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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给企业家回信座谈会在京召开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企业家回信

解放思想 改革创新
敢于担当 勇于作为
中国企业联合会
会长王忠禹
中国企业家协会
座谈会现场
①万向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鲁冠球 （前排左
一）、 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张正贵（前排左二）、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局主席徐少春（前排左三）在座谈会上

③中国企联常务

2014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召开之时，

回信中的精神都是一致的， 我们作为市场

恰逢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发出给企业“松

主体的企业和企业家，要认真学习、深刻领

绑”放权呼吁信30周年。福建省30位企业家

会总书记一系列讲话和这次回信， 在实践

在此期间致信习近平总书记， 以 《敢于担

中积极认真贯彻落实。

当,勇于作为》为题，建言加快企业改革发

副会长兼理事长

展。近期，福建省企联转来习近平给企业家

李德成在座谈会

的回信。回信是写给福建省30位企业家的，

上宣读习近平总

也是写给所有企业家的。 回信中充分肯定

②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维功

书记给企业家的

了多种所有制、多种类型的企业家“敢为天

习总书记在回信中希望企业家继续发

和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在

回信

下先、爱拼才会赢”的胆识和勇气，对广大

扬“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进一

企业家深刻领会、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

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敢于担当，勇于作

座谈会上

①

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企业改

为。这既是对企业家的期望，也是鞭策和鼓

革发展提出了要求。 充分反映和体现了习

励。30年前55位厂长经理发出
“松绑”放权呼

近平总书记对企业、企业家的重视、关怀，

吁信所表现出的开拓创新精神，推动了经济

并寄予期望。

②

③

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要在深化企业改革中加快企业发展；要

宗庆后，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今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企业家的

天，我们要继承发扬好老一辈企业家干事创

回信， 进一步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

业的激情，解除不敢改的顾虑，走出不敢改

中全会精神上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加

的困境，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以问题为导

快推进企业改革发展， 实现经济社会持续

向突破难点，引领企业推进改革创新，获得

健康发展， 今天我们邀请全国部分著名企

更好更快的发展。目前我国经济进入发展的

业家进行座谈。

本报记者 张龙

二、 要继续发扬“敢为天下
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

关键期，宏观经济总体上维持在合理区间运

刚才， 大家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行，并且呈现出趋稳向好的积极迹象。但总

记给企业家的回信， 结合本企业的生产经

体看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企业发展遇到

营情况，就如何改革创新做了发言。大家讲

了一些问题，外向型企业尤为困难。煤炭、钢

得都很好。由于时间关系，还有一些同志没

铁等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导致产品价格持续

能发言，请这些同志把发言材料留给企联，

下降，企业经营陷入困难。企业特别是中小

以便整理上报。 结合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

微企业面临融资难和融资成本高问题。公平

新形势，我也谈几点意见。

竞争环境建设有待改善，市场决定性作用没
有得到充分发挥。国务院出台的部分政策措
施尚待有效落实， 企业税费负担还较重。可

职能、大力简政放权，目的之一就是让市

一、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回信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结合起来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维功， 福耀玻璃工

场更好发力， 让企业创新创造源泉更加

最近，中宣部、中组部发出《关于认真

的信心和决心，着力改革创新，运用新技术，

建省30位企业家的回信精神， 探讨新形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北

充分涌流，这是又一次重要的“松绑”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的

发展新产业，培育新业态，在闯市场中靠质

势下如何深化企业改革发展。

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潘

权。

通知》，抓好学习好贯彻好讲话是中国企联

量取胜，在市场搏击中强筋健骨，提升竞争

2014年7月30日， 中国企业联合会、

张玉良，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董

王忠禹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再

中国企业家协会在京召开学习贯彻习近

事局主席徐少春， 贵州中和投资控股有

次向企业界指出各级政府正在加快转变

平总书记给企业家回信座谈会。 此次座

限公司董事长戴建良， 阳光保险集团股

谈会旨在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

以看出， 当前企业和企业家面临的困难较
多，压力较大。在压力和困难面前，企业家更
要发扬爱拼敢赢的精神，坚定企业改革发展

会议由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

伟， 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

在座谈会上，企业家们均表示，看到

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习总书记在回信中

能力，努力冲出传统发展方式的“重围”，实

家协会会长王忠禹主持， 中国企联常务

事长张正贵， 三花控股集团公司董事局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备受鼓舞。 随着改

希望广大企业家深刻领会、 深入贯彻党的

现提质增效的
“新生”，在企业发展中再创新

副会长兼理事长李德成在座谈会上宣读

主席张道才， 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

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在此时提倡“敢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为国家经济社会发

业绩，为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更

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企业家的回信， 福建

司董事长张福平，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有着深

展发挥更大作用。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

大作用，不辜负习总书记对企业家的期望。

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会长李川出席会

副总经理吕波，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副总

刻的意义。 在企业需要转型升级的情况

平总书记回信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

议。

经理刘国跃，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

下， 重提发挥企业在市场当中的主观能

讲话结合起来。习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

理任建明，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动性，按照十八大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

在讲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多种所有制经

今年的全国企业家活动日在福建省

三、 要在深化企业改革中加
快企业发展

举办 ，恰 逢 福 建 省 55位 厂 长 (经 理 )发 出

经理李建伦， 首钢总公司工会主席梁宗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

济发展时强调， 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

“松绑”放权呼吁信30周年。会议期间，福

平，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林晓

用”的意义十分重大。将按照习近平总书

系， 要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改革是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动

建省30位企业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

东，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

记在回信中提到的“进一步解放思想，改

性作用。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力。企业家要按照习总书记回信要求，结合

封《敢于担当，勇于作为》的信。习近平总

司董事长刘捷明，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

革创新，敢于担当，勇于作为，不断做大

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毫不动摇

本企业实际，不断深化企业改革，创新体制

书记近日回信， 要求广大企业家继续发

司董事长张轩松，城开（北京）投资有限

做强，促进联合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的

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

机制，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向改革要红利，

扬《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为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余延庆， 北京中盾

要求，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

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积极发展混合

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6月18日在福建举

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更大作

安民分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泽，北

全会精神， 并在企业改革发展实践中具

所有制经济， 促进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

办“2014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暨中国企业

用。

京百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东

体加以落实，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发挥好政府和市

家年会”之际，中国企联召开了部分企业家

辉， 海尔集团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陈维

敢于担当，勇于作为。为中国经济社会持

场“两只手”的作用，统筹把握，优势互补，

座谈会。国务委员王勇同志出席。参加座谈

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林左鸣， 宝钢集

加。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

续健康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乐江， 大唐电信科

玉做了视频发言。

出席本次座谈会的企业家有中国航

有机结合，协同发力，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

会的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等30多位企业

中国企联驻会副会长尹援平， 福建

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 习总书记回信再次

家和行业协会代表， 分析了当前企业发展

技产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真才基， 新兴

王忠禹表示， 企业家要把学习贯彻

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执行副会长郭国

向企业界指出各级政府正在加快转变职

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就未来持续发

际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明忠， 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华， 中国企联常务副理事长于吉、 史向

能、大力简政放权，目的之一就是让市场更

展提出了相应建议。 会后我们将整理的报

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赖小

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结合起来； 要继续

辉，中国企联副理事长李建明、刘鹏、于

好发力， 让企业创新创造源泉更加充分涌

告报送给王勇国务委员。

民，万向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鲁冠球，杭

发扬“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

武、胡晓丽也参加了本次座谈会。

流，这是又一次重要的“松绑”放权。讲话和

（下转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