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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贵州
“双百强”企业发布：
工业企业保持领先，服务行业实力增强
李宗强

7月28日，
由贵州省企业联合
会、
贵州省企业家协会联合贵州省
省直有关部门主办的“2017 贵州
企业 100 强、贵州民营企业 100 强
发布暨第十八届管理创新成果推
广大会”
在贵阳隆重召开。中国企
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
会长兼理事长朱宏任，
贵州省政协
原副主席、省企业联合会、省企业
家协会会长武鸿麟出席会议并作
重要讲话。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李岷出席会议，
贵州省经信委
负责人致“2017 贵州‘双百强’企
业”
发布词，
贵州省企联常务副会
长、
贵州开磷集团公司总经理廖慧
主持会议。贵州省政协办公厅、
省

经济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增
速转轨、结构转化、动力转换成为
经济发展新阶段最为显著的特
征。服务企业发展，
营造企业家成
长的环境，
既是新常态下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的重要举措，
也是中国企
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和省市
企业联合会、
企业家协会需要全力
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朱宏任强调，在经济发展新
常态下，
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推
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振兴实
体经济，最主要的条件之一还要
靠企业家来保障，要靠企业家的
辛勤劳动、
创造性劳动来实现。
武鸿麟在讲话中指出，贵州
省的“双百强”企业发布活动举
办以来，对推动全省企业，尤其

发布会现场

为企业家
营造成长环境
朱宏任在讲话中指出，我国

是大企业的改革、创新、发展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
全省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企业经营规模
保持增长
会上，还对贵州“双百强”企
业和管理创新成果单位进行了授
牌。企业代表进行了发言。 记
者了解到，这是贵州省连续第 12
次发布贵州企业 100 强和第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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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贵州民营企业 100 强榜单。
据了解，
“2017 贵州企业 100
强”
运营发展呈现如下特征：
一是
经营规模保持增长态势，营收上
百亿元台阶的企业占四分之一。
二是税收贡献突出，纳税总额占
全省税收四分之三。以增长稳、
比重大、贡献率高的特征，
显示贵
州企业 100 强在税收中的重要地
位。三是企业效益下滑趋势减
缓，入围门槛转降为升。通过稳
增长、调结构、促改革，贵州 100
强企业效益总体出现回暖态势，
企业效益下滑趋势明显减缓。四
是工业企业保持领先，服务行业

实力增加，建筑业发展迅猛。五
是科技成果转化显现，拥有专利
数大幅上升。六是认真履行社会
责任，新增就业成效显现。2016
年，贵州企业 100 强社会责任意
识持续深化，更加注重履行社会
责任，
提升企业和品牌价值。
此外，民营企业的发展也迈
上了新台阶，
“2017 贵州民营企业
100 强”呈现以下三个特点：一是
企业经营规模继续提升，入围门
槛大幅提高。二是纳税总额明显
增长，积极支撑全省经济加快发
展。三是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积
极扩大就业，
努力改善民生。

贵州省企联
贵州省企业联合会、贵州省企业家协会（简称“贵州省
企联”
）是中国企联指导下的省级企业组织，经中共贵州省
委、省人民政府同意分别于 1980 年和 1981 年成立，是由贵
州省经信委业务指导，在贵州省民政厅登记注册的全省性
最大的经济社会团体。贵州省企联的会员主要由省国有
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包括中央在黔企业）、
全省规模以
上各种所有制重点企业及其经营者（企业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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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武鸿麟会长率队赴安顺、六盘水、黔西南调研，并商讨建立市（州）企业联合会事宜
李宗强

2017 年 4 月 10 日—15 日，全
国政协委员、十届贵州省政协副
主席、
贵州省企业联合会、
省企业
家协会会长武鸿麟带领省企联常
务副秘书长兼雇主工作部主任、
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办公
室副主任王昌宏以及省企联有关
副秘书长、
法律服务中心负责人，
到安顺市、
六盘水市、
黔西南州调
研构建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建立
市（州）级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
会等问题，并会见了所在市州的
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
在安顺期间，武鸿麟一行在
市政府会见了安顺市副市长张本
强、安顺市政协副主席毛连辉以
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安顺市工信
委负责人汇报了安顺市建立市级

贵州省企联会长武鸿麟（前排中）一行到企业调研
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的有关
情况，安顺市副市长张本强就成
立安顺市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
会的筹备事项及时间节点作了安
排部署，武鸿麟会长介绍了省企
联的由来和职能定位。武鸿麟会
长一行还走访了省企联副会长单

做企业信得过的
品牌社团
贵州省企联 2017 年重点工作

名片

委改革办、
省人社厅、
省国资委、
省
工商局、
省总工会、
省工商联、
省统
计局等有关单位负责人，2017 贵
州
“双百强”
企业，
管理创新成果单
位以及新华社贵州分社、
《贵州日
报》等中央和省市新闻媒体共 300
余人参加会议。

看点

位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安顺西秀工投集团公司、贵州华
电安顺华荣投资有限公司等。
在六盘水期间，武鸿麟会见
了六盘水市市长李刚，副市长陈
华，
市政协副主席、
市工商联主席
范三川。李刚表示，坚决落实省

委省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尽快
建 立 市 企 业 联 合 会 、企 业 家 协
会。武鸿麟会长一行分别考察了
省企联常务副会长单位首钢水钢
集团公司、
水矿集团公司、
盘江股
份有限公司。
在黔西南期间，武鸿麟会长
一行分别参观考察了省企联常务
理事单位紫金矿业、施达集团德
良方药业公司、
天地药业公司、
金
州电力公司以及华为大数据黔西
南基地。在黔西南州委、
州政府、
州政协联合举办的调研座谈会
上，
州委常委、
副州长谭辉汇报了
黔西南州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和企
业联合会建设情况，
州委常委、
州
委统战部部长罗春红要求力争在
今年上半年建立州企业联合会、
企业家协会，武鸿麟强调要引导
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贵州省企联总的发展目标是：
认
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坚持围绕
“科
学发展、后发赶超、同步小康”为中
心，服务大局、创新工作、改进作风，
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把贵州省企
联真正建设成为党委、政府靠得住、
企业信得过、
省内有影响的品牌社会
团体，
确保贵州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
社会，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作出新的贡献。2017 年要进一
步做好以下重点工作：
一、
充分发挥省企联作为全省企
业（雇主）代表组织作用。2017 年要
推动市州及部分县市区建立企联。
提高工作能力，与省人社厅、省总工
会、
省工商联共同推进和谐劳动关系
企业和工业园区创建活动，
努力形成
全方位、
多层次的创建局面。
二、开展会员企业信用评价工
作。参加“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
根据省商务厅等 18 部门的要求，根
据各自职责分工，
开展省企联会员企
业信用评价，
宣传企业诚信创新实践
和经典案例，促进企业诚信建设，弘
扬依法经营、诚实守信良好社会风
尚。
三、
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开展
评选省优秀企业和省优秀企业家表
彰活动。
四、
狠抓质量管理。按照质量兴
省工作领导小组的安排，
开展质量诚
信企业评价工作。
五、
推动优秀企业文化示范基地
创建活动。总结、
推广优秀企业文化
经验，
深入探讨新形势下贵州省企业
文化发展方向与规律。配合中国企
联选择有条件的企业建立企业文化
创建示范基地。
六、
积极发展会员单位。盘活现
有企业存量，
发展增量，
力争发展 50
家以上企业入会。
七、
加强国内外交流与合作。不
断拓展省企联国内外交流与合作的
范围和领域，积极扩大服务范围，改
进服务方式，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
实现可持续发展。
八、加强全省企联系统建设。
按照建设品牌协会的要求，不断强
化制度建设、作风建设，搞好省企联
秘书处工作人员思想和工作技能的
培养；加强与各地企联、行业协会的
联系，发挥全省企联系统整体优势
和作用。
九、
加强企业管理创新成果申报
评审工作。修订完善《企业管理创新
成果申报评审工作管理办法》；组织
有关专家学者到企业进行调研，
指导
企业更好地开展管理创新活动；
发现
并总结管理创新成果典型案例并进
行推广。
十、
做好贵州
“双百强”
企业排序
发布工作。加强“双百强”企业排序
发布的组织工作，
对排序发布方式进
行探索和创新，
使发布工作更新颖更
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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