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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改革开放 坚定发展信心
首届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在济举行

高云龙讲话 刘家义致辞 徐乐江主持 付志方杨东奇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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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日报11月8日讯 在全国
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民营经济发展一系列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特别是总书记在民营企
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之际，
首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高
端峰会11月8日在济南举行。来自全
国工商联和各地工商联代表、省内
外知名民营企业家等500余名嘉宾
齐聚一堂，围绕坚持改革开放、坚定
发展信心，共商高质量发展大计，共
享新时代的山东机遇。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
主席高云龙出席峰会并作主旨讲
话，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致辞，中央
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徐乐江主持，山东省
政协主席付志方、省委副书记杨东
奇出席。

高云龙在讲话中强调，要充分
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
会上重要讲话的时代意义。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高规格的民营企业
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
里程碑，必将载入民营经济的发展
史册。各级工商联要把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
任务，抓好理论学习，真正用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抓好舆论引导，
占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新闻舆论的
制高点，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统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宣传工
作；抓好教育培训，把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工商联
系统干部教育培训的主体内容和

“规定动作”，推进其在非公有制经
济领域落地生根，在企业发展中开
花结果。

高云龙指出，要认真总结改革
开放40年来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贡
献和主要经验。40年来，在党的改革
开放政策指引下，我国民营经济从
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发展壮大，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政府职能转
变、国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
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基
本经济制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市
场化改革方向，坚持扩大对外开放，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发挥企业
家作用，坚持诚信公益、互利共享，
是我国民营经济不断发展的主要经
验。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正处于
转型升级、爬坡过坎、代际传承的关
键阶段。我们回顾历史、总结过去，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清现状，面向
未来，谋求更大发展。

高云龙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扶持民营
企业高质量发展。广大民营企业家
要充分认识我国经济发展健康稳定
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支撑高质量发
展的生产要素条件没有改变，长期
稳中向好的总体势头没有改变，抓
住深层次改革、新型城镇化、乡村振
兴、新技术革命、产业转型、消费升
级、“一带一路”等机遇，聚焦实业、
做精主业，心无旁骛创新创造，踏
踏实实办好企业。各级工商联要深
入民营企业了解情况，及时反映企
业诉求，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支持企业创新发展。高云龙表示，
山东自古重仁重义，礼信相济，相信
在山东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山东一定能够更好地发挥民营企业
作用，走出一条新旧动能转换的路
子，为我国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样板
模式。

刘家义在致辞中，代表山东省
委、省政府和1亿齐鲁儿女，对峰会
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各位来宾表
示诚挚欢迎。他说，山东历史厚重、
区位优越、资源富集、产业发达、科
教繁荣。这些是山东发展的基础所
在、优势所在，也是大家合作共赢的
机遇所在、潜力所在。习近平总书记
对山东发展十分关心、寄予厚望，3
次亲临山东视察，作出一系列重要
指示，要求山东“两个走在前列、一

个全面开创”。山东牢记总书记嘱
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积极践行新
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聚焦重点任务，精准施策攻坚，推动
高质量发展趟出新路子。我们致力
培育“强大引擎”，打造“齐鲁样板”，
挺进“深远蓝海”，促进“产业融合”，
强化“基础支撑”，激发“内在活力”，
构筑“开放高地”，建设“美丽山东”，
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刘家义说，民营兴则山东兴，民
企强则山东强。改革开放40年来，民
营经济对山东发展贡献巨大、功不
可没。未来，民营经济仍然是山东高
质量发展的“潜力板”“绩优股”。我
们将始终按照总书记重要指示要
求，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
变”，坚定不移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推动民营企业和民营
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持续打
造精准管用的政策体系，让民营企
业更有“获得感、收益率、满意度”；
持续搭建多元开放的平台载体，为
民营企业交流合作、投资创业拓宽
渠道、提供更大的舞台；持续营造舒
心贴心的营商环境，打造“一次办
好”品牌，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持续弘扬创新实干的企业家精
神，在全社会营造尊重企业家、支持
企业家、爱护企业家的浓厚氛围。山
东将在全国工商联的鼎力支持、强
力指导下，始终把民营企业当做自
己的企业，始终把民营企业家当做
自己人，携手同行，共享机遇，合作
共赢，奋力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徐乐江在主持时强调，近一个
多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4次就
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表重要讲话
和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改革开
放40年来民营经济为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充分肯定民
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深入分
析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明确提出大力支持民营企业
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对民营企业

家提出殷切希望。这些重要讲话和
指示精神，对民营经济在新时代实
现新的更大发展、走向更加广阔的
舞台，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起着
指南针作用。全国工商联作为党和
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
纽带，要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更高层次、
更高水平上建好民营企业的“家”、
架好政商互动的“桥”，深化改革、主
动作为，奋力开创新时代工商联事
业发展新局面。

徐乐江表示，山东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紧抓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
验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为民营经
济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民营经济
已经成为山东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希望
民营企业家把握住机遇，积极到山
东投资兴业，在努力实现自身高质
量发展的同时，也为山东发展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次峰会创新性
地邀请往届企业家副主席、副会长
参会，是为了更好集思广益、汇聚众
智，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不忘创业
初心，接力改革伟业”，担当起新时
代的责任与使命。

会上，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
长李书福、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
好、东岳集团董事长张建宏、新奥集
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北京叶氏企
业集团董事长叶青、汉能移动能源
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河君等6位
现任或往届全国工商联企业家副主
席和中国民间商会企业家副会长代
表发表主旨演讲。

有关省领导介绍了山东新旧动
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情况。会议
还进行了山东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项
目签约仪式。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谢经荣、黄
荣、鲁勇、王永庆，山东省和济南市、
青岛市领导王可、王清宪、邢善萍、
王忠林、于晓明、王随莲、王书坚、任
爱荣、孙述涛、孟凡利等出席会议。

据新锐大众

大咖齐聚山东 他们是这样说的
□记者 段婷婷

11月8日，首届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在南郊宾馆举行。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家汇聚一堂，围绕民营经济发展、加快新旧动能能
转换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大咖们齐聚山东，来看看他们都说了啥？

“民营经济已是山东经济的
半壁江山，是山东发展不可或缺
的宝贵财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书福说，近年来，面对经济转型升
级中遇到的困难，山东省委省政府
出实招、谋实策，为广大民营企业助
力铺路，毫不动摇支持、鼓励、引导
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会上，李书福就11月1日上午
习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民营企
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分享了
自己的理解。他说，习总书记的讲
话肯定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
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
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这是多么暖
心的话，这些话应该化为我们的
行动，化为我们奋斗的正能量。”

第七、八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新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
说，山东省是经济大省、农业大省，
新希望在山东有良好的产业基础，
集团在山东的总资产超过200亿元，
营业收入超过400亿，解决了3 . 2万
人的就业，带动了数十万农户从事
现代农业生产。刘永好说，新希望在
夏津县，通过国内外最前沿的生物
科技、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在一
片废弃河道上建成了一个年出栏20
万头的聚落化生猪养殖基地。

刘永好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按
照山东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乡村振
兴领域积极发挥优势，进一步推动
山东的畜牧业和食品加工业转型升
级，推动高效发展和绿色发展。

“山东是民营企业高质量发
展、投资和成长的沃土。”中国民
间商会副会长，东岳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建宏说，在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山东走
到了最前列，不仅有着优越的地
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更有
着最佳的政策，最优的环境。

张建宏现场分享了东岳集团
科技创新的历程、感想和成果。

“从一个小企业成长为一个开发
区、一个产业链，我感到山东对民
营企业的支持力度空前强大。我
们山东很好，我们山东对民营企
业发展、创新创业的环境很好！你
们都来。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张建宏向在场企业家发出诚挚邀
请：来山东，必然有好的发展！

“二十年前，新奥走出廊坊，第
一站就来到了山东，从这里开始走
向全国，开启了高速增长。山东一直
是我的福地，在这里回顾企业历程，
我无比亲切，更感慨万千，创业的一
幕一幕就像过电影一样，在眼前浮
现。而这部电影的名字，应该叫《感
恩》。”第九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第
十届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新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王玉锁
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他说，感恩改革开放，成就了
一大批民营企业，培养了一大批
优秀的企业家，也让民营企业踏
上了新起点、迎来了新机遇。他表
示，感恩改革、致敬改革，最好的
方式不该是回忆过去，而是应继
往开来，拥抱新时代。

李书福：

山东出实招、谋实策

为广大民营企业助力铺路

刘永好：

推动山东畜牧业和

食品加工业转型升级

张建宏：

山东是民营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沃土

王玉锁：

感恩改革、致敬改革

应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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