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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严鉴铂：

担当是企业家精神灵魂所在
2020 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暨
中国企业家年会期间，
全国优秀企
业家，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严鉴
铂接受了中国企联采访组—《中国
企业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
首先祝贺您获得本年度
优秀企业家荣誉。您是如何看待
这一荣誉的？您认为什么样的企
业家才是优秀企业家？
严鉴铂：
荣誉的取得是一代又
一代法士特人接续奋斗的结果，
是
上万名职工辛勤汗水浇出来的成
果，
我只是代表上万名员工接受这
份沉甸甸的荣誉。

我认为，
创新是企业家群体的
共同标签，
而担当则是企业家精神
的灵魂。企业家就应该以敢为天
下先的气概，做创新发展的探索
者、
组织者、
引领者，
勇于推动生产
组织创新、
技术创新、
市场创新，
才
能化危为机，
把企业打造成为强大
的创新主体，实现凤凰涅槃
槃、浴火
重生。
记者：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请结合您的企业及所在行业，
谈一谈企业如何应对这一变化？
严鉴铂：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法士特集
团生产经营实现逆势增长。今年

前 10 月，累计产销商用车中重卡
变速器超过 100 万台，实现销售收
入超过 200 亿元，同比增长 28%，
各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作为变速器领军行业，法士
特专注聚焦主业，向着一个城墙
豁口冲锋。50 余年来，法士特始
终坚持汽车传动系统为主、装备
制造业适当多元的发展战略。今
年，克服疫情不利影响，全力推进
中轻卡变速器基地、缓速器生产
新基地投产达效，总投资 20 亿元
的 S 智能变速器新基地开工建设，
同时加速布局汽车电子、智能驾
驶、智能制造、大数据应用等新兴

战略业务，与多家跨国公司合资
合作，泰国独资厂运行良好，白俄
罗斯的法士特马兹公司 10 月份已
全面投产，已然形成立足“一带一
路”，辐射东南亚、东盟、东欧、北
美的产业链布局。
在当前的“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中，
我们要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
努力在危
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坚
持走好科技创新这步
“先手棋”
，
更
好地应对发展环境变化、
增强发展
动力，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先机、
赢得优势，
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发挥更大作用。
记者：
您认为目前您的企业在
经营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您觉得从各方面应该如何解决克
服这些困难和发展难题？
严鉴铂：
一是希望上级政府及
行业协会继续科学指导企业把握
宏观决策方向；
二是希望
“十四五”
规划中出台更具吸引力的高端人
才引进配套激励政策；
三是指引建
立更具操作性的现代企业中长期
激励机制；四是深化引导校企合
作、院企合作，让更多的科技创新
成果在本地企业落地生根，
实现实
用化、
产业化、
市场化。

陕鼓集团董事长李宏安：

新时代赋予企业家新历史责任
2020 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暨
中国企业家年会期间，
全国优秀企
业家、
陕鼓集团董事长李宏安接受
了中国企联采访组—《中国企业
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
恭喜您获得全国优秀企
业家殊荣，作为优秀企业家，您如
何看待优秀企业家这个称号？
李宏安：获得这一荣誉，我们
倍 感 自 豪 、倍 感 珍 惜 、倍 感 责 任
重大。
“倍感自豪”。因为荣誉属于
陕鼓集团，
我们感到非常自豪。陕
鼓是为工业、
智慧城市、
军民融合、
“一带一路”领域提供智慧绿色能

源系统方案的行业排头兵企业。
近四年，陕鼓主要指标呈两位数、
三位数的同比增长。截至 2020 年
10 月末，陕鼓集团销售合同额同
比增长 115.56%，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达 60.14%。
“倍感珍惜”。一是对荣誉的
获得倍感珍惜；
二是对在全球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情况下，
中国经
济来之不易的稳增长倍感珍惜；
三
是对中国倡导的新基建倍感珍惜，
因为陕鼓能源互联岛系统解决方
案就是新基建的创新利器，
这也是
新时代赋予陕鼓的新机遇。
“倍感责任重大”。陕鼓的使

命就是
“为人类文明创造智慧绿色
能源”
，
陕鼓就是为创造低碳、
零碳
而奋斗的企业。我们有责任为人
类创造低碳、零碳能源而奋斗，责
任重大。
记者：
您认为什么样的企业家
才能称之为优秀企业家？
李宏安：
中央提出弘扬优秀企
业家精神，
优秀企业家要模范做到
“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
创新发展、
专注品质、
追求卓越、
履
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这
36 字要求。
第一，
围绕
“爱国敬业、
遵纪守
法、
艰苦奋斗”
主线，
陕鼓集团持续

深化党建引领作用，打造“党旗红
陕鼓强”陕鼓党建品牌。
“ 陕鼓模
式”
多次写入陕西省和西安市政府
工作报告，
陕鼓智慧转型经验已获
得国家工信部认可和推广，
成为中
国工业企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一
面旗帜。
第二，在“创新发展、专注品
质、追求卓越”方面，近年来，陕鼓
研发投入与销售收入占比超过了
10%，创新开发的节能环保技术和
产品比肩国际一流。
第三，
在聚焦
“履行责任、
敢于
担当、
服务社会”
方面，
陕鼓集团以
“044”
的管控模式规范企业发展中

的各项管理，
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
和管控能力；
以
“志智双扶”
模式帮
助多个对口扶贫村精准脱贫，
走好
脱贫攻坚的
“最后一公里”
；
抢抓能
源革命时代机遇，持续深耕“能源
互联岛”
智慧绿色方案，
为
“零碳中
国”
行动和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强大动力。
新的时代赋予了企业家新的
历史责任。面对“十四五”规划的
宏伟目标，我们充满信心，将站在
分布式能源革命潮头，
积极发挥陕
鼓在能源领域创新优势，
弘扬企业
家精神，
为我国能源革命和社会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晔珺
珺：

百年企业踏上新征程
2020 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暨
中国企业家年会期间，全国优秀
企业家、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周晔珺
珺 接受了中国企
联采访组—《中国企业报》记者的
专访。
记者：在“十四五”期间，无锡
一棉有什么样的战略发展目标？
周晔珺：
今年是
“十三五”
收官
之年，
明年将踏入
“十四五”
的关键
时期，
我们企业的发展目标是坚决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坚定不移地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顺应时代特别
是行业的发展趋势，
融入产业强国
国家发展战略。我们企业是百年
企业，
未来
“十四五”
规划从以下几
个方面考量：
第一，要坚持发展高端纺织，
专业专注纺好纱、织好布，不断创
新研发，
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全球
高支纱布的领跑者；第二，要不断
进行智能化的改造和建设，
建设成
一个现代化的纺织工厂；第三，要
积极融入到
“一带一路”
建设当中，

我们前两年在非洲埃塞俄比亚建
了一个工厂，
希望打造成为具有标
杆意义的示范工厂。这也是我们
企业跨入第二个百年、
踏上新征程
的一个新支点；第四，要不断地加
强企业文化建设，
尤其是要发扬百
年企业的创新创业精神，
厚植劳模
和工匠文化，崇尚精益求精，培育
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工人，
使企业真
正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工厂，
打造
一支优秀的队伍。
记者：近日，习近平主席到南

通参观了民族企业家张謇生平介
绍展陈，
对张謇作为民族企业家的
社会责任进行赞许，
称赞他为民族
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对此，
您有
何看法？
周晔珺：
张謇是我们企业家学
习的榜样。无锡一棉的前身是荣
氏家族创建的申新三厂，
荣氏兄弟
和张謇都是我们民族工业的典范，
都有实业救国的情怀。从他们的
身上，
我们也感受到实业报国的动
力。发展教育，造福乡梓，尤其是

在公益上我们企业做了很多善事。
作为新时代企业的掌门人，
我
们要更加发扬先辈的创新创业精
神，
一是要始终怀有实业救国的爱
国情怀；
二是要有不断追求卓越的
专业专注精神；
三是要发扬敢为人
先的创新精神；
四是要有教育为本
的人才理念。在企业发展过程当
中，要更加注重如何来报效祖国，
担当有为，
把企业建设和我们国家
的建设融为一体，
更好地为经济建
设作出贡献。

郑州圆方集团党委书记、总裁薛荣：

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企业
2020 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暨
中国企业家年会期间，
全国优秀企
业家，郑州圆方集团党委书记、总
裁薛荣接受了中国企联采访组—
《中国企业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恭喜您获得全国优秀
企业家称号，您对优秀企业家这
几个字有什么感想？
薛荣：当我走上领奖台，拿到
沉甸甸奖杯的时候，内心无比激
动，因为我是中小企业家代表，是
民营企业家代表，也是女企业家
代表。在我们 158 位获奖企业家
里，仅有 9 位女企业家，所以它的

意义尤为重大。另外，让我更激
动的是过去从没有想到，我们做
家政、做保洁的企业也可以拿到
如此大奖，所以心情无比激动和
感慨。我代表的不单单是我个
人，我更代表全国千千万万奋斗
在一线的中小微企业家走上领奖
台，所以我无比骄傲，无比自豪。
记者：今年全球经济都在发
生巨大变化，您的企业以及所在
的行业是如何应对这些变化的？
薛荣：
今年疫情突如其来的时
候，各行各业都受到重创和影响。
特别是我们这样的服务行业，
必须

要冲锋陷阵。我们服务 126 家医
院，1.6 万名员工战斗在最危险的
医院岗位，面对这种情况，其实我
们也害怕。但我想说的是，
感谢党
组织，在党委带领下，我们打赢了
抗击疫情的保卫战和阻击战。当
时我们公司组织党员突击队，
一批
一批面对党旗庄严宣誓，不畏生
死，
不计报酬，
我们冲上了武汉，
冲
上了湖北，冲上了最危险的岗位。
在这次疫情中，
也充分展现了民营
企业的使命与担当，
充分展现中小
微企业面对国家危机时的使命与
担当。

疫情对我们来说既是危机也
我们都是受益者。
是机遇。在这次疫情中，由于我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我们企
们坚守岗位不放弃，我们不但没
业全面复工复产，特别是 5 月份至
有丢掉一个项目，而且还接了 20
10 月份，短短 5 个多月，来自全国
多个新项目。所以说在危机的
各地的党务工作者、企业家到我
时 候 ，我 们 抓 住 了 机 会 。 比 如 ，
们公司参观学习超过 20 万人次。
家政板块，在疫情期间都没法上
作为企业家，我真的特别感慨，正
课 ，我 们 把 课 程 从 线 下 搬 到 线
是因为党组织的引领，我们企业
上 ，在 网 上 推 课 ，没 有 想 到 我 们
家才能够获得如此殊荣，所以我
创造了比去年更好的业绩。面
发自内心地说，党建做细是凝聚
对危机的时候，企业家不会在那
力 ，做 强 是 竞 争 力 ，做 实 是 生 产
里 等 死 ，我 们 有 党 和 国 家 的 支
力。面对这次挑战，我更想说，党
持，各级政府也出台了帮助企业
组织才是我们企业的生命力和战
的 政 策 、优 惠 条 件 和 资 金 支 持 ，
斗力。
（本版稿件均由本报记者梁隽妤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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