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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恒心办恒业：
企业家座谈会引发业界热议

宁高宁
伊明

7 月 21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企业家
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千方百计
把市场主体保护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
扬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发挥更大作用实
现更大发展，
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
座谈会上，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等 7

陈宗年

黄立

位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就当前经济形势、
保护市场主体、加强科技创新、深化企业改
革、吸引用好人才、
“十四五”规划建设等提
出意见和建议。一石激起千层浪。座谈会
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企业
界引发热烈讨论。从自主创新到内外循环
双轮驱动，从国企支柱作用到民企发展环
境，从应对新的国际环境到全球产业链如
何恢复，
企业家们充分表达了各自的看法。

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

绝不会关起门来封闭运行
中国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表示，总
书记讲话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要支持企
业 家 心 无 旁 骛 、长 远 打 算 ，以 恒 心 办 恒
业”。总书记强调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
事，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强调发挥内需潜力，特
别强调了企业要勇于创新，把企业打造成
为强大的创新主体。这些话都让他深受
触动。
宁高宁回忆说，当总书记讲到“我们要
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
以及
“中国开
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

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
使国内市场和国际
市场更好联通”
，
大家反响很热烈。
当前这个时期，确实有不少中国企业
面临着来自国外的制约和压力。所以总书
记专门讲到，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要
积极参与国内国际循环，
要勇于创新发展。
宁高宁认为目前面临的形势并不那么
悲观。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情况很复杂，不
是说去中国化就能去中国化，也不是说把
产业链截断就能截断的。国外也说，去中
国化是一把双刃剑，这对他们的伤害可能
更大。我们相信，随着疫情影响的逐渐减
弱，随着国际形势的逐步缓和，全球产业链
会逐渐恢复，
而不是会被全面打破。

海康威视董事长陈宗年：

经济全球化逆流只是暂时
面对面向总书记汇报，
海康威视董事长
陈宗年很自豪。他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振奋士气、鼓舞人心，让企业家感到温
暖。我们对中国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充满
信心，对修复全球化充满信心，对重建市场
充满信心，对抓机遇过难关充满信心，对担
负新型商会的新使命更加充满信心。
”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到海康威视
视察，强调企业持续发展之基、市场制胜之
道在于创新。作为公司董事长，我对总书

记的嘱托记忆深刻。”陈宗年介绍，海康威
视目前已经是全球视频监控领域第一品
牌，
连续 4 年蝉联“全球安防 50 强”第一。
陈宗年表示，作为一家高科技公司，在
当前背景下，遭遇到更多挑战，但公司一直
在积极应对，保持稳健经营。未来，海康威
视仍将推进全球化布局，
继续服务好各个区
域的客户。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只是暂时
的，公司将以恒心办恒业，与全球上下游合
作伙伴一起，
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高德红外董事长黄立：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稳住就业基本盘
“ 总 书 记 的 重 要 讲 话 ，很 暖 心 ，很 鼓
劲。”高德红外董事长黄立表示，让他印象
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使广
大市场主体不仅能够正常生存，而且能够
实现更好发展，这不仅让大家吃下了“定心
丸”，
更坚定了发展信心。
座谈会上，黄立还提出了几条建议：以
完善制度和优化环境促进惠企政策落实；
加大力度保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安
全性；持续加大对湖北特别是武汉企业的
帮扶力度。希望能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稳
住就业基本盘，助力湖北特别是武汉疫后

重振。
作为国家工信部指定的疫情防控物资
重点生产企业，
高德红外在疫情期间克服困
难，
加班加点生产先进的全自动红外体温检
测告警系统，企业员工发扬奋斗精神，坚守
生产一线，为抗疫斗争提供测温保障，公司
产品也已广泛应用至全国各地机场、火车
站、
医院、
地铁站、
学校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场
所。同时，
企业效益也实现大幅提高。
公司上半年红外焦平面探测器、政府
装备类产品、国内及海外民品销售规模增
长明显，预计上半年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
220%至 260%。

赵炳弟

赵宪珍

张近东

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公司副总裁赵炳弟：

深耕中国市场 把中国事业做强做大
作为外资企业代表之一，松下电器中
国东北亚公司副总裁赵炳弟就外资营商与
投资环境等内容进行了发言。
会后，赵炳弟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
表示：
“松下作为外资企业的代表之一有幸
参加交流，无上荣幸。习近平主席的讲话
高瞻远瞩、意味深远，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
和意义，对于激发市场活力，鼓励企业在华
发展提出了指导性建议。
”
中国改革开放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下，
松下在华发展 40 余年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拥有在华企业约 80 家，员工 6 万多名，事业
涵盖多个领域，事业规模占全球的 25%。

2018 年松下创业百年之际，创业者松下幸
之助先生荣获了中国政府颁发的“中国改
革友谊奖章”。
习近平主席在“弘扬企业家精神”中提
及创新，中国自古以来就具备很强的创新
意识和适应能力。中国不再是简单的制造
大国、消费大国，
更是创新大国、工程大国。
对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赵炳弟
持乐观态度。他表示，松下将始终以“日日
新”的企业理念，发挥企业的创新力量，以
多年来积累的优势经验与本地资源相结
合，继续深耕中国市场，把中国事业做强做
大，
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上海品海饭店总经理赵宪珍：

把个体工商户搞活搞好
在 7 位发言的企业家中，上海品海饭
店总经理赵宪珍是唯一一名个体工商户代
表，
也是唯一一位女性企业家。
1959 年出生的赵宪珍，15 岁当起“卖
菜姑娘”，20 多岁成为个体工商户，40 多岁
成为党支部书记。如今，她是上海品海饭
店总经理、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流动党员
学堂党委书记，管理着 450 多名流动党员、
13 个党支部。
赵宪珍说，个体工商户现阶段有两个
痛点：一是虽然疫情已相对稳定，各行各业
也相继走上正常轨道，但消费者心理受疫
情影响，大部分选择居家就餐，所以客源相
对较少；二是租金压力较大，租赁私有房屋
（摊铺）的，
很难享受到租金减免政策。
针对这些情况，赵宪珍也提出了一些
建议。她认为，线上销售中应该加大对线
上销售的宣传、加强引导和培训。疫情冲
击下，各行各业都开始通过直播销售产品，

也有很多个体工商户选择增加外卖销售。
但很多个体工商户没有线上经营的经验，
不了解如何进行线上销售。
在交流的过程中，赵宪珍还讲述了她
的“主播”经历，在春节期间直播将特色菜
品介绍给消费者，还通过直播宣传公勺公
筷的理念和措施。
座谈会后，回忆当时的情形，赵宪珍
说，
“ 我深受鼓舞，心潮澎湃。能代表全国
8200 多万个体工商户和习近平总书记谈谈
心声，讲讲我们遇到的困境、解决的困难，
感到很激动。
”
“要高度重视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积
极帮助个体工商户解决租金、税费、社保、
融资等方面难题，提供更直接更有效的政
策帮扶。”总书记这句话令赵宪珍感触颇
深。她表示，要带领员工、党员、妇女姐妹
们一起努力拼搏，把个体工商户这个“经济
细胞”
搞活搞好。

苏宁集团董事长张近东：

在中国机遇中寻找企业机遇
座谈会后，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在企业界引发热烈讨论。苏宁集团董事长
张近东表示，
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讲话暖心
提气，
其中提到的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
护好更是极大地鼓舞了企业家信心。
今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
内经济发展确实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但困难只是暂时，从企业自身和行业角度
来看，二季度经营数据明显好转。而国内
经济的快速恢复正得益于当前我们构建的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这两种互补的
循环体系，既繁荣国内市场，也为全球化注
入新的动力，
为企业发展带来新机遇。

正如总书记所说，有多大的视野，就有
多大的胸怀。当前，我们需要利用好国际
国内两个市场，化资源为优势，一方面深挖
国内市场，加大投资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强
自主创新，发展核心技术，在中国机遇中寻
找企业机遇，
争取获得更大发展。
从东北考察到广东考察，再到今天的
座谈会，总书记时刻心系民营企业发展，一
系列的密集表态更是给广大企业家吃了
“定心丸”。接下来，要谨记总书记的要求
和嘱托，坚决遵循、服从和服务国家战略，
努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担当有为，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