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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园区建设国际合作峰会暨第十六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营商环境峰会

探讨营商环境新模式 促进政企共赢发展
第五届
“一带一路”园区建设国际合作峰会暨第十六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营商环境峰会在京成功举办
（上接第一版）
本届峰会由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指导，
《中国企业
报》集团、
中国企业研究院、
中国企
业十大新闻评委会、
中国企业园区
国际合作联盟主办，
十进制网络有
限公司、
北京神洲天才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联合主办。中国企业联合
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副理事长于武
主持大会。

政企座谈 共话营商
顾秀莲在致开幕词时表示，
今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一
带一路”倡议进入第六年，值此重
要时机，
举办此次论坛对我国产业
园区的营商环境建设和经济高质
量发展，对产业园区“走出去”，广
泛深入地开展
“一带一路”
合作，
都
具有重要的意义。相信本届峰会
一定会为
“一带一路”
合作、
产业园
区发展和营商环境的建设形成更
大的促进作用。
王钦敏在致辞中表示，
在我国
经济面临着一定风险和挑战的背
景下，
深化营商环境建设更显得尤
为必要。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系
统工程，
他希望在座来自政府和各
行各业代表，
利用论坛机会互相交
流、深入讨论，找到新思路、新方
法，为激活市场活力、为企业健康
发展、为弘扬企业家精神、为促进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出更优
更好的营商环境。
朱宏任在致辞中提到，
“ 营商
环境就是生产力。”通过打造国际
化、法制化的公平营商环境，促进
“一带一路”
建设的产能合作，
可以
更大限度激发国际市场活力、
调动
中外企业的积极性和社会创造
力。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优化
营商环境，
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团体
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综合推
进，这其中包括人力资源、金融服
务、政务环境、法制环境、创新环
境、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建设，这
既是各级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责,更
是广大企业的共同期盼。

中国企联原执行副会长冯并致闭幕词
性”
原则；
资源配置上的巨大反差，
是优化营商环境所要解决的根本
问题，
是落实
“竞争中性”
原则的关
键所在。第三个着力点：
扎实推进
营商环境国际化；
只有我国和其他
国家的火车都在相同轨道上跑起
来，才能搞好“一带一路”建设，才
能加快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范恒山在演讲中表示，
营商环
境的建设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唯
有树立正确的优化营商环境理念，
才能在实际的推进过程中方向对、
路径好、
措施实。他提出了四个方
面的建议：第一，营商环境是基础
性、综合性生产要素，直接决定着
经济发展的状况，要引起高度重
视；
第二，
营商环境建设的关键，
不
仅在于给予投资者方便，
更在于给
其信心；第三，营商环境建设是一
个系统工程，
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
同努力；第四，当前优化营商环境
要突出强化法制、建立信用、优化
服务、健全链条、降低负担五个方
面的重点。
赵平在作主题发言时指出，
进入新时代，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营商
环境的优化，
对每一个市场主体更
显重要。他从企业主体的角度提
出了六个方面的建议：
一是坚持法
制思维，是优化营商环境的保障；
二是处理好监管与市场的关系，
是

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
三是开发产
业新动能，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核
心；四是鼓励创新创业，是优化营
商环境的抓手；五是实现目标管
理，是优化营商环境的资源；六是
创新商业模式是优化营商环境的
支撑。

思想碰撞 共谋发展
营商环境建设越来越受到各
界的关注。为了落实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
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
企业家作用的意见》
（中发【2017】
25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
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
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从 2018
年 5 月开始，
《中国企业报》集团持
续两年时间，分赴全国 100 个地
市、近 1000 个县区和园区，深入一
线 采 访 调 研 和 产 业 服 务 ，并 于
2018 年发布了两批“中国企业营
商环境（案 例）十佳城市 ”榜 单 。
2019 年，
《中国企业报》集团再次
组织调研小组分头深入地方一线，
进行营商环境实地调研，
最终形成
“2019 中国企业营商环境（案例）
十佳城市（第三批）”
等多个榜单。
为了更好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
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次峰会特别邀
请多位地方政府负责人、
行业专家

中国企联副理事长于武主持大会
及企业家代表对优化营商环境，
促
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进行
演讲和对话。
作为地方政府的代表，展宝
卫称，一个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三
大要素，即政府营造环境，企业创
造财富，人民创造美好。泰安作
为一个拥有 560 万人口的城市，在
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了四个方面
的 努 力 ：第 一 ，集 中 解 决 了 官 本
位、权本位和国本位的问题，把公
权力还权于企业，还权于社会，从
思想根源上彻底解决问题；第二，
转变工作作风，各级政府和各级
领导干部、党员干部、公务员要低
下头来，弯下腰来，蹲下身子为企
业服务 ；第 三 ，深化“放管 服 ”改
革，纵向的权力要彻底放，横向的
管理必须有规范化的法制手段；
第四，在思想改革、优质服务、优
良环境、优惠政策、危机管理上建
立亲清的政商关系。
兰亚青在作题为《按下优化营
商环境“快速键”，当好企业“一流
保姆”
》的主题发言时表示，
政府与
企业相互依存，
企业在政策的引导
下可以更直接、
准确地了解政府的
导向，进而了解市场，而政府优惠
扶持政策，
可以直接或间接促进企
业的健康发展。目前，
宜春市已经
形成了产业规划、产业政策、产业
基金
“三位一体”
的政策保障体系，

并严格加以落实。同时，
在江西全
省率先成立市营商环境建设办公
室，
全心全意地为企业提供一流服
务。
企业代表李瑞斌表示，作为
陕西亲与清的蓝本和典范，隆基
集团十分感谢政府为其提供了良
好的营商环境，为其提供企业发
展的肥沃土壤。下一步，隆基集
团将会继续凝聚广大的政、商、学
各界优质资源，致力于成为促进
社会和谐和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坚
力量。
在高端对话环节，中国一重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
理隋炳利，贵阳市委常委、副市长
孙志明，安徽省灵璧县委常委、副
县长朱峰，山东省博兴县副县长
苏涛，中国石油投资集团董事局
主席邵辉，ISO 中国国家成员体中
国专家、北京神洲天才发展有限
公司首席科学家谢建平，晟宸城
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光
明，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
究院院长胡必亮等分别作为政府
和企业的代表，就如何优化营商
环境，
激发市场活力各抒己见。
冯并在闭幕词中指出，营商
环境不仅是一个地区经济软实力
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也应
该是产业园区的立身之本。因
此，如何更好开展营商环境的具
体评估，同时进一步和国际的评
价体系实现对接，形成能够更加
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实
际的营商环境的评价体系，是一
个基础性的工作。他希望在这方
面可以更深入地开展研究。
冯并对《中国企业报》在这方
面所做的努力给予了肯定，并相
信这种努力在未来，特别是在当
前全社会、全国都重视营商环境
这么一个大的氛围当中，会得到
更 多 的 收 获 ，形 成 更 多 的 共 识 。
最后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企业家对
这项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积极
参与，共同推动企业营商环境的
持续优化。

集思广益 凝聚共识
李毅中在作题为《政策落地生
根，改善营商环境》的主旨演讲时
指出，
企业的营商环境属于生产关
系范畴，改善营商环境，激发企业
活力，
可以促进新产品的发展。在
此过程中，
有三个问题需要引起高
度重视：一是更大规模的减税降
费，
工业和制造业应当是重点。二
是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政策落地
生根。三是要深化
“放管服”
改革，
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
降低企业制
度性交易成本。
石军在做主旨演讲时表示，
优
化营商环境要抓好三个着力点。
第一个着力点：
切实加大优化服务
力度；
坚决革除官僚主义和形式主
义，制定优化服务的具体标准，严
格执行落实标准的责任制度，
并要
注意消除基层干部的思想顾虑。
第二个着力点：尽快落实“竞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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