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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寒

攻克航天难题
民企冲在科研前端

所谓非公有制经济的
“56789”，是指民营经济为我
国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
收，6 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
值，7 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
果，8 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
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而
在山东，民营经济也已经占据
了半壁江山，成为不可缺少的
组成部分。

山东的民营企业不仅靠
数量取胜，规模上也在逐渐壮
大。目前山东有4家世界500强
企业。

在11月7日的恳谈会上，
刘家义书记讲了一个小故事，
我国航天工业一个多年未曾
攻克的难题，由一个山东民营
企业解决了，这解决了关键性
的问题。而这种民营企业冲在
科研最前端的故事，在山东屡
见不鲜。这也说明，山东的民
营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
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投资人在鲁两次出手
均是热衷科研创新

10月31日，山东公布前三
季度经济数据。前三季度，山
东民间投资增长3 . 2%，较上半
年提高2 . 6个百分点。近几年
来，山东民间资本一直维持在
低位，今年终于回暖。这说明
了，对经济形势、营商环境非
常敏感的民间资本，已经在山
东看到了生根发芽的希望。

民间资本对于一个地区多

重要？或许新华联集团董事局
主席兼总裁傅军很有发言权。
作为一个投资人，22年前，傅军
就来到山东寻找项目。后来，他
敏锐地发现了当时规模尚小的
东岳集团，并果断投资。

两年前，傅军再次来到山
东，投资了青岛的轮胎企业赛
轮金宇，额度在15亿元左右。
在整个轮胎市场相对过剩的
情况下，赛轮金宇通过科技创
新逐渐获取了优势，如今的产
能已经达到4500万条轮胎。

这反映出民营经济和民间
资本的一大特点：谨慎却又大
胆。而当前，众多民营企业在山
东投资后，在获得丰厚回报的
同时，也为山东的发展做出了
贡献。

重点项目签约
多个民企“一掷千金”

雄厚的产业基础、营商环
境的改善，让更多的企业家愿
意来山东投资。8日上午，全国工
商联主席峰会上还举办了签约
仪式，其中不少项目都蕴含了
最新的技术和模式，也不乏与
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民生工程。

传化集团是来自杭州的企
业，在中国企业500强中排名第
90位，产业涵盖化工、物流、农
业、科技城、投资多个领域。

在签约会上，传化物流一
口气在兖州和烟台投下两个
公路港项目。传化智联高级副
总裁徐炎介绍，两个公路港项
目是传化集团计划打造的城
市物流中心。不仅可以提供传
统的物流服务，还可以为上游
制造企业、商贸企业提供包括
物流、信息化、金融、企业管理
在内的一站式供应链服务。

把把企企业业做做强强
何何愁愁国国之之不不强强
工商联主席峰会上，企业家畅谈民企未来

山山东东民民营营经经济济
蕴蕴藏藏巨巨大大潜潜力力

长期以来，山东的经济被称为“大象经济”，意思就是在强大
国有经济的衬托下，山东的民营经济显得相对弱小。但近年来，
随着山东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民营经济的活力也在不断增强。

本报记者 高寒

“我们做企业的，就应该专注自己的领域，把企业做大做强，成为全球伟大的企
业。把企业做强，何愁国之不强？”谈到如今的形势，汉能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河
君说。8日上午，在济南举行的首届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上，李书福、刘永好、王
玉锁等六位企业家针对民营企业地位、山东营商环境以及企业转型发展做了分享。

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

吉吉利利有有所所增增长长靠靠的的是是转转型型升升级级

2018年，国内经济面临下
行压力。作为民族汽车品牌，
吉利汽车的销售量还是取得
了一定增长。而吉利集团董事
长李书福也认为，民营企业家
应该相信党和政府、相信中国
广阔的市场。

李书福重点谈了他对习
近平总书记在11月1日民营企
业家座谈会讲话的感想。

关于民营企业的性质，
李书福说习总书记的讲话
让民营企业家吃了定心丸。

“无论是公有制还是非公有
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基本
经 济 制 度 写 入 了 宪 法 、党
章，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
能变的；任何对此否定、怀
疑、动摇的言行都不符合党

和 国 家 方 针 政 策 ，都 不 要
听、不要信。”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
营企业都要深化改革，都要根
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寻求更好
的发展。”李书福说，近几个月
来，中国汽车销售有所下滑，
但吉利汽车还是有所增长，还
是靠转型升级，还是靠高质量
发展。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在在夏夏津津废废弃弃河河道道上上建建起起养养殖殖场场

今年67岁的新希望集团
董事长刘永好说，至今他还记
得他在1993年的全国两会上，
所作的关于“私营企业有希
望”的发言。那一年的11月，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民
营企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
段，新希望也乘势发展走向了
全国。

如今，面对经济转型出现
的困难和问题，刘永好没有回

避。“近5年来，我们坚持创新
发展，通过推行合伙人制度，
在熟悉的农业食品领域投资
和孵化了50余家科技型创业
公司，培育了150余名优秀的
事业合伙人，实现了老企业的
年轻化，成功迎来2017年销售
收入过千亿。”

山东省是全国农业产值
第一大省，而刘永好介绍，新
希望集团在山东的总资产超

过200亿元，营业收入超过400
亿元，解决了3 . 2万人就业。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夏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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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技术达到了
国际领先水平，创造了‘科学
养殖、生态修复、精准扶贫’三
结合的模式。”

东岳集团董事长张建宏：

希希望望外外地地企企业业家家能能来来山山东东投投资资

作为一名山东企业家，东
岳集团董事长张建宏认为，首
届全国工商联主席峰会是继

“儒商大会2018”之后，山东又
一次“赢商”“亲商”的盛会。特
别是在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
讲话之后，他相信，我国民营
企业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
春天。

“最近，我所到之处，都在
议论山东今年以来的历史性变
化，山东真的变了。”张建宏说，

“实招”“高招”“关键招”的落
地，“45条”新政出台，让大家感
受到了山东企业、山东企业家
和山东人的骄傲和自豪。

31年来，东岳集团一直紧
跟国家民族的需求。“我们
1998年与清华大学合作上马
新型环保制冷剂，就是在全球
关注氟利昂造成臭氧黑洞和
温室气体效应的背景下做出
的决策。2001年，公司冒着巨
大风险投资进入‘塑料王’聚

四氟乙烯领域，也是因为这一
产品我们长期依赖进口，高端
被国外企业垄断。”最终，这些

“险招”都转化成为东岳的核
心竞争力项目和产品。

张建宏也希望所有的外
地企业家能够来山东投资。

“我们老家很好，我们山东很
好，我们山东民营企业创新发
展的环境很好！如果愿意来，
有问题可以问我。我愿意给你
们当好地主，做好服务。”

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

走走出出廊廊坊坊的的第第一一站站就就是是山山东东

“20年前，新奥从廊坊走出
来，第一站就是山东。从山东开
始，走向全国。”在分享中，新奥
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直言，
山东一直是他的福地。

“回首新奥创业的30年，每
一步的成长，都得益于改革开
放。”改革开放初期，王玉锁抓
住价格改革的机遇，将企业超
产的液化气买来再卖出，靠捣
腾液化气赚到了第一桶金。而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是生产要

素改革，让新奥确立了城市燃
气、城市地产两大事业基点。

“南巡讲话后，天然气资源政策
开始改革，我们有机会获得了
发展城市燃气业务的气源。”

住房体制改革，让新奥能
够进入房地产市场；人才政策
松绑，让他们获得了第一批愿
意放弃铁饭碗的人才。而上世
纪末，公共事业改革，让新奥可
以走出廊坊。“1998年，建设部
出台政策，允许公共事业领域

多元化投资。于是，新奥在聊城
市的支持下，参与昌润供热的
股份制改革，成立合资公司，迈
出了走向全国的第一步。”王玉
锁说，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就
没有民营企业的今天！

“我出身草根，回想过去，
我连做梦都不曾想过，自己会
幸运地成为‘先富起来’的那
批人。”王玉锁介绍，“富”了之
后他希望更多的企业家可以
回馈社会。

民营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三

民营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
广东、江苏之后，连年稳居第一梯队。
民营经济增加值已占全省一半以上。

数读山东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撑起山东“半壁江山”

占市场主体90%以上

贡献了
全省50%以上的GDP

60%以上的投资

70%以上的税收

山东个体私营市场主体居全国第二

根据今年上半年的数据

全省实有个体私营
市场主体为830.7万
户，位居全国第二。

从 业 人 员
2871 . 5万人，同
比增长12 . 6%。

实有注册资
本（金）同比
增长30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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