展的新路径、新方

式，在企业转型升级中迎接新挑战，取得新突破。

要研究报道以自主创新增强企业竞争力和产

业竞争力，以自主创新推动企业的节能减排，保护

环境，勇于担当企业社会责任，为生态文明建设作

出新的贡献。

要研究报道继续推动企业“走出去”战略，加快

实施品牌战略，全面提高国际化、市场化竞争能

力，推进我国企业发展的国际化进程。

同志们，“中国企业十大新闻”评选和“中国企

业发展论坛”是新闻报道活动，也是战略研究交流

活动，她记录了中国企业家创新成长和企业不断

提升发展质量的风雨路程。我们相信，在党的十八

大精神指引下，我们的企业一定能够在新的一年

里做出新的业绩。也希望我们的媒体不断改进文

风，深入企业实际，发现更多更鲜活的企业新闻。

（作者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执

行副会长）

稳中求进 改革创新

（上接第一版）中国企业十大新闻评选和中国企业

发展论坛是新闻报道活动，也是战略研究企业交

流活动，它记录了中国企业家创新成长和企业不

断提升发展质量的风雨路程。

王宜林在致辞中说，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中国众多

的企业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

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保

障了国民经济稳定、健康的运行。

翟惠生指出：媒体和企业之间建立起一种融

政治、经济、文化、人文、民生于一体的整体关系，

不仅能够相互提升，而且是一份责任，是对人民的

责任，让人民有更好的医疗、更好的住房、更好的

生态、更好的就业，在对人民负责这一点上媒体和

企业是共同的。所以，企业和媒体之间可以而且应

该共同建立人民至上的关系，走向共同统一。媒体

用评选人物或者典型这样的办法，作为一种引领

的载体、手段，用新词描述，就叫做传递正能量，这

种正能量应该多传递，这样对整个社会都有好处。

同时举办的第九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主题为

“稳中求进改革创新：以转型升级应对新变局”。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转折期；转变发展方式是实

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根本途径，

转型升级进入一个加速期。 季晓楠表示，通过转

型升级的重大突破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走势，

是中国企业今年面临的重大发展课题。各界人士认

为，圆园员猿年，世界经济仍处在调整期，结构改革不
到位和需求增长乏力等问题难以根本改观，金融危

机的影响呈现长期化趋势。同时，发达国家实施再

制造业化战略，以互联网、新能源为代表的第三次

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出现新动

向。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企业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大。中国企业必须

通过转型升级的重大突破，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

济走势并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

杜平在论坛上表示，经济回暖是去年第四个

季度开始比较明显的，但是应该说这个基础很不

牢顾，现在企业面临很大的问题是去库存、去压

力、去债务。

冀中能源是世界 500强企业，总经理祁泽民表
示，煤炭生产完全可以是安全的，完全可以是环境

友好的、绿色可持续的。交运集团（青岛）公司董事

长刘永康、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秋喜、沂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剑群、仁建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郭东泽、东营方圆有色金属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晓辉也在论坛上分别做了发言。

论坛同时强调，中国企业和企业家 圆园员圆年坚
持企业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努力为

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企业十大新闻评选发布活动，自 1995年
发起至今已连续举办了十八届。多年来，这项活动

已成为社会各界岁末年初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话

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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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荆

斩棘、茁壮成长的过程，显示了中国企业和企业家

在经济改革最前沿的丰功伟绩。

高端

1.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

会会长王忠禹（左）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石军

出席会议。

2.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

长李德成（中）与嘉宾亲切交流。

3.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王宜林接受记者采访。

4.中国企联执行副会长冯并（右）与副理事长李明星交谈。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

大会 2012 年 11 月在北京召开，145
名企业负责人当选党代表参加会议，

占代表总人数的 7%左右，新增企业
家代表更占到新增代表的 52%”———
这是“2012年中国企业十大新闻”的
第一条，也点明了“第十八届（2012）
中国企业十大新闻揭晓仪式暨第九

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的立意所在：

彰显中国企业的卓越贡献与企业家

群体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责任：企业与媒体的合力

“企业的行为就是创造利润，就

是经济行为吗？表面上好像是，但本

质上它跟政治、社会、人能不联系在

一块吗？”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党组书记、评委会副主任翟惠生在

会上表示，“企业和媒体之间共同建

立人民至上的关系比什么都重要，

这样媒体也应该从狭义当中走出

来，走向共同统一，能够多支持我们

的企业、多支持国家的经济。”

“不管是央企、国企还是民企，我

想还是应该多强调它们做出的贡献。

中国的企业给国家创造的价值、包括

税收等等，就是在造福整个社会，这都

是出于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仁建

集团高级顾问刘启洪向记者表示，“媒

体也应该通过报道来引导企业树立这

个目标。”

无论是“中国企业界积极参与

生态文明建设”还是“多家企业助力

神舟九号对接天宫一号”，或是“中

国企业十大新闻·国企人物”中的

“一生航空报国，永记‘飞鲨之父’罗

阳”，都凸显了中国企业在政治上的

先进性和企业家们业绩优秀、道德

优良、信仰坚定、责任担当的现代企

业家精神；中国企业作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每年岁末年初举行的中国企

业十大新闻发布活动和中国企业发

展论坛，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交流与

对话的重要的新闻平台。希望我们

利用好这个共同的平台，深入探讨

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发展的战略、举

措和路径，不断推动企业科学发

展。”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

协会执行副会长冯并表示。多位与

会企业家向记者表示，这也是他们

共同的期盼。

力量：大企业时代的到来

“我注意到中国企业十大新闻这

一系列活动，都是以大型企业为主。

每年大家见见面、了解一下我国大型

企业的发展动向，我觉得很好，因为

大型企业代表着大的趋势，这样的总

结梳理对业界来说是受用无穷的。”

汾酒集团宣传部长柳静安在现场向

记者表示。

2012年 7月 9日，《财富》杂志
发布了 2012 年度全球 500 强企业
排行榜，其中中国企业上榜 79 家，
数量上首次超过了日本———“2012
年中国企业十大新闻”的第二条引

发了现场的广泛讨论，而紧接其后

的“中国企业 500强发布门槛再次
提高”、“中海油完成中国企业最大

海外并购”、“华为中兴等企业受阻

美国贸易壁垒”等上榜新闻，像一波

波汹涌的潮水不断在会场营造出激

越的情怀。

“刚刚过去的 2012年，正值中国
海油成立 30周年，也是公司实现二次
跨越发展的开局之年。”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董事长王宜林在会上表示，“中

海油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226亿元，利
润总额 1052亿元，缴纳税费 1348亿

元。公司在世界 500强排名中升至第
101位，较 2011年上升了 61位；在全
球石油公司 50强中，由 2011年的 34
位上升到 33位。”

作为中国大企业的代表，王宜林

与中国海油在此次活动中，分别荣获

“中国企业十大新闻·国企人物”以及

“中国企业十大新闻”之“中海油完成

中国企业最大海外并购”。“公司以

151亿美元现金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
司，促使中国海油的资产结构发生巨

大改善，储量和产量大幅增长，国际

化程度明显提高。”王宜林表示，“党

的十八大做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

部署，中国海油将不辱使命，奋发有

为，以扎实推进海洋石油工业二次跨

越为突破口，积极投身到建设海洋强

国的伟大事业当中去。”

本报于第 4533 期刊登的《大企
业时代呼唤新的企业哲学》中曾明

确提出：“在中国，迈进这个大企业

时代到来的推动力量便是中央企

业”，而该次活动中大放异彩的中央

企业再次佐证了这一点———不容置

疑的是，中国的大企业时代已经到

来。

眼光：转型升级迎接挑战

“在今天这样庄严的场合，我想

清楚地告诉大家，煤炭生产可以完全

是安全的，煤炭生产完全可以是环境

友好的、绿色可持续的。”荣获“2012
年中国企业十大新闻·国企人物”奖

项的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祁泽民在会上表示，“为煤炭企业正

名”是他最迫切的愿望：“实现煤炭企

业、煤炭行业的科学发展，安全发展、

绿色可持续发展，也能紧扣今天的论

坛转型升级这个主题。”

无论是因为“建设美丽中国，首发

环保白皮书”而荣登“中国企业十大新

闻·最具影响力企业”榜首的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公司，还是“创世界铜冶炼能

耗最低水平的科技先导型企业”的东营

方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或是“在极度

困难条件下经济总量逆势增长的煤炭

企业”———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都

在强调企业的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

这也是与会企业与企业家的群体呼声。

“以转型升级应对新变局确定为

主题，我认为这既符合党的十八大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也是我

国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著名经济

学家、国务院国资委大型企业监事

会主席季晓楠在会上表示，“转型升

级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是不

一样的，就是一个企业内部也不可

能完全一样，自己有不同的路径。但

总的一条，你不转型升级，是不可能

有新的竞争优势的。”

“这几年企业在应对危机的过程

当中，已经开始在不断地探索，不断

地寻找一些好的方案，但是要果断

出手、当变则变，不能消极求稳。”国

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杜平强调了

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应有的坚决

性，这得到了与会企业家的热烈响

应。“联合重组成就世界第二”的中国

建材集团、“新电商时代的开启者”阿

里巴巴以及“强强合并改变视频行

业格局”的优酷土豆股份有限公司，

佐证了“求变等于求生存、求辉煌”的

商业真理。

“世界经济处在调整期，以互联

网、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

业革命也正在兴起，全球产业结构

调整出现了新的动向，面对更加复

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企业转型

升级的步伐将会进一步加快。”中国

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执行

副会长冯并表示，“相信在党的十八

大精神指引下，我们的企业一定能

够在新的一年里做出新的业绩！”

榜单解读：贡献·责任·力量
本报记者彭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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