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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中国智慧企业发展论坛在南京溧水召开
本报记者 梁隽妤

11 月 12 日，2020 中国智慧企
业发展论坛在江苏南京溧水召
开。会议以“数字新基建 智能新
场景”为主题，并围绕智慧园区与
临空经济发展、
智慧健康产业生态
发展、电动化与智能网联汽车发
展、数字化转型与智慧型组织构
建、
智能制造新模式与智慧工厂建
设、
能源生产与服务智慧化转型等
专题进行讨论。
本次论坛由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主办，
江苏省企业
联合会、江苏省企业家协会协办，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承办。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国家电网有限
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阿里巴巴集团、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海尔集团、徐工集团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钢
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能源集团大渡
河公司等为联合主席单位。
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
中国

中国企联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朱宏任做大会主题报告
企联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朱宏任
分别做了大会主题演讲和主题报
告，工信部一级巡视员苗长兴、国
务院国资委处长陈建刚、
江苏省工
信厅巡视员常如平、
南京市溧水区
区长张蕴出席会议并致辞。围绕
大会主题，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
浪潮集团执行总裁王兴山、
北京市
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徐和谊、
华

为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云 与 计 算 BG
Marketing 副总裁董理斌、清华大
学复杂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张
新国、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
师胡坚波等企业家、
专家学者做了
报告发言。中国企联常务副理事
长史向辉、
国家能源集团大渡河公
司董事长兼中国企业联合会智慧
企业推进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涂扬

举分别主持了上下半场会议。
出席会议的还有：
江苏省工信
厅原党组成员、
江苏省企业联合会
会长熊建国，
江苏省企业家协会轮
值会长陶魄，
南京市溧水区委书记
薛凤冠，
南京市溧水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张伟，
南京市溧水区政协主席
朱克成，溧水区委常委、开发区党
工委书记夏云，
溧水区副区长张德
才，
溧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贾
晨，北汽集团副总经理陈江，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首席信息
官、科技委常务副主任谢良贵，中
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总信息师王
勇智，山东能源集团党委副书记、
董事岳宝德等。来自各地方企业
联合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媒
体代表、溧水区相关部门以及制
造、能源、汽车、化工、软件、人工
智能等行业企业代表共计 600 余
人出席了本次论坛。
朱宏任从着眼长远把握大
势，夯实智慧企业建设基础；瞄准
应用推动创新，拓展智慧企业发
展空间；架构统筹引领创新，推动

智慧企业整体建设；搭建平台整
合创新，推进智慧企业转型升级
四个方面为企业如何把握新机
遇、拓展新场景加快智慧企业建
设给出了建议。
此外，论坛还发布了“2020 年
全国智慧企业建设最佳实践案
例”，以鞍钢股份、扬子石化、潍柴
控股、四川长虹、云天化为代表的
企业在智慧业务、智慧管理、智能
装备、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和咨询服
务与解决方案等方面成效显著。
同时发布的《中国智慧企业发展报
告(2020)》指出，今年智慧企业案
例数量显著增加，
案例质量大幅提
升，应用场景更加丰富，反映了企
业新旧发展动能的接续转换。当
前，
智慧企业建设正上升到企业战
略高度，
中小企业也开始布局智慧
化建设，
制造业在此方面进行了更
深化的转型探索。
同时，论坛还发布了《智慧企
业建设参考架构》
《面向智慧企业
的组织变革指引》
《智慧院所建设
指引》等研究成果。

卓越长青 富足有爱 高扬引领发展的文化之帆
2020 全国企业文化（苏美达股份）现场会在南京召开
本报记者 梁隽妤

11 月 10 日，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在江苏省南京市
召开 2020 全国企业文化现场会，
授予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苏美达”
）
“全国企业文化最
佳实践企业”称号。中国企业联
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驻会副会
长尹援平，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晓仑，
江苏省政府副省长马欣，国务院
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原主席
季晓南，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
理事长于吉，南京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陈勇，南京市企业联合会、
南京市企业家协会会长李琦，南
京市玄武区区委书记闵一峰，北
京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导张国
有，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杨永清出席会议并共
同为苏美达全国企业文化最佳实
践企业揭牌。会议由于吉主持。
苏美达成立于 1978 年，是国
机集团的核心成员单位。伴随中
国改革开放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
程，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苏美达已
成长为以供应链集成服务为主
体、以先进制造和工程承包为两
翼的国际化企业集团，业务涵盖
供应链+产业链两大板块，包括供
应链集成服务、大环保、大消费、
新基建等，拥有 11 家二级子公司、
45 家海外分支机构、36 家全资工
厂, 市 场 覆 盖 15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年营业收入 800 多亿元。
尹援平在开幕致辞中指出，
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先行企
业，苏美达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
设 ，始 终 坚 持 文 化 铸 魂 、文 化 强
企，把优秀的文化基因融入到生
产经营、改革发展的方方面面，融

入到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企业
文化发挥了润物无声的重要作
用，汇聚了企业发展的强大力量。
尹援平认为，苏美达的企业
文化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坚持
发展为先，树立奋斗导向。作为
一家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国有企
业，苏美达始终坚持发展导向，通
过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推动企业
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
革，实现了企业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的发展。二是坚持以人为本，
打造幸福家园。苏美达积极践行
以员工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致力
于建设“富足有爱的幸福家园”，
打造充满关爱的“家”文化，从氛
围营造、教育培训、福利保障、配
套设施等方面，通过特色活动、民
主管理、加大投入等方式，为员工
提供形式多样、无微不至的人文
关怀，使企业不仅成为员工成长
成功的事业平台，更是承载幸福
与梦想的精神家园。三是厚植文
化土壤，注重文化落地。苏美达
坚持从制度上着手，建立让企业
文化落地的牢固根基，营造全员
参与、全员共建、全员共享的文化
氛围。
张晓仑在致辞中表示，在疫
情防控阻击战中，国机集团积极
响应党中央号召，坚持“锻造国机
所长、服务国家所需”，打造了以
“三机三品”为核心的医疗防护产
业链，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大战大考中走在前
列、作出示范，发挥了骨干中坚作
用。其中，苏美达积极转产医用
防护服，全球采购防疫物资，作出
了突出贡献，展现了优秀的企业
文化内核。苏美达荣获“全国企
业文化最佳实践企业”，既是对苏
美达股份的高度肯定，也是对国

全国企业文化最佳实践企业揭牌仪式
机集团企业文化建设的积极支持
和肯定。同时他也对苏美达提出
了下一步企业文化建设的三点要
求：一是进一步发扬开放文化，加
强文化融合，凝聚发展共识；二是
进一步发扬协同文化，深化地企
合作，实现发展共赢；三是进一步
发扬创新文化，坚持守正出奇，推
动发展升级。
季晓南在致辞中指出，苏美
达作为一家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
国有企业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先
行企业，在市场化、国际化的浪潮
中能够勇立潮头，取得良好发展
业绩，并且能够在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下逆流而上取得新的不俗业
绩，企业文化发挥了重要的示范
引领和融合作用。同时他认为，
加强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要
做到六个坚持：一是坚持体现中
国特色；二是坚持市场导向；三是
坚持文化传承创新；四是坚持改
革开放和中外融合；五是坚持文

化融入企业管理；六是坚持弘扬
企业家精神。
李琦认为，苏美达在企业的
发展壮大过程中，始终以文化自
信站稳市场，以文化力量搏击竞
争 ，以 文 化 领 衔 开 拓 创 新 ，在 企
业文化建设上做出了突出的成
绩。苏美达的核心价值观——创
新超越、行稳致远、客户至上、诚
信为本，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基本要求和内涵；苏美达
的使命——融汇全球资源，共创
美好未来，是建立全球命运共同
体精神的具体体现；苏美达的愿
景——富足有爱的幸福家园，卓
越 长 青 的 国 际 企 业 ，既 是“ 强 富
高 美 ”新 江 苏 的 企 业 行 动 纲 领 ，
也是国际化不断超越的现实
写真。
杨永清作了题为《卓越长青
富足有爱 高扬引领发展的文化之
帆》的企业文化主题报告，详细介
绍了苏美达企业文化体系、做法

和感受。
张国有做了专家点评，他认
为苏美达的企业文化建设特点体
现了三个关注：一是在关注企业
经营业绩的同时，更多关注了文
化驱动的力量；二是在企业的层
次文化中关注了基层文化的建设
和驱动作用；三是在企业管理硬
约束和软约束中，特别关注了具
有文化特质的软约束作用。
近年来，中国企业联合会在
不断拓展服务领域、加大服务力
度的过程中，积极致力于推进我
国企业文化建设。其中，宣传推
广全国企业文化最佳实践企业就
是一项重要的服务工作。通过树
立先进典型，搭建交流平台，引导
广大企业学习借鉴先进企业的成
功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企业
文化建设工作。来自全国企业
界、学术界、媒体界和部分省市企
业联合会的代表共计 150 余人参
加会议并参观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