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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缅怀袁宝华会长
（上接第二、第三版）
袁宝华深刻指出，
企业文化建设是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企业
培育“四有”职工队伍的重要途径，
也是思想
政治工作的载体。他认为，
通过建设企业文
化，对职工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很
好。他多次要求，
企业文化要坚持以人为中
心，以文化引导为基本手段，以激发职工的
自觉行为为目的。借鉴、吸收企业文化有关
理论和实践经验，
把建设企业文化作为思想
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
有助于思想政治工作
与企业管理的结合。许多企业通过宣传企
业文化，
培育企业精神，
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将它引入班组建设、强化一线的管理，让思
想政治工作进车间、入班组、到人头，
发挥了
意想不到的作用。
袁宝华对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给予了直
接的关怀和指导。2002 年 12 月，袁宝华欣
然为首届全国企业文化年会开幕题词——
“总结经验，
开拓创新，
进一步加强企业文化
建设”。这既是对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总体
要求，也是对这项工作的殷切希望，极大地
鼓舞了全国企业文化建设战线的广大同志。
2002 年至 2007 年，袁宝华不顾年事已
高，连续出席了六届全国企业文化年会，与
参会领导、专家、企业家共同探讨、交流我国
企业文化建设之道。

加强企业法治建设
1988 年出台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
法》
（简称《企业法》），是我国企业发展史上
的里程碑，对于巩固和促进企业发展，确立
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
健全社会主义法
制有着重要的意义。
《企业法》立法过程经历
十年，草案修改 21 次，时间之长、易稿次数
之多，在我国经济立法史上也是为数不多
的。
袁宝华会长全程参与并推动了《企业
法》立法工作。不仅以开放包容的胸怀组织
各方进行认真细致的立法论证，
听取社会各
界的意见和建议，
更不辞辛苦地带领工作人
员奔赴各地开展调研和企业试点。
《企业法》
的最终出台和实施，
有力地推动了国有企业
改革，扩大了企业经营自主权，释放出中国
企业的活力和发展动力。
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企业法》，
推动国
有企业进入市场，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
经济效益，1992 年国家又出台了《全民所有
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袁宝华高
度重视《条例》的贯彻执行，
将其视为落实企
业经营自主权的重要依托，
强调要真正放活
企业，
同时也要加强宏观调控。
袁宝华很早就注意到维护企业和企业
家合法权益对企业健康发展和企业法治建
设的重要意义，为此专门指示中国企协于
1995 年筹备成立了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
权益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维权工委）。
关于企业维权工作的具体开展，
袁宝华
指示：第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国家的法律
法规。第二，认真抓几个典型，为维护企业
和企业家合法权益要大喊大叫。第三，
要帮
助或引导企业学会运用法律自我保护。第
四，
要抓好调研工作。工作委员会要充分运
用组织作用，对经济立法要积极参与，对立
法或执法中的问题，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
向国家立法或执法机关反映。各级企联、企
协都要把依法维护企业权益作为重要工作
来抓。
一手推进企业立法事业，
一手推动企业
维权工作。袁宝华为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企
业法治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调企业领导人自身素质的提高，
加强自身修
养。企业领导人要提高认识，
思想观念要跟
上形势的变化，
特别是要增强克服困难的信
心；
要加强学习，
提高素质，
并严于自律；
要发
扬民主，
自觉接受监督。
袁宝华会长的这些讲话,在社会各界特
别是在企业界、经济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
他的影响下，
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在企业改革
和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成为企业改革和发
展的带头人。

关心企业家健康和成长

王忠禹、袁宝华等中国企联领导与第四届“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
获奖企业家宋志平（左三）、
谭旭光（右二）、
蔡来兴（右三）合影。
门组织开展我国企业培训的任务。2004 年
8 月 19 日，中国企联在京召开“全国企业职
加强企业家和职工教育工作
业经理人资格认证工作会议”，启动开展全
国企业职业经理人资格认证工作，
袁宝华题
中国企联成立 40 年以来，袁宝华会长
词“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探索社会化的职业
一直高度重视企业家和职工教育培训工作， 经理人资质评价制度”，并于 2008 年提出要
把组织和推进我国管理咨询与培训事业的
“提高履职能力，造就规模宏大的职业经理
健康发展，
作为中国企联为企业和企业家服
人队伍”。截至目前，中国企联共培训认证
务的重要职能。
职业经理人 3.5 万余人。
1979 年 3 月 3 日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
（中国企业联合会的前身）成立大会与第一
推动企业家队伍建设
期企业管理研究班在北京铁道部礼堂举办，
开启了中国企联长达 40 年为政府、企业和
企业家服务的征程，
也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
在袁宝华会长领导下，
成立之初的中国
期企业管理培训的先河。时任国家经委副
企业管理协会非常重视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主任、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长袁宝华作了题
的培养。1984 年 3 月，在中国企协第五次年
为“培训干部是当务之急”的开班讲话，
他还
会上，成立了专业性的研究组织中国厂长
亲自担任研究班主任，
每期都与学员们一同
（经理）研究会，
受到广大厂长（经理）的热情
探讨企业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欢迎。为激励企业家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
在中国企联成立的第二年，即 1980 年， 中奋发努力，勇于创业的精神，在当年召开
在袁宝华的直接关心和领导下，
中国企联采
的厂长（经理）首届年会上，决定自 1985 年
取“派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先后选派 109
开始每年评选表彰全国优秀厂长（经理）
“金
名同志分 7 批赴日本和法国学习管理咨询， 球奖”。1988 年，中国厂长（经理）研究会更
并邀请日本生产性本部、法国和澳大利亚的
名为中国企业家协会。在当年召开的中国
咨询专家来华讲学和指导，
拉开了我国学习
企业家协会成立大会上，表彰了首届 20 位
引进管理咨询的序幕，
使中国企联成为中国
全国优秀企业家。此后，
在每年举办的全国
本土管理咨询业的摇篮和发源地。
企 业 家 活 动 日 上（2010 年 后 改 为 两 年 一
1980 年 2 月 28 日，袁宝华提出必须研
次），对评选出的全国优秀企业家进行表
究对干部的系统培训，
必须建立永久性的培
彰。至 2018 年，累计表彰了 1000 余位全国
训基地。随后在国家经委的统一部署下，
陆
优秀企业家。
续在全国建起了 94 所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在全国企业家活动日上，
袁宝华多次提
36 个企业管理培训中心，
2.8 万所职工学校， 出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
呼吁为企业家创造
专职教师达 20 多万人。同年 4 月 28 日，由
良好环境。在 1995 年 4 月 21 日举办的第二
袁宝华任主任的“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
届全国企业家活动日大会上,袁宝华发表了
会”成立，成为当时党和政府从宏观上指导
《论企业家修养》的主题讲话,指出造就企业
全国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培训的重要机构。
家队伍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
1984 年开始，国家经委与欧共体成立
个非常急迫的问题。在 1996 年的第三届全
了中欧管理中心（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的
国“企业家活动日”大会上，袁宝华会长提
前身），
合办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
开创了中
出，建设一支优秀的企业家队伍，是国家富
外合作办学并授予国外学位的 MBA 正规
强、民族兴旺的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教育先河。2005 年 6 月 1 日，中国企联管理
经济的需要。如何建设好这支队伍，
除了企
咨询委员会作为中国内地的唯一代表加入
业领导者本人加强修养外，
社会要给他们健
国际管理咨询协会理事会（ICMCI），引进开
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
或者说，
要为他们形
展国际注册管理咨询师（CMC）认证，开启
成一个有利于成长的社会机制，
即：选拔、培
中外管理咨询业交流与合作的新篇章。
育、
激励和监督机制。1997 年第四届全国企
1983 年 6 月，在袁宝华同志的关心和指
业家活动日，
袁宝华会长作了题为《营造社会
导下，
中国企联在京举办了第一期企业管理
主义企业家成长的良好环境》的主题报告，
呼
咨询培训班，
正式开启中国本土管理咨询顾
吁为企业家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
问的培训与认证工作。2005 年 9 月 23 日， 1998 年 4 月 21 日，第五届“全国企业家活动
受国家人事部委托，
组织开展全国管理咨询
日”，
袁宝华在座谈会上指出，
加强企业领导
师职业水平考试。截至目前，
中国企联培训
人的自身修养，
提高企业经营者的政治修养，
认证的专兼职管理咨询顾问达 3.3 万余人。
是当前保证企业家队伍健康成长的一个十分
2003 年国家经贸委撤销后，中国企联
重要的问题。从目前出现的新情况、
新形势、
培训工作委员会主动承担起了协助政府部
新问题及企业担负的新任务来看，
很需要强

进入 21 世纪，企业家健康问题开始引
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企联提出要
建立一个为中国企业家提供健康保障的工
程，整合优质医疗保健服务资源，帮助企业
家解决健康与医疗难题。时任中国企联常
务副会长兼理事长张彦宁还特别要求我们，
专门向宝华会长汇报工作筹备情况，
听取他
的意见。当我们提出希望请宝华会长出任
中国企业家健康工程名誉主席，
为健康工程
题词的时候，
袁宝华会长也欣然应允。2002
年 11 月 23 日，
经过一年的筹备，
中国企业家
健康工程启动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
开，87 岁高龄的袁宝华会长欣然出席，并出
任健康工程名誉主席。
袁宝华会长不光是我国经济战线的一
位杰出领导，
他的诗书文章也极具人文情怀
和艺术高度。从健康工程建立伊始，
2002—
2012 年的十年间，他先后多次奉献墨宝：
2002 年，中国企业家健康工程启动，袁宝华
会长题词“健康有保障，
事业更辉煌”。2004
年，中国企联决定为企业家配发“中国企业
家健康卡”，袁宝华会长又亲笔书写。2006
年春节前夕，
袁宝华会长通过健康工程发出
“拥有健康，享受财富！向全国企业家祝贺
春节”的祝福。2007 年元月，袁宝华会长再
一次通过健康工程向企业家们发出浓浓的
祝福：
“新春佳节将至，
祝愿全国的企业家朋
友们健康快乐……”2012 年，中国企业家健
康工程十周年庆祝活动，
宝华会长再一次题
词“做时代的企业家、健康的企业家、文化的
企业家”。

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企业联合会、中
国企业家协会已同日本、美国、德国、法国、
瑞士、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挪威、乌干达
等约 77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97 个组织以及其
他一些国际组织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和经
常性往来。为世界了解中国、中国企业走向
世界，推进企业管理现代化发挥了积极作
用。
在中国企联的对外交流工作中，
袁宝华、
陈锦华、张彦宁等领导结合改革开放的客观
形势和中国企联的发展需要，
与时俱进地提
出了国际合作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思路，
有效促进了中国企联国际合作工作的健康
发展。其中一些重要的组团出访，
对加强国
际交流与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国企协成立伊始的 1980 年 3 月 31 日，
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日本生产
性本部副会长、日产汽车公司董事长川又克
二为团长的日本生产性高级访华团全体成
员。袁宝华、马仪、张彦宁参加了会见。中
国企协认真落实邓小平同志和国务院有关
领导关于加强企业管理的指示，
做了大量的
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并取得了良好成效，
受到了企业的热烈欢迎。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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