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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徐留平：推进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红旗品牌向愿景目标阔步前进

■ 张世祥

由新华网、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中国经

济信息社、新华社新媒体中心、新华每日电讯

主办，一汽红旗联合主办的 2019 中国企业家

博鳌论坛在海南博鳌举办。

论坛以“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与会

嘉宾围绕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企业创新和高

质量发展的经验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为期两天的会议，包括开幕式及学者分

享会、主论坛：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圆桌会

议、文化交流活动、新华社民族品牌之夜、新

华·红旗夜话以及食品、能源、健康、文化、金

融、信用等平行论坛。

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践行高质量发展，广大企业

使命在肩。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徐留平在论坛上表示，中国汽车产业

要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必须紧紧抓

住开放发展、全新技术驱动和合作共赢这三

个核心与关键。

正是有此清晰的认识，红旗才有更多的

底气承诺消费者。“实现了产品终身免维护，

消费者购买了红旗产品之后，所有的质量问

题都由红旗来保证。”徐留平表示。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意味着在“数量缺口”问题基本解决

后，要转向填补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缺口”，更

好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这将倒逼

我国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

副会长兼理事长朱宏任认为，当前，数字经济

高速发展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

机遇，也带来了新挑战，如果不能抓住这个机

会，将会在下一轮竞争中被边缘化甚至掉队。

朱宏任指出，数字经济从云计算、物联

网、移动通讯、大数据，以及工业互联网，都在

成为我们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多维度的高质

量发展，品牌的力量不容忽视，推动中国产品

向中国品牌转变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理事长刘平均指

出，虽然取得了第一阶段的成果，但中国品牌

建设依旧任重道远。

“当前，20%的知名品牌拥有 80%的市场

份额，全球已进入品牌经济时代。我国需要培

育一批国际知名的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区域

品牌、产业集群品牌，树立中国品牌的优良形

象，并参与全球品牌经济的竞争。”刘平均说。

盐业有着悠久的历史，盐看起来非常日常，

实际上盐业并不简单，整个产业链非常庞大。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李耀强认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少满足三

个条件。首先，它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可以创

造价值，而且能够引领或者至少满足消费者

发展方向；其次，在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时候

是高效率的，要优于自己的过去和同行。再

次，企业要符合环保资源节约的原则。

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执行长韦俊贤对高

质量发展则有自己的解读。他认为，要积极构

建产业链命运共同体，才能实现健康发展良

性循环。

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创新无处不在。技术需要创新，地方政府

的发展也离不开创新。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

长沈丹阳也应邀出席会议。他介绍了海南以

制度创新为抓手，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的主

要成效，并简要介绍了海南推进自由贸易港

建设的情况。

创新就是生产力 ，国家赖之以盛，企业

赖之以强。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莫言从

文学的角度，分享了他对创新的看法，让现场

嘉宾耳目一新。他说：“我们怀念古老的味道，

看上去是怀旧，实际上对创新成果不满”。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在金融创新领域，中

国民生银行党委书记、行长郑万春在论坛上

表示，金融既支持科技创新，又是新科技的领

先应用者。

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认为，科技创新是

发展战略，高质量发展则是新的思维角度。就

科技创新体系来看，首先需要系统推进，这方

面包括要有重视科学的态度，系统提高科学

投入，动员政府、企业、学界、研究机构等各方

力量。

在全球竞争激烈的通讯 5G 领域，高通公

司也有对创新的“自画像”。高通公司中国区

董事长孟樸在论坛期间表示，移动通信产业

的发展就是一部不进则退的创新史。任何一

个企业或者整个行业，都一定要不断创新，这

是企业和产业不断进步的动力。而高通一直

处于不停创新的过程中，从未停顿。

对于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

义，陕西西凤酒厂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正

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创新是人类社会永

续发展、亘古不变的动力源泉，创新为高质量

发展提供新的成长空间和关键着力点，而高

质量发展也倒逼企业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

转变。

赛麟汽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晓麟认

为，创新不可能凭空而来，它要基于积累，没

有积累不可能有创新。企业发展需要有核心

技术，在积累发展到一定程度形成突破的时

候，创新科技、核心技术就会出现。

正是因为中国企业家们的勠力同心，不

断创新，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再到中国智造的不断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路径。

企业家精神引领高质量发展
2019 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会期两天，尽

管时间短暂，但与会企业家表现出来的信心

与能力，让人印象深刻。 咱下转 P2暂

张玉台：
优秀的企业家要具有
家国情怀和爱国精神
■ 冯孔

2 日，2019 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开幕式

及学者分享会在海南省博鳌举行。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玉台在致辞时表示，在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下，很多企业

正在走出国门，企业可以无国界，但企业家有

祖国，优秀的企业家要具有家国情怀和爱国

精神。

张玉台表示，企业是人类社会经济系统

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推动

社会经济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办好一个企

业，不但可以生产出好的产品，提供优良的服

务，造福本企业的职工，而且可以为社会、为

国家、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

“企业是由人来运作的，运营企业的是企

业家，一个优秀的企业家能办出来一个优秀

的企业，企业家要有家国情怀和爱国精神，正

如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在当今世界经

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大趋势之下，很多企业

在走出国门，我们要牢记，企业可以无国界，

但企业家有自己的祖国。“张玉台说。

张玉台表示，除了家国情怀和爱国精神

外，一个好的企业家还需要有开拓创新、顽强

拼搏的精神，只有开拓创新、创新创优，企业

才可以打破常规，突破传统思维，开辟成功之

路，具有生机和活力；要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工匠精神是孜孜不倦勇攀第一的追求，是

中国制造业急需补上的精神食粮；要有社会

责任感，企业要有担当，企业家更要有高度的

社会责任感，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要讲

诚信，诚信是社会稳定和有序运转的基石，人

无信不立，诚信对于一个人非常重要，对于一

个企业更加重要。

2019 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由新华网、新

华社新闻信息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社

新媒体中心、新华每日电讯主办，一汽红旗联

合主办。论坛旨在共同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路径，交流和分享企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的经验，助力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

期两天的论坛主要包括开幕式及学者分享

会、圆桌会议、文化交流活动以及金融、食品、

健康、能源、文化、信用等平行论坛。

■ 凌纪伟

中国经济 40 多年高速发展，身处其中的

中国企业也迎来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转型。转

型速度之快、程度之深、影响之大，在人类经

济史上绝无仅有。

眼下，历史的指针即将拨向 2020，站在

这个十年和下个十年交替的历史节点，12 月

1-2 日举行的 2019 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被

赋予了特殊意义。与会嘉宾围绕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分享企业创新经验，为中国经济下

一个十年增添信心、力量和智慧。

成功只垂爱那些跟上时代节拍的企业。

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号角吹响，究竟怎

么转才契合高质量发展方向？论坛上，不少企

业家围绕转型升级讲实践、谈思考，听完让人

对中国企业、中国经济的未来信心倍增。

技术创新，转型升级的动力之源
工业发展的逻辑就是让高端产品变成大

众消费品，而支撑这一逻辑的关键就是创新。

国家统计局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系列报

告显示，5 年多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研

发经费支出比 2013 年增长 55.7%，申请专利

数量增长 70.7%。工业和信息化部也透露，一

些技术已经从“跟跑”到“并跑”甚至向“领跑”

迈进，比如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轨道交通

设备、通讯设备等产业都已处于国际领先。

“我们怎么样参与到 5G 的技术发展里

来？”过去两年，大量工业公司、汽车公司找到

高通公司，提出这个问题。“今后 10到 15年，

5G 技术将渗透到几乎所有行业里去。”高通

公司中国区董事长孟樸说，未来 5G 会在众多

行业发挥重要作用，不论是促进技术的数字

化升级，还是汽车自动驾驶，或者工厂中的智

能控制、智能管理和智能制造。

前沿科技离传统领域看似遥远，但技术

带来的颠覆已经实实在在上演。

“我们基础设施行业，身处新一轮技术革

命的前夜。”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耿树标说，新技术对基础设施行业的颠覆

正在发生，特别是新技术改变了生产方式、作

业方式后，对管理方式的需求提高，促进整个

行业生态大变革。去年，中铁四局集团营业额

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今年预计实现 10%的增

长。这份成绩来之不易，与集团顺应科技发展，

实现全局施工生产向智能化转变紧密相关。

四十而立，对江西铜业来说，这个“立”字

多了一份科技力量。

无人采矿将在江铜成为现实！肩负着“振

兴中国铜工业”的历史使命，成立于 1979 年

的江西铜业正抓住 5G 带来的发展机遇，加速

布局智能矿山、智慧工厂。“我们已成功研发

我国首个应用于 5G 通信领域的线路板铜

箔。”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执

行董事汪波说，通过“5G+矿业”的深度运用，

未来传统采矿模式将被彻底颠覆。

工业和信息化部称，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加快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抢抓第四次

工业革命机遇奠定了坚实基础。 咱下转 P2暂

你好，新十年———求解转型升级

企业家精神引领高质量发展
2019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