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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办举行“弘扬企业家精神”交流会
创新、责任成为关键词
什么是企业家

4 位企业家代表既有国企负
责人， 也有民营企业的企业家，
身处不同的行业领域，有着不同
的经营管理理念。 那么他们是如
何看待企业家这一概念的？

“现在大家对企业家这个名
词有一点点误解，因为大家都认
为企业家是一个很有钱的人，这
就叫企业家了，或者说这个人很
有名，或者这是一种荣誉。 ”宁
高宁认为， 企业家本身不是金
钱、荣誉、地位和职务的表达，
它实际上是表达了这个人做事
的方法。

宁高宁表示，企业家这个词
是从法文里翻译过来的，这个词
里面， 一开始代表的意思是创
造、创新和冒险。

对企业家来说，首先是前瞻
性，他必须能够比一般的经济学
家、比一般的学者要更敏锐地观
察到社会经济的变化。 第二个是
创新性，创新创造，做不一样的
事情，任何企业转型发展都是凭
这种精神来的。 再一个，要有勇
气、有担当、有冒险精神，不甘失
败、要坚持、有团队、能组织资
源、有目标。

“我觉得企业家本身应该
具有均好性的素质， 不是有一
个就可以的， 这就是为什么成
为企业家会比较难一点。 ”宁高
宁强调。

刘永好则认为企业家由三
重含义：

第一，创造价值，并且带领
一批人创造价值，通过所处的行
业，通过组织力、领导力、战略
力、执行力，最终生产出了市场
欢迎的产品的群体叫企业家。

第二，有人把创业者也看成
企业家。 创业者有可能是白手起
家的创业， 有可能肩负某种使
命，帮助国家或者帮这个群体在
做创业。 他也是带领一帮人在拼
搏、在创造价值，这也应该是企
业家。

第三，有人又认为企业家就
一定很有钱，其实企业家跟钱多
钱少没有太多的关系，而更多的
是你能否率领一帮人对社会作
出贡献。

创新是核心要素

企业家如何才能带领企业
不断发展？“一个企业面对的环
境， 唯一不变的就是不断变化。
我们要应对这样的变化，不断创
新。 ”阎志强调。

周育先认为，创新是企业家
精神的核心要素，创新也是企业
发展的源动力。“目前在境内外
这样严峻复杂的形势下，各个企
业都是需要创新发展，需要去突
破，在这个过程当中，弘扬企业
家精神就会显得尤其重要。 ”

如何才能创新？ 周育先认
为，创新不光是技术创新、科技
创新，还有管理创新、制度创新、
商业模式创新，“创新本身就具
有比较高的风险， 作为企业家，
在控制好风险的前提下，怎样能
够鼓励创新，怎样真正达到战略
理性和经济理性相统一，是很重
要的。 ”

宁高宁表示，创新是一个很
难的事情， 从企业组织来讲，要
想去创新，基本上就是改变这个
企业， 而不是简单设一个部门、
搞一个研究院、 做一个转化，这
是肯定不行的。

要从创新的主体、创新的路
径、创新的文化入手，必须要改
变这个组织， 改变评价体系，改
变组织结构， 改变用人模式，这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从目前来讲，特别是中国
的成熟性企业里面，不管是民营
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继续培养鼓
励创新， 在大公司里进行创业，
在成熟企业里开展创新，这样的
精神是最重要的。 ”宁高宁强调。

据宁高宁介绍，中国企业目
前来讲不管是国有企业、民营企
业还是各类企业， 目前在研发、
投资、创新，在新技术的应用上
下的功夫、投的资本，在过去的
两三年之内，比以往是大幅度增
加的。

企业家是社会责任的载体

不同的时代对企业家的定
义是不同的， 在经济出现下行、
错综复杂的困难和新冠肺炎疫
情还没有完全过去的今天，企业

家应该具有怎样的精神呢？ 责任
成为关键词。

“怎么样带领大家树立信
心，该投资的投资，该就业的多
解决就业， 我觉得这个时候，企
业家精神体现在坚守和担当。 ”
刘永好强调。

刘永好认为，企业家更是一
个社会责任的载体。 很多的企业
家自己的生活需求能够比较好
的解决， 更多的是尽社会责任，
生产更多的产品，为社会满足人
们美好生活的需求，这是一个责
任，这个责任包括在生产产品的
质量、安全，也包括在防疫过程
中的担当，以及在国家出现困难
的时候，企业家群体敢于迎头而
上的精神。

责任同样成为周育先口中
的关键词。 据周育先介绍，今年
上半年疫情期间，方舱医院的材
料，包括雷神山、火神山的材料，
中国建材集团在第一时间排除
一切困难送到医院， 为 38 个城
市 83 家医院提供了材料。 与此
同时， 还提供了十几种高新材
料， 应用于抗击疫情和疫苗研
制。 在这个过程中也涌现出了一
批志愿者。

“整体看， 企业家精神第一是
创新，第二是责任。 ”周育先强调。

阎志则从三个阐述了企业
家的责任：

第一，爱国、爱家乡。 作为一
个企业、一个企业家，我们首先
应该要热爱自己的国家。 我们也
要热爱自己的家乡，一个企业或
者一个人连自己家乡都不爱，就
不能指望他爱别的什么。

第二，一个企业还是应该有
向善的基因。 要从创办之初，到
运行发展过程中间，把善的基因
植入到企业经营管理之中。 具体
说，要不断在企业发展中履行社
会责任。 我们要在企业产品设
计、服务设计的时候，我们应该
植入这种善的基因，我们提供的
服务和产品要有它的独特价值。

第三，要向上。 企业不同时
期肯定会面临不同的困难，企业
家的一个责任就是带领团队不
断解决困难。 我们一定要保持一
种向上的、积极的状态。 当然，我
们在向上的时候要守住底线，这
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也要求我们

企业有合规意识， 尊重规范、遵
纪守法，这样才能够确保企业健
康发展。

“正是因为我们企业一直把
社会责任作为企业基因，把商业
向善作为企业文化，员工才能在
发出号召时积极响应， 返回武
汉，走出家门，投身抗疫。 ”阎志
强调。

据阎志介绍， 卓尔组织了
320 名志愿者，将 1026 万件物资
送到了湖北省 103 个县市区，也
就是全部的县市区几乎所有的
医疗机构。 同时参与应急医院、
方舱医院的建设和后勤保障服
务，这都是志愿者一起做的。

卓尔的港口物流是疫情期
间武汉少有的正常接收大宗商
品的入口， 因为港口比较安全，
一天也没有关闭，90 多名员工 50
多天吃住在码头，保障物资的接
收与供应。 冷链公司一直在保障
商超配送，6 家酒店 90 多名员工
也是几十天没有回家，保障 9 支
援汉医疗队的接待服务。

“我想这一切都是我们作为
一家民营企业应该做的本分，作
为一个湖北武汉企业应该做的
本分。 ”阎志表示。

特殊时期的担当

目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新
冠肺炎疫情还没有完全过去，
2020 年还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
年，面对这些，企业和企业家们
用实际行动体现了自己的责任
和担当。

“我想越是在特殊时期，在当
前这样的国际形势下， 在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格局下， 企业家越是
要主动担当作为， 弘扬企业家精
神显得就尤为重要。 ”阎志强调。

据阎志介绍， 对于卓尔来
说，一是要立足武汉，提升实体
市场发展水平，为武汉构建双循
环枢纽之城作出贡献。

二是要深耕湖北，为丰富人
们的文化生活，创建美好生活方
式作出贡献。“我想湖北无疑是
受到疫情影响最大的地区，我们
作为湖北企业更要主动担当、主
动作为，助力疫后发展。 ”

三是要在部分“卡脖子”的

制造技术上，持续作出贡献。
四是继续构建更有影响力

的全球智能交易平台，为畅通双
循环作出贡献。

“我们作为一家民营企业，
我们要积极参与光彩事业，特别
是在要继续大力投入到精准扶
贫中，为今年夺取脱贫攻坚全面
胜利贡献我们民营企业的力
量。 ”阎志表示。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积极投
入的还有大批企业和企业家。 早
在 1994 年，刘永好就联合 9 位民
营企业家提出发起“光彩扶贫事
业”的建议。

26 年来，光彩扶贫事业已经
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不忘初心、
体现社会责任担当和助人为乐，
帮助全社会进步的重要载体，仅
新希望集团就投资上百亿，数以
万计的民营企业家参与这项活
动中来。

这些民营企业家们帮助了
贫困地区的农民朋友，不单是给
钱， 更多的是给他们一些机遇、
机制和理念，帮助他们从相对封
闭的地方走出来。

“今天，光彩扶贫事业已经
取得相当的成就，不单单有利于贫
困地区，企业家们也通过光彩扶贫
行动得到了锻炼，得到了提升，提升
的是爱人民、爱国家、爱社会的社
会责任和担当能力， 这体现在这
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武汉行动，
我们民营企业响应快、投资多，而
且也非常到位。 ”刘永好表示。

前不久， 由全国知名企业家
委员会、全国工商联知名企业委
员会牵头的民营企业家们到湖
北武汉去考察和投资，当时签约
1200 多亿，捐款将近 1 亿，对贫
困地区给予帮助，另外还解决了
超过 10 万人的就业。

“我们希望通过努力，在帮
助贫困地区的人脱贫致富的同
时， 更要关注长期可持续的脱
贫。 我们扶贫的任务还有相当的
路要走，还有相对的贫困，我们
作为民营企业家，作为光彩事业
的推动者和践行者，我们将会跟
国家一道、 跟社会各界人士一
道，为国家相对扶贫问题的解决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也是我
们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刘永好
强调。

�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他们热爱祖国，勇于创新，诚信守
法，具有国际视野，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9 月 2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邀请 4 位企业家代表围绕‘弘扬企业家精神’与中外记者
见面交流。 4 位企业家分别是：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宁高宁；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育先；
卓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阎志。

什么是企业家精神？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应该具备哪些精神品质？ 创新和责任成为 4 位
企业家口中的关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