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 ，白手起家 ，三十多年
打造中国民营企业“常青树”；
他，与时俱进 ，缔造了以现代
农业为核心、产融结合的综合
性企业集团；他，不忘初心，要
培养十万新农民与农技员，用
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他就是新希望集团的创
始人刘永好。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创业
的民营企业家，刘永好见证了
民营企业家这个群体从无到
有，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
力量的全过程。 在刚刚结束的
2020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
第十六届夏季高峰会上，他重
点强调了企业家应该有更大
的责任和担当。

当下，面临新冠肺炎疫情
和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环境双
影响的冲击，经济下行压力持
续加大的考验，刘永好在刚刚
结束的 2020 亚布力中国企业
家论坛第十六届夏季高峰会
上强调，企业一定要有责任和
担当 ，与此同时 ，需提高企业
的创新能力、应变能力和竞争
能力，加速企业转型的脚步。

据新希望 2020 年半年报
显示，新希望上半年实现营业
收入 446.96 亿元，同比增长了
2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 31.64 亿元， 同比增幅
达 102.57% ； 扣非 净 利 润为
32.84 亿 元 ， 同 比 增 幅 达
97.58%。

疫情下企业经营向好也
为刘永好履行社会责任提供
了底气。 刘永好表示，新希望
将在疫中湖北增加 200 亿元
投资，直接扩招工人数达 2000
人。 另外，新希望也将扩大在
青岛的投资，包括建立农业生
态产业园、升级冷链物流等。

刘永好向来注重和践行
企业社会责任，这是他所理解
的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涵。 早
在几年前，刘永好便提出新希
望的“五新”转型，其中就有新
责任一项 ：2019 年 、2020 年 、
2021 年三年要实现每年新增
超过一万名员工的目标。 疫情
发生后，刘永好加大了今年的
新增就业目标：至少新增 2 万
个就业岗位。

刘永好认为，对于那些受
疫情影响而难以就业的农民
工和大学生，龙头民营企业应
肩负起更大的责任和担当。

那么，作为中国最早一批
民营企业家，他是如何理解企
业家精神的？ 新冠肺炎疫情后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环境双影
响的冲击下，企业究竟面临着
怎样的挑战，应如何应对？ 新
希望有哪些成功的经验 ？ 为
此，《公益时报》 记者专访了新
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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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好：
责任、担当、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关键要素

当前企业正面临
转型加速的挑战

《公益时报》：在新冠肺炎疫
情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环境双
影响的冲击下，企业家面临着哪
些困难和问题？

刘永好 ：第一，对于不少企
业来说，如何跨过生死线是一门
考验。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冲击
很大，中小企业，乃至于老牌的
企业，甚至是巨无霸的企业也有
的宣布破产、倒闭。 特别是对餐
饮、旅游、航空、影视、服务性的
这些行业影响更是大，到现在还
没有完全得恢复过来。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加速推
进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使得国
际政治、经济、环境面临巨大的
不确定性。企业家们遇到了空前
的挑战， 一些外销的订单被取
消，一些企业被迫停工、减员等。
对外贸易的不确定性，需要我们
寻找更多的内生的动力。

第三，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
升级和企业的转型发展，正处于
关键的时刻，此时的大考对国家
和企业的智慧和应变能力都是
一场严峻的考验。

《公益时报》： 针对上述问
题， 企业家应当如何应对挑战，
提升创新能力和应变的能力？

刘永好 ：第一，企业要有责
任担当，在疫情以后率先助力经
济重启，为“六稳”“六保”做贡
献，形成一股重要的力量。

第二，这次大考，考的也是
企业的竞争力。我们的企业转型
升级正在加速，一些数字化的企
业、互联网的企业、高科技的企
业，正在通过科技武装快速地发
展，这个过程中大企业做的越来
越大，头部效应越来越明显。

第三，传统产业可以运用产
业互联网的思维进行再造。近年
来企业对产业数字化的升级，已
经不仅仅是一个产业发展的需
要， 而是未来产业生存的需要。

数字化转型能够在危机时，为企
业带来转机，也能在企业追求长
期发展目标的道路上持续注入
动力。

以新希望为例，随着养猪业
的大发展， 我们开始升级猪舍，
现在 3 层楼、5 层楼、6 层楼的楼
房式猪舍已经开始投入使用。与
此同时，运用最新的 5G 设施，智
能化控制猪舍的电灯、温度和空
气质量，自动化送水、送饲料，采
用无人式值守和管理，这些都是
靠科技的价值和智能化的再造。
我认为这是当下的中国企业所
面临的机会，我们要在这个格局
里积极探索，并运用新型的技术
和能力来推动和提升企业的转
型升级。 当下，我对于那些小微
企业的建议是尽早的转型，尽早
的用数字化转型取得先机从而
带来新的发展。

疫情之下，
保障供给是最大的责任

《公益时报 》：疫情至今 ，新
希望目前在各方面的恢复情况
怎么样？

刘永好：疫情对新希望集团
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包括供应链
断裂。 我们是肉蛋奶的生产企
业， 一年生产超过 400 万吨，包
括猪肉、鸡肉、鸭肉、牛肉、牛奶
等，这是老百姓的必需品，也是
保供的产品。 我们采取了很多措
施，基本渡过了难关。

我们率先恢复生产，动员一
切力量，现在看来我们基本没有
受影响， 反而还加大了生产力
度。特别是由于受到非洲猪瘟的
影响， 生猪供求缺口比较大，价
格上涨了 3 倍。

为了保供，我们在全国各地
大幅度地增大了养殖的力度，而
且用一种环保智能化的少用人、
少占地、少用水、少污染的 5S 的
养猪办法。 我们在积极推动养殖
的保供、 生产和产业的转型，以
及工业互联网在农业里面的再

造。 所以我们把危机变成了机
会，求得新的发展。

《公益时报》：新希望集团未
来 3 年要加大在湖北的投资力
度，将投资 200 亿元助力湖北脱
贫攻坚，能否谈谈做这一重大决
定的初衷和具体执行方向？

刘永好：我们签订的协议将
会在湖北投资 200 亿元，包括农
业、食品等领域。具体而言，新希
望要在湖北养 400 多万头猪，新
增约 4000 名包括学生在内的各
类就业，计划带动上下游 2 万人
以上的就业。为湖北省脱贫攻坚
和经济重振助力的同时，推进湖
北的产业转型升级及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将在武汉建
立新希望华中总部，目前已和武
汉相关区签订了协议。 我们希望
华中总部能在食品农业、城乡制
造业和智慧城市、智慧农村建设
等方面有所发展。

我们比较看好湖北，原因是
基于以下这几点：第一，湖北的
区位条件优越，交通便利；第二，
湖北人才很多，是全国大学生最
多的地方之一。据说武汉的大学
总数名列前茅，为经济转型和新
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第
三，疫情期间，国家给湖北出台
了不少优惠政策，降低了湖北的
综合要素成本。湖北的用工成本
相对较低，交通运输的成本也不
高， 土地征用的成本也一样，因
此有利于吸引外部投资。

责任、担当、创新
企业家精神的关键要素

《公益时报》：你曾经表示假
如穿越回到过去，还是会选择做
农业。 你坚守农业的核心动力在
哪里？ 发展依据呢？

刘永好：如果我穿越回到过
去，我还会选择做农业。 所不同
的是， 我会更早地用科技的能
力，包括生物科技、数字科技，来
进行农业的再造。

在我看来， 农业关系到民
生。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
冲击非常大，但是我们对食品的
需求并没减少，说明农业是民生
的产业。 另一方面，农业是有生

命的产业。 不管是粮食作物，还
是猪、鸡、牛、羊，它们都是有生
命的，我们要关爱这些生命。

我当年创业是为了让家人
生活地更好，以后是为了我们的
员工生活地更好， 让上下游的
产业链生活的更好。 我们现在
提出“希望让生活更美好”，就
是想让全国的老百姓能够享受
到现代农业带来的进步， 实现

“猪肉自由”。
我觉得做农业，既有经济价

值，更有社会价值。 虽然做农业
投入多，风险大，周期波动也大，
但总是要有人做的，而我们已经
在这个轨道上了。 我熟悉它、了
解它，所以我们持续坚守在农业
上是对的。

《公益时报》：你心目中的企
业家精神是什么样的 ？ 在你看
来，什么是企业家精神？ 你认为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应该具备哪
些精神品质？

刘永好：有人说企业家精神
是不怕吃苦，勤奋，能拼搏，不怕
困难。 这是对的，但我个人认为，
除了这些以外，首先要有社会的
担当，要能引领大家。 担当体现
在怎么样做好我的企业，怎么样
带领员工、带领队伍。 当公司出
现困难、问题的时候，要敢站出
来，同时要以身作则、能够担当。
同时，企业家要让市场、社会、老
百姓认同， 还要善于处理员工、
管理者、 上下游供应链的关系；
其次要有好奇心，好奇心是人进
步或者是探索的一个动力。

实际上，企业家精神体现在
责任、担当、创新和拼搏，又体现
在智慧、情商和智商，还体现在
能够处理好政府、市场、供应链、
员工之间的关系。当处理好这些
关系的时候，企业顺，毛病少，反
之则困难多，压力大。 企业家还
要处理好突变的事件，特别是像
非洲猪瘟或者新冠肺炎疫情所
带来的变化。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
社会责任和担当。要对企业有爱
心，对产品有担当，对社会事业
有担当，多参与一些扶贫和社会
关注的事业。 对于员工来说，就
是爱企业、爱家庭、爱社会，这是
一脉相承的。

刘永好

■ 本报记者 李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