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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共话民企座谈会：
一句
“自己人”让人顾虑全无

（上接第一版）

以落实六项政策为工作抓手

宗何

一番暖心话，
一颗定心丸。
11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给全国的民营企业
家们注入了满满信心。
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经济下行压
力有所加大，坚定的信心是战胜困难的重
要力量。民营企业家们表示，要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的重要
讲话，保持定力，增强信心，集中精力办好
自己的事情，
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一句“自己人”
暖意融融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说，民营
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
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这句话，
让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激动万分：
“这句朴实直白的话语令我印象最深，我
认为越是朴实，
越为情深。
”
汪力成说，自己作为改革开放 40 年
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实践者，在实践中证
明，民营经济的作用和地位是无法被取代
的。所以，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
充满信心。这份信心来自党和国家的高
度重视，来自社会各界对民营企业的关注
和支持，来自企业自身强烈的危机意识和
底线思维。
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非常认同汪
力成的感受。他认为，民营企业的重要
性，是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的。
“总书记道
出了我们的所思所忧所盼，进一步澄清了
认识迷雾，统一了思想，凝聚了人心，坚定
了发展的信心。传递出总书记对非公经
济人士一以贯之的信任、关怀、爱护和期
待，
我们深受鼓舞，
信心倍增。
”
南存辉说。

民企看到更广阔的舞台
“习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对社会上一些
负面舆论予以了驳斥，这是对唱衰民营经
济论调的最强回击。我在现场能深深地
感受到，习总书记对当前民营企业发展中
碰到的困难是非常了解的，他的讲话好比
‘定海神针’，打消了很多人的顾虑，极大
激发了我们民营企业家的创业热情。”娃
哈哈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说，遭遇
瓶颈不能踌躇犹豫，改革开放为民营企业
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实现这种可能需要
每一名企业家身体力行、一步一个脚印，
一切困难都能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从民营企业座谈会回来，万向集团董
事长、首席执行官鲁伟鼎的心情久久不能
平静。中央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并走向更
加广阔的舞台，让他对奋斗有了更多思
索。他说，奋斗正是民企最广阔的舞台，
面向国家繁荣富强的新时代，要乘势而
上、守正出新、心无旁骛，做创造历史的勇
敢者。
鲁伟鼎认为，当前，民企发展的关键
在民企自身。量力而行，有多少能力做多
少事情。作为新一代企业家，一定要像总
书记要求的那样，继承和发扬老一辈人艰
苦奋斗、敢闯敢干、聚焦实业、做精主业的
精神，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增强企
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把万向做
强做优，
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更大的优势。

民营企业家要心无旁骛
作为中小高科技企业代表，现场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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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宁波天生密
封件有限公司董事长励行根同样备感鼓
舞。他说，无论当前局势环境怎样错综复
杂，民营企业家都要始终做到心无旁骛，
潜心做大、做强实业，秉持“产业报国、科
技兴邦”的宏愿坚定不移走下去。
“我们作
为一家高科技民营企业，也将继续聚焦密
封件领域，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开发更多
的专、特、精产品，用实实在在的成绩证明
自己无愧于国家、无愧于社会、无愧于时
代。
”励行根说。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均金说，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充斥了一
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言论，比如“民营
经济离场论”、
“ 新公私合营论”等等。这
些说法混淆了试听，误导了不明真相的
群众，消磨了少数企业家的意志。此次
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
“ 我国民营经
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
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这不仅体
现了总书记对民营企业发展毫不含糊的
关心、毫不动摇的支持，更是让所有民营
企业吃下了长效“定心丸”，必然会进一
步激发广大民营企业家创业创新的热情
和干劲。
总书记还抓住了当前民企发展中的
痛点，回答了诸多疑问，特别是提出“要保
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卸下企业
家思想包袱，解除其后顾之忧”的观点更
加具体务实。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还有
一些民营企业家，无法安心经营企业，比
如查税给人算旧账的感觉。在当前经济
环境下，总书记的这番讲话无疑增强了民
营企业家的定力。

这是一场及时雨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
人。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非常贴心，非常让人振奋。”
研祥集团董事长陈志列说，这是一场及时
雨，给民营企业家吃了定心丸，中国民营
经济的发展将迎来又一个春天。
陈志列表示，作为一名企业家，要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神实
质和丰富内涵，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精神落到实处，继续向前、不断努力，为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作出深圳企业家应有的贡献。
“ 制造业的
核心就是创新，就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陈志列说，因此，企业必须朝着自主创新、
自力更生的方向勇往直前。
在得润电子公司董事长邱建民看来，
11 月 1 日举行的民营企业座谈会具有重
要历史意义，让民营企业深受鼓舞，催人

奋进。
邱建民说：
“ 习近平总书记以非常明
确、不容置疑、斩钉截铁的语气肯定了民
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并进一
步强调和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提出要
抓好加大减税、解决融资、营造公平竞争
环境等举措，这必然会进一步激发广大民
营企业家创新创业的热情。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进一步坚信，随着改
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民营企业的路子会越
走越宽，民营企业有能力、也有责任承担
起更大的国家使命和国家责任，创造更大
的社会价值。
”
“振奋、温暖。”特变电工董事长张新
如此表达他对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感受。
“回去后一定要把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传达
好、宣传好，一定要把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落实到创新高质量发展之路上。”张新表
示，总书记近期一系列重要讲话给广大民
营企业家极大鼓舞和激励，这次会议再次
给民营经济发展吃了一颗“定心丸”。

六大举措让人印象深刻
“总书记的话让人备受鼓舞、倍感振
奋。未来，我们将继续坚持创新，加快新
产品的推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传福说，总书记提出的支持民营企业
发展的六大政策举措尤其让人印象深刻。
“总书记强调‘三个没有变’，让我们
感到很安心、很舒心、很放心。”恒安国际
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许连捷表示，总
书记与民营企业家面对面，共话共谋中国
经济和民营企业的未来，要求为民营经济
营造更好发展环境，帮助民营经济解决发
展中的困难，
非常高效、务实。
“总书记讲话接地气、知民情，高屋建
瓴，振奋人心。”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说，
此次民营企业座谈会让大家感受到党中
央对民营企业的高度重视。总书记在讲
话中提出了六大政策举措，不仅是要解决
民营企业当前困难，还有助于企业未来的
长远发展，很具体、很实在，是很大的政策
利好。
景柱表示，这些政策必将进一步优化
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让民营企业真正增强
获得感。海马汽车将加大研发新产品力
度，全面转型新能源汽车，为民族汽车工
业发展作出贡献。
君乐宝乳业集团总裁魏立华表示，总
书记提出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六大政策
举措，非常具体，很有针对性。未来我们
要继续坚守实业，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扎扎实实办好企业，在持续推动奶业高质
量发展之路上不断努力。

《中国企业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
中要求抓好六个方面政策举措落实：一是
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是解决民营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三是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四是完善政策执行方式；五是构建亲清新
型政商关系；六是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
安全。对此，
中国企联有何具体工作计划？
朱宏任：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
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不断为民
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帮助民营经济
解决发展中的困难，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
展，变压力为动力，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
分涌流，
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充分迸发。
中国企联系统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要求，以落实六项政策举措为工
作抓手，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做好完善营商
环境工作，帮助民营企业克服困难，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
要加强调查研究，通过调研、访谈等方
式，深入企业，了解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帮助企业解决困难。要关
心、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主动为中小微企
业提供针对性的服务。要发挥企业代表组
织作用，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民营企业诉
求，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营商环境。
要积极为企业和企业家维权，保障企业家
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障企业合法经
营。要宣传优秀民营企业家事迹，弘扬老
一辈企业家艰苦奋斗、创新发展、追求卓
越、奉献社会的精神，强化年青一代企业家
的培育，让优秀企业家精神代代传承，努力
把企业做强做优，打造更多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提高为企业和企业家服务的
质量和水平
《中国企业报》：改革开放以来，党中
央、国务院和社会各界一直非常关心、支持
我国的企业发展和企业家队伍成长，在此
方面，
中国企联都做了哪些工作？
朱宏任：近期，中国企联与地方企联发
挥系统优势，配合有关部门开展了系列工
作。
受全国人大监察与司法委员会委托，
在部分地区就人民法院民事执行工作对企
业的影响以及企业的相关诉求和意见，进
行调研；受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委托，在部
分省份开展了民营企业政策落实情况调
研，
收集形成了相关典型案例。
这些工作得到了各地企联的大力支
持，工作成果是在企业系统的共同努力下
取得的，
对改善营商环境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企业报》：中国企联的宗旨是为
企业、企业家服务，致力于在政府、企业和
企业家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下一步，
中国企联将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做
好服务大局工作方面做哪些工作？
朱宏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是中国企联系统
今后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是中国企联系
统服务民营企业的出发点和着力点。中国
企联系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努
力为企业和企业家提供优良服务。
要建立健全企业家沟通联系机制和政
企沟通平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反映企业
家对国家有关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意见
建议。要总结推广企业在产品创新、
技术创
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制
度创新等方面的先进典型经验，
为培育发展
更多一流企业树立典型和样板。要一如既
往地关心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
关心民营企
业家的成长进步，继续通过多种方式，加大
工作力度，促进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为
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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