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关注 Focuses
禹州市和源瓷业
国庆期间生产忙
■ 本报记者

李代广

国庆节期间，河南省禹州市和源瓷业有限
公司因为忙订单、
赶工期，部分职工仍然加班加
点忙生产。
和源瓷业位于中州名镇、钧瓷故乡——
—禹
州市神后镇，拥有两条日用瓷生产流水线，
能够
满足各种器型日用餐具的生产条件。
公司董事长李建设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
主要有中高档手绘餐具，公司获得美国 FDA 认
证，生产无铅镉、
无毒害、绿色环保健康餐具，远
销美国、
中欧的西班牙、
波兰、东南亚的日本、韩
国、
泰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自营出口
额达到 60 万美元，
通过外贸公司出口 400 万美
元，年销售额达到人民币 4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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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
又开谈了
这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
—
9 月 5 日中美牵头人通话确定的近期磋商
安排，
在按计划推进。
不过随着磋商的临近，面临的情况还是比
较复杂。
比如这段时间，
美方一些人频频声称中国介
入美国的国内政治，
并试图以此把中国与美国国
内议题绑架来实现某些人的政治目的。
在笔者看来，这种行为无异于“政治碰瓷”
—正是看准了中方多年来一直秉持不干涉他
——
国内政的基本立场，这才肆无忌惮地操弄有关
话题，进而让磋商形势更加复杂。
又如，
在本轮磋商开始前，虽然美国白宫发
出欢迎声明，但美方仍然没有放弃极限施压手
段，套路依旧。
还要看到，
在磋商推进的敏感时刻，美方同
样面临复杂的形势。关税升级在给别人造成负面
冲击的同时，
也在增加美国企业的痛感。
据新华社电，
美国供应管理学会 10 月 1 日
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 月份美国制造业采购
经理人指数（PMI）大幅下滑至 47.8，创下 2009
年 6 月以来最低水平，显示美国制造业萎缩加
剧。这也是美国制造业 PMI 连续两个月下滑，8
月份指数为 49.1。
因此，
对中美双方而言，都存在将本轮磋商
向前推进的意愿。而在磋商“坚冰”
尚未完全打
破，中美双方对峙局面没有彻底缓解的情况下，
双方暂时搁置争议寻求最大共识才是真正理性
的选择。
只有真正做到求同存异，才能真正找到解
决问题的突破口。
最后，越是敏感复杂的时候，平常心和韧劲
就更显难得。要争取好的结果，
但也不用去强求。
展望本轮磋商，其实结果无非三种。
达成公平协议、完全彻底谈崩、
继续谈谈打
打。
达成公平协议，
自然是皆大欢喜。
完全彻底谈崩，相信中方也为此作了充分
稳妥的应对预案。
反而是第三种情况，会遇到一些需要仔细
权衡的现实问题——
—
比如，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时候，总会有
人觉得不硬气，
不解恨。
于是就会有疑问——
—如果美方再加关税，
还有谈的必要吗？既然已经反制了，
还有谈的必
要吗？
有必要。
反制有反制的必要，谈也有谈的必要。
打也好，谈也好，都是在为国争利，而不是
为国斗气，不能逞一时之快。
美方挑起贸易战，依仗的是美国经济体量
大，以及在全球经济中的独特地位。
美方的咄咄逼人以及中方的防守反击，正
是这个现状的客观反映。
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
1952 年 2 月 14 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中
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两周年纪念会上的讲
话稿时，
加写过一段文字。
“今后谈判能否成功，仍系于美国政府有无
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如果美国政府在朝鲜方
面也和我们一样具有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则
停战谈判是可能获得成功的。”
——
—《毛泽东外
交文选》，
第 153 页。
这是他们对美国人服软，不去争取主动权
吗？
我看不是。
这分明是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实事求是地
对具体问题进行判断和处理。
那么，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现在完全被动呢？
也不对。
虽然被迫应战，
但中方并未放弃争取主动。
我们正做的，一方面是专心做好自己的事
情，以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把中国
经济真正推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另一方面，
则是通过谈判、
坚守和反制，让美方能够更加深
刻地体会到贸易战带来的痛感，更加深刻地认
识到“贸易战没有赢家”
。
没有什么捷径，只能是一步一个脚印向我
们的目标迈进，
时刻保持平常心，以冷静理性的
态度去面对各种复杂情况。
争取好的结果，
但也不去强求。
关键，要有跟问题和困难耗到底的韧劲和
精气神。
“往往有这种情形，
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
复，产生于
‘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渊新华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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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明珠雷军宗庆后马云等大佬
有钱有才假期还不休息
这些大佬有钱有才假期还不休息，刚返
工的你是不是该收收心了……
国庆七天小长假眨眼就过去了，无论你
是在修炼“人床合一”武功，还是在人人人人
人里看风景，
是不是都感觉完全不够用？
无论你多不情愿，10 月 8 日，上班的时
间还是来啦！研究表明，越是放松的假期，越
是能在之后的工作中带来好的表现。不过，没
有放松也不要紧，我们来给你打鸡血！或许，
当你知道这么多大佬有钱假期还不休息后，
浑身上下立马充满斗志了援援援援援援

据媒体报道，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
创业 32 年以来，不出差的日子里，他早上 7
时准时出现在办公室，晚上 11 时离开，一年
365 天，全年无休。 今年国庆节假期，宗庆
后依然没有休息。10 月 6 日，他在办公室准
备了两个论坛的发言稿，还准备了后期要召
开的销售会议的材料。
上述媒体报道称，今年 74 岁的宗庆后依
然跑在市场第一线。2019 年，宗庆后花了 9
个月跑遍了全国，穿着布鞋，上飞机坐高铁，
只是行囊中多了一台 iPad，
“失眠，睡不着的
时候看看片子。”

雷军：
49 岁时的梦想是安排一个假期
10 月 1 日，国庆节当天，小米集团董事
长雷军现身群众游行方阵。随后，
他在个人微
博上发布了自己在现场的照片，并表达了参
加了庆典的感慨。
但仅过了一天，
10 月 2 日，雷军就开始了
“国庆加班”
。当天，
他发微博表示：
“过完十一，
继续卖手机。”
网友对此调侃道：
雷总假期也不
休息，
是劳模本人了。 2018 年 7 月，
小米集团
上市前夕，
在一次访谈中，当主持人问道：
“今
年 49 岁了，
您对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
雷军笑
着说：
“安排一个假期吧。”
其实，
当时主持人的
问题前面还有一句背景——
—
“您 29 岁实现财
务自由，
39 岁带领金山上市。”雷军后来是否
如愿休假，
我们不得而知。但在科技圈，
雷军绝
对是最拼命工作的几个大佬之一，要知道，
雷
军一个广为人知的称号是
“中关村劳模”
。 据
媒体报道，
雷军在金山时代每天工作 16 小时，
执掌小米后依然保持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小米
高级副总裁祁燕曾透露，
雷军每天晚上一两点
才下班，
中午饭是三四点，
10 分钟吃完午饭，
晚
饭是十一、十二点。雷军在一次访谈中透露：
“最多一天开 11 个会，
马云也没我勤奋。”在
2017 小米投资生态年会上，
雷军曾感慨过自己

马云：
参观博物馆，
曾说休假很重要
的
“忙”
。他说：
“这就是我内心很矛盾很复杂的
地方，
我真心不愿意听到大家夸我是劳模。我
很忙的时候我也很内疚，我觉得自己不成功，
我为什么不能像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一样，
每天
喝着咖啡就把工作都做好了？我对自己的所作
所为产生了动摇，
这样做对还是不对？”不过，
最终雷军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
他说：
“创业不
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成功的企业家也不像公众
理解的，
轻轻松松就成功了。在成功的路上，
其
实只有这一个秘诀：
认真拼命地工作。”

息。任何一个企业不可能归于一个人，人不能
替代企业的发展规律。企业发展没有止境，
需
要关心的不是谁接班、谁退休，
而是企业的发
展持续动力和保障条件。”
“很多人都在关注
明天的格力怎么办，我觉得我不会去考虑这
个问题。如果我能交班的时候，我相信企业一
定会能更好地运营下去。如果不能更好地运
营下去，我绝对不交班。”董明珠说。 28 天
未休一天年假，董明珠倾注在格力的精力可
能比对自己家人还要多。据媒体报道，
此前董
明珠在接受采访时，谈及自己的儿子语气多
有亏 欠 ，
“ 儿 子 上 学 从 来 没 接 送 过 ”。 在
董明珠：
28 年没休过一天假
2018 年 12 月 2 日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
自称
“一般不爱哭”
的董明珠罕见落泪。她说
2005
国庆当天现身阅兵式的还有雷军的“老
年妈妈生病时，
她在格力特别忙，
没有到妈妈
熟人”—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
——
从媒体曝
出的现场照片看，
董明珠当天身着粉色套装， 病榻前尽孝。妈妈在 2005 年永远地离开她
但是她却没有让
不停用手机拍照，心情大好。 在中国商界， 了。这件事一直是她的遗憾，
妈妈失望，妈妈走的时候，格力的销售额是
董明珠以性格豪爽、大胆敢言著称，同时，董
156 亿，而今年预期将达到 2000 亿。
老师也是企业家圈内公认的女强人。
2018 年在接受采访时，董明珠直言，
“我
宗庆后：
早 7 晚 11，
全年无休
在格力 28 年没有休假一天，应该可以去休

刚刚从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位置上卸任
的马云这个国庆假期也没闲着。10 月 5 日，
小长假倒数第三天，他现身良渚博物院。 据
媒体报道，
马云刚走进博物院展厅，就立刻被
现场游客认出，瞬间“被包围”，
导致无法正常
参观和讲解。于是，
马云一行随后快闪到良渚
古城遗址公园。
其实，对于休假这件事儿，
马云曾多次表
达自己的看法。今年 7 月 22 日，马云 在
2019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上表示，无论
政界也好，还是企业界也好、学术界也好，休
假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机器永远跑其实是不
能持久的。 2017 年 10 月 25 日，马云在菲律
宾顶尖学府德拉萨大学与学生交流中表示：
“我不想在七八十岁的时候，我仍然在公司工
作，
我想我应该死在沙滩上，而不是在办公室
里，你们也不会想看见一个八十岁的糟老头
主席，还在工作。”不过，话虽这么说，
创办阿
里巴巴并带领这家企业走过二十年，马云也
肯定付出了常人无法理解的努力。
渊中新社冤

豫光集团党委书记杨安国
获颁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纪念章
■ 段高高 本报记者 李代广

国的理念，坚守把豫光做大做强做优的信
念，
不断探索适合豫光的发展道路。杨安国
9 月 29 日，豫光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率先在行业内提出了“绿色冶炼、环保发
杨安国获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展”的理念，通过持续自主创新和技术攻
周年”
纪念章。
关，改变了我国铅冶炼工业技术装备落后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的状况，实现了铅冶炼工业绿色革命。豫光
纪念章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 第一家采用非稳态制酸工艺回收了铅冶炼
发，授予为党和国家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四
二氧化硫，第一家采用双底吹直接炼铅技
类先进人物。杨安国先后荣获
“全国五一劳 术，淘汰了烧结锅、烧结机和鼓风炉；豫光
动奖章”
“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煤炭机械工 的双底吹连续炼铜新工艺，达到国际先进
业优秀企业家”等称号。2003 年 3 月，又荣 水平；首创了原生和再生相结合的循环经
获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有突出
济发展新模式，率先在全国开展了废旧铅
贡献的专家。2017 年荣获济源市十大当代 酸电池回收网络体系建设。杨安国带领全
愚公称号。
体职工通过 30 余年的不懈努力，把豫光从
在新中国发展的历程上，杨安国用自 一个小型冶炼企业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有色
己的努力，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他自 1987 金属行业大型骨干企业、中国最大的铅锌
年担任豫光集团前身济源黄金冶炼厂厂长
铜冶炼基地。豫光连年跻身中国企业 500
至今，带领职工牢固树立愚公移山、产业报 强、
制造业 500 强、
财富中国 500 强行列。

“中国 - 唐代苌庄窑”
高峰论坛举行
40 余位著名陶瓷专家学者齐聚禹州
■ 本报记者 李代广
实习记者 李 葳
9 月 27 日至 28 日，
在第十一届禹州钧
瓷文化旅游节举行之际，“中国-唐代苌庄
窑高峰论坛”在河南省禹州市隆重举行，活
动由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古陶瓷专业委员
会、河南省非国有博物馆协会联合主办，禹
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禹州市苌庄镇人
民政府承办。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孙新民，河南省
广播电影电视厅原正厅级巡视员、河南省
收藏家协会原执行会长翟宗州，河南省文
物考古学会副会长秦文生等全国 40 余位
著名陶瓷专家、学者齐聚禹州，这样高规
格、大规模的学术研究活动，在禹州市尚不
多见。
禹州市人大副主任仝树朴，禹州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张智勇，中共禹州市苌庄镇
党委书记崔劳资，禹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局长白剑华，禹州市苌庄镇人民政府镇
长王辉，
禹州唐钧博物馆馆长、禹州苌庄窑
陶瓷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冠军等参加了高峰
论坛活动。
9 月 28 日上午，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
孙新民一行实地参观、考察了禹州“苌庄
窑”遗址及唐钧博物馆，很多专家学者表
示，虽然曾多次来到禹州，也长期对“苌庄
窑”
及唐钧进行考察研究，但是每一次来到
“苌庄窑”
遗址，
都有不同的感受和震撼。
当天下午，第十一届禹州钧瓷文化旅
游节“中国-唐代苌庄窑高峰论坛”活动在
市政府举行，禹州市人大副主任仝树朴代
表市四大班子领导对专家学者们的到来表
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孙新民会长指出，唐代是我国陶瓷工

艺蓬勃发展的时期，瓷器制作也达到了较
为成熟的境界。唐代陶瓷在隋代青、
白瓷成
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南青北
白”的局面，并以此引领后世中国瓷器的基
本风貌。
故宫博物院著名陶瓷专家耿宝昌先生
曾经认定：
“唐代苌庄窑是当时北方乃至全
国最大的窑址群”
“是钧瓷之根”
，
。
会上，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博士徐
华烽，河南省博物院研究员郭灿江等十位
专家学者以崇尚科学、尊重历史的态度，分
别用大量的图片、资料、数据，从考古发现、
陶瓷发展、釉色创烧等方面论证了“苌庄
窑”及唐钧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分
析研究了唐花釉瓷、唐钧和宋代窑变釉钧
瓷的传承关系，以及如何传承巩固唐钧烧
制技艺，为唐钧文化艺术今后的创新与发
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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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
“六稳”
加力
一揽子新政待发
此次拟提前下达的专项债也明确将聚焦民
生和短板，重点用于铁路、轨道交通、城市停车
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城乡电网、天然气管网和储
气设施等能源项目，
农林水利、
城镇污水垃圾处
理等生态环保项目，职业教育和托幼、医疗、养
老等民生服务，
冷链物流设施，
水电气热等市政
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明确规定了提前下达的
专项债券额度不得用于土地储备和房地产相关
领域，不得用于置换债务以及可完全商业化运
作的产业项目。
业内专家指出，值得关注的是，一揽子“六
稳”
举措更为强调精准施策，
重在补短板和培育
新动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已具
有巨大的韧性、
潜力和回旋余地。进入 2019 年，
我们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持续推进
高质量发展，为未来更可持续、
更加协调的增长
辟出空间。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
将更加
注重提升效率、释放潜力。
“预计稳投资的效应将从四季度开始显现，
基建投资会逐渐企稳。”
国泰君安证券交易投资
业务委员会董事总经理、
首席研究员周文渊告诉
记者，
稳投资的关键在于通过政府投资调动各方
投资的积极性，尤其是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投
资，
不仅具有短期稳投资效应，
更具长期意义。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
许宪春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有潜力，如果充分发
挥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将产生无穷的创
造力，
持续增强中国经济发展韧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
示，中国经济增速相对美国、欧洲等依然较快。
中国政府正在推进的结构性改革，将为中国经
济平稳发展提供良好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