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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第一次听

到自己身患癌症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心情？当同一

个人，连续三次癌症手

术，又会是什么样的心

态？

2021年 9月，江苏

南京金箔集团又一次获

得全国民营企业制造业

500强殊荣，而金箔集团

操盘人，就是经历过三次

癌症手术，75 周岁的江

宝全。

1960年，从安徽一

名孤儿只身闯荡江苏大

地，到 1983 年底，拯救

濒临倒闭的金箔小作坊，

再到领跑十二个板块上

百家企业，江宝全通过不

断与癌症赛跑，为江苏乃

至全国民营经济发展添

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企业发展背后的力

量，来自这位老企业家与

癌症赛跑的顽强生命力、

以创业为乐的玩命精神。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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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翟志芳 祖六四

三次癌症 三次手术
坚持“生命不息 创业不止”

2013 年，江宝全被检查有肺结节，经手

术后化验为肺腺癌。

2017 年，江宝全右肾又长了一个小肿

瘤，经手术化验后为肾癌。2019年底，江宝全

再次被送上手术台，这次，癌症转移到了脑

部。经过两次开脑挖瘤放液，确实为脑癌。就

在所有人快放弃的时候，江宝全奇迹般地“活

过来”了。出院后的半年里，江宝全知道自己

已进入生命尾声，趁在家养病，他将近五十年

从事工商业的管理经验理论总结整理成创业

六十条，用“三字经”的特定形式，探索中国本

土草根创业的规律，希望更多草根创业者能

从中得到启迪和受益。2020 年 12 月底，《创

业三字经》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一时间在社会各界产生热烈反响。江宝全仍

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书中的“六十条”，“玩命”

地干着常人无法做到的“创业生涯”。

脑海里有伟人的教导古人的训
诫和英雄的榜样

面对癌症的缠身，是消极等死还是“玩

命”战到生命结束?
伟人说过：“干革命就要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有的人死了，重于泰山；有的人死了，

却轻如鸿毛。”江宝全靠着强大的精神力量，

练就了“顽强”的革命意志，誓死当一名“宁死

不屈”的共产党员。江宝全也学习过古人训导

“留得芳香在人间”，还记得许多英雄人物榜

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故事。他决定：既然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的人生寿命不长了，

等死不如拼命，不如战到最后一口气。所以，

他以“创业”为乐。

前两次手术出院后，江宝全仍然每天充

满“三情”（热情、激情、豪情）工作生活，每天

工作十六个小时以上。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停

下来，他身后是整个金箔集团几千名职工的

安居乐业。作为金箔集团董事局主席，他忙的

是整个集团的前途与命运；忙的是整个集团

的战略布局；忙的是整个集团的传承发展。江

宝全为每个板块都制定了详细的发展战略目

标：金陵金箔“五星高照”、金箔包装“五旗飘

扬”、金箔机电“五鸡（机）生蛋”、金宝商业“五

龙腾飞”、金宝农贸“五路齐发”、金元宝酒店

“五朵金花”、金箔置业“五福临门”、金箔教育

“五子登科”、金箔文产“五彩缤纷”、金箔农业

“五谷丰登”……每个板块战略目标实施背后

都有精密的谋划、规划、计划。

每年，江宝全都会组织集团高管两次封

闭式大会，一次年中的前途与命运研究会，一

次年底的董事扩大会，组织公司所有高管针

对企业发展的重大课题进行思考、研讨，形成

企业发展计划“蓝皮书”。为了金箔企业能够

随时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步伐，那几年江宝全

不是在带高管外出考察学习的路上，就是在

会议的现场。“为了职工忙，企业忙，我乐在其

中！”江宝全说，“当我留给国家一个完整的金

箔集团，留给后人一个完整的金箔家族，我这

一生也就无憾了！”

一生听党话跟党走
“三斗”数十年 创业路上无止境

江宝全说：“在我的脑海里，除了创业，我

什么都不感兴趣，也没有心思。”

站在 75 岁的人生路口，江宝全回顾这一

路走来不禁热泪盈眶，“我 1960 年就成了孤

儿，14 岁从安徽逃荒到江宁，没有党和政府

的关心，我活不到今天；没有苦斗、奋斗、争斗

这四十年，也没有金箔集团的今天！”江宝全

如是说。

1983 年底，那时的江宝全胸怀大志意气

风发，已经在江宁县最大的化肥厂任党委成

员、政工科长，快乐日子香甜如蜜。谁知上级

党组织将他调至江宁金箔厂任职。当时的金

箔厂，只是在江宁东山镇小里村的一个小作

坊，年产值只有 170 多万，固定资产只有 30
多万，亏损却高达近 200 万，前后换了十二任

领导，都先后败下阵来，县领导为此找到了江

宝全。那时，化肥厂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工资

奖金财政全部拨款，而金箔厂则是城镇集体

企业，工资奖金靠自己找米下锅。江宝全当时

已是正式国家干部，而金箔厂的干部则不在

编制之内。

江宝全知道这个道理，但对于组织的决

定，江宝全只说了一句话：“我是一名党员，共

产党员就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

几十年来，江宝全领导的“金箔集团”，成

了社会上有名的“创业楷模”：金陵金箔成了

国家非遗，成了故宫官式古建筑材料供应商；

金箔机电成了中国最大的起重电机基地；金

元宝是中华餐饮名店；金宝农贸是全国农贸

行业重点示范地……名品、名企、名人是金箔

集团一贯宗旨，只搞实业，不搞虚拟经济。后

来，金箔企业成了一片“大森林”，十二个板

块，近百家大小公司，资产已有上百亿，而且

全是制造实业。在当地企业关停并转时，金箔

集团仍然生机盎然，一花独放。

咱下转 P2暂

■ 通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沈小平

500 强，是一把衡量企业发展实力、发展

能力、发展潜力的尺子，能步入中国 500 强门

槛的企业，虽然成长的道路各自不同，但都在

各自领域内形成了独有特质。当前，企业发展

环境多元交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剧形

成，机遇与挑战并存、压力与动力同在，我们

之前“积累的优势”是否能够“一直优势”、多

年积聚的“宝贵经验”是否能与当前“高质量”

画上等号？

一尧绘就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袁要协调好做

长期与做短期的关系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增

长阶段，过去那种“追风口、赚大钱”的机会越

来越少，多数企业整体都进入了“赚辛苦钱、

赚慢钱”时代。想“挣快钱”的企业不易长久，

做长久企业，就得沉下心，耐得住风吹雨打，

也许还要熬过“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寂寞，要

用长远眼光、战略思维，对标国家战略、地方

政策、行业趋势、市场形势，引领企业发展，增

加发展韧性、可持续性。

首先，定位目标清晰。通容天下、鼎立久

远，是通鼎集团立足当下，对企业未来的思考

和谋划。“通”，就是聚焦信息通信行业主航

道，“鼎”代表诚信，我们用诚信镌刻企业未

来；“容”就是以宽容之心待人、包容之心谋

事、从容之心谋远；“立”就是立德、立功、立

言，就是企业要有德行、要建功立业、要有学

问有智慧；“天下”、“久远”分别从空间、时间

两个维度，表达我们要做久，做百年企业的信

心和决心。

为此，通鼎坚持“一元为主，两翼齐飞”、

“沿着数据做好连接与安全”的发展战略，提

出了“形成以 5G 通信为龙头、智能电网为基

础、信息安全为支撑、大数据运营为生长点、

平台经济为突破”的“十四五”产业布局，立足

国家能源网、交通网、通信网发展的历史机

遇，在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

新技术、新业态方面创新研究，在国家新基建

涉及的多领域谋篇布局。

其次，发展路线清晰。多年来，通鼎锚定

“实业强企”大坐标，从单一生产通信电缆，到

涵盖“光棒、光纤、光电缆、光器件、机电设备、

仪器仪表”国内首家“六位一体”全产业链，建

成了全球单体最大的光纤光缆产业基地；到

具备“光电线缆、网络设备、芯片模块、数据运

营”等产业综合竞争优势，成为 5G 线缆、组网

设备、无线专网、数据中心、网络安全、公共安

全、城市安全、大数据运营、军民融合等国家

新兴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产品从有线到无线、

从弱电到强电、从无源到有源，从硬件到软

件，从一根缆到一张网，从“进入千家万户”到

“步入千行百业”。

二尧绘就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袁要协调好做

大与做强尧做优的关系

发展企业，是“规模优先”还是“效益优

先”？还是规模和效益双轮驱动？企业从“产量

论英雄”到“创新论英雄、效益论英雄”，不仅

是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更是推动产业稳步增

长、提升抗风险能力、筑牢企业经济发展“硬

底板”的现实所在。

第一，做大产业规模。就是对照产品全生

命周期管理，一手抓存量提升，一手抓增量导

入。作为较早布局迈入“新基建”领域的企业，

通鼎“新型材料、光电线缆、网络设备、信息安

全、数据运营”等产业，已在“新基建”涵盖的

5G、轨道交通、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人工

智能等领域聚焦深耕，我们发挥企业在轨道

交通、通信网络、公共安全、无线专网建设等

领域细分市场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产品和

服务竞争力，在数字经济中竞速，实现持续稳

健发展。

第二，做强质量效益。就是创新赋能，着

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扎实推进重点领域的

“卡脖子”技术攻关，抢占产业制高点。我们坚

持“自主创新”和“借梯登高”双轮驱动，2011
年，公司成立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并陆续建

成院士工作站、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

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江苏省安全网络技术

中心、苏州市未来信息技术研究院等 15 个国

家级、省市级科技创新平台，与国内外 20 余

家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结成“创新共同体”，在

芯片模块、新型材料等领域形成技术攻关的

协同效应和强大合力。

第三，做优数字经济。就是紧抓新一代信

息技术，以数字化赋能产业发展。数字化是未

来产业和财富形成的核心关键。通鼎一方面

以"产业数字化"为导向，对线缆、设备制造等产

业进行数字化升级、智能化改造，对产业的资

源管理、供应链等进行优化提升，实施数字化

转型；另一方面，我们进行"数字产业化"再造，

充分运用公司在信息通信、软件、人工智能等

产业的基础优势，将内外部数据资源化、产业

化，在信息安全、数据运营等领域培育隐形冠

军企业，构建公司数字化新高地。 咱下转 P2暂

近八千家企业线下参展
第130届广交会基本筹备就绪

13 日在广州举办的第 130届广交会新闻

发布会上，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储士家介

绍，第 130 届广交会已经基本筹备就绪，线下

着力打造品牌精品展，吸引了一大批境内外个

人及组团采购商；线上企业上传展品数量创历

史新高。本届广交会线下展览面积达 40万平

方米，按 16 大类商品设置 51 个展区，展位总

数约 2万个，参展企业 7795家。其中民营企业

占比超过八成；品牌展位占比近六成，较历届

广交会大幅提升；境外参展企业近百家。在线

上，本届广交会约有 6万个展位，约 2.6万家中

外企业参展。目前企业上传展品约 282万件，

创历史新高，其中新产品约 88万件。采购商方

面，来自美国、法国、芬兰、印尼等国家和地区

的一大批境外企业，以及华南美国商会、大韩

贸易投资振兴公社、阿拉伯商人论坛等工商机

构，都派团线下参会。同时，广交会首次向境内

采购商开放邀请，取得积极成效，仅广东省注

册采购商就超过 14万人。 渊丁乐冤

首届“民营上市公司
党建交流分享会”
将在青岛举办

由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主办的首届“民营

上市公司党建交流分享会”将于 10月 29日至

30 日在青岛举办，并发布《民营上市公司党建

优秀案例》。据主办方介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建党 100周年，本次会议邀请百家民营上市公

司参会，会上将发布百篇民营上市公司党建优

秀案例。中央党校、全国工商联、青岛市委及中

国证监会等相关领导及专家莅临指导，红豆股

份、新希望、爱尔眼科等上市公司入选百家民

营上市公司党建优秀案例，并就“强化党建引

领”“党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等相关主题做

现场分享交流。本次交流分享会受到许多上

市公司的高度关注。多家民营上市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做好党建工作不仅是坚持和加

强党的执政地位在民营上市公司中的重要体

现，也是自身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通过优秀

案例的倡导示范、经验分享，有利于民营上市

公司更好地把握党建面临的新形势，探索新模

式，从而得到启发、获取经验，把党的组织优势

转化为上市公司的发展优势，引领企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 渊刘觅觅冤

央行发文
加强支付受理终端
及相关业务管理

支付受理终端涉及支付信息的读取、采

集和支付指令的生成，关系着支付安全。日

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相关通知，加强支付受

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当前，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面临

一些新问题、新挑战。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

人介绍，部分市场主体通过擅自更改终端交

易路由、商户编码、商户名称、交易地址等方

式隐藏违规交易，为不法分子借道转移违法

犯罪资金带来可乘之机。还有一些不法分子

利用收款条码转移赌资，为跨境赌博活动提

供支付通道。为有效提升支付受理终端及相

关业务风险管理水平，有力斩断跨境赌博等

犯罪“资金链”，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人民银

行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

通知》，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据介绍，

通知围绕银行卡受理终端全生命周期管理，

要求收单机构建立终端序列号与收单机构代

码等要素信息的关联对应关系，并确保关联

对应关系在支付全流程的一致性和不可篡改

性。 渊吴雨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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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光 聚力生长 绘就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江宝全：与癌症赛跑的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