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张春晓 赵君

一场细雨，寒意袭人，泉城济南冬意渐
浓。而齐鲁大地上，一股势不可当的火热激情
与蓬勃生机正在孕育、奔涌，传递出强烈的

“春天”气息。
这春的气息，来自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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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坚持改革开放 坚定发展信心”为主
题的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正是深入学
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应时之举。11月
8日上午，南郊宾馆蓝色大厅高朋满座，来自
全国工商联和各地工商联的代表、省内外知
名企业家等500余名嘉宾在此聚首，共享合作
机遇，共谋美好未来，在民营经济迎来大发展
的“春天里”，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坚定信心———

“世界天天在变，企业唯有不

断进取。我坚信党的政策不会变，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会

变。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

在改革开放40周年重要历史节点，一个多
月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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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民营经济发展新
篇章，首届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在济南
召开，具有重要意义。

李书福、刘永好、张建宏……500余名“重
量级”嘉宾中，既有在山东投资兴业多年的

“老朋友”，也有不少“新朋友”。交流中，大家
无一不对民营经济未来充满信心，“点赞”山
东高质量发展……全程三个小时的峰会中，

“信心”可谓一个“高频词”。
民营经济已经是山东经济的半壁江山，

是山东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出实招、谋
实策，为广大民营企业助力铺路，在省委书记
刘家义的致辞中，传递出山东坚定不移支持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强烈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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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们
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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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民营经济和
民营企业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大家都感受到，民营
经济大发展的春天来了！现在最大的机遇，就
是总书记讲话所形成的新的良好环境和生
态。

“总书记强调，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
不能弱化，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可以
说，民营企业未来发展空间非常广阔，我们完
全可以大有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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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坚
定。李书福坦言，最近这几个月中国汽车市场
的销售整体出现了一些下行压力，而吉利依

然能有所增长，靠的就是企业转型升级，高质
量发展。

“世界天天在变，企业唯有不断进取。我
坚信党的政策不会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不会变。只要这个梦不变，改革开放的
政策就不会改变，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就不
会改变，我们就一定会越来越好。”

信心一旦被激发，能产生无穷的伟力。东
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宏现场讲述了

“两张膜”打破国际垄断的故事。“这么多年的
创新让我体会到，国外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
也能做到；大型国有企业能做到的，我们山东
民营企业同样能做到！”

话音甫落，全场爆发热烈掌声，这是民营

企业家们共同的心声！

共享机遇———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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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高端峰会是继“儒商大会2018”之后，
山东又一次赢商、亲商的盛会，充分体现了山
东诚邀全国知名企业家共享山东发展新机遇

的开放胸怀。
“二十年前，新奥走出廊坊，第一站就来

到了山东，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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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比亲切，更感慨万千。”一站上讲
台，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王玉
锁便道出了他和山东的渊源。

如今，新奥在山东的业务已覆盖天然气、
综合能源、煤化工、旅游等诸多领域。其中，仅
燃气一项业务就拥有16个公司，3000余名员
工，累计固定资产投资90亿元。“作为新奥成长
的见证者，山东省各级领导及行业主管部门20
年来给予了我们大力的帮助与支持，对此我
们铭记在心，也必将竭尽所能，为山东社会经

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王玉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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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山东，机遇无限。全国
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也为山
东推介：“希望各位企业家踊跃到山东考察投
资，积极参与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
建设……”

“山东对民营企业的重视和肯定，犹如空
气一般无所不在、不可或缺，还有消费升级带
来的庞大市场，这是企业扎根和吸收养分的
大地和土壤。有了阳光、空气、土壤这三个必
要的条件，就看我们怎么做了。”新希望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现场宣布：在山东建
设千亿产业集群。“我作为川商总会的会长，
将联合一些企业，在山东做投资，谋发展。”

未来无限———

“不忘创业初心，接力改革

伟业，担当新时代的责任和使

命”

弘扬企业家精神，讲正气、走正道，练好
企业内功，艰苦奋斗、敢闯敢干、聚焦实业、做
精主业……总书记的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民
营企业家不忘创业初心、接力改革伟业。

“习近平总书记对民营企业家既寄予厚
望又严格要求，我们民营企业家要读懂总书
记的希望与要求，在创新创业中继承、弘扬、
传播优秀企业家精神，坚定不移地发展好自
己的企业。”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叶氏企
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青分享了他对企业
家精神的理解，“历经改革开放40年后再出发，
企业家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文化
责任、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

“国运则我运，与国家共命运的企业才有
未来。企业强则国强，企业是国家核心竞争
力，企业家精神是持久的强国力量。”汉能移
动能源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河君说，国家
现在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支持力度前
所未有。民营企业更应该坚定信心，担当责
任，专注自己的领域，做好自己的事，做成自
己的事，为国家、为社会、为人类做有益的事。

“不忘创业初心，接力改革伟业，担当新
时代的责任和使命。”张建宏说，“最讲政治、
最讲正气、最走正道”已经成为东岳坚强的力
量和信念。坚持自主创新，心无旁骛创新创
造，东岳将全面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东岳实
践”，朝着建设千亿级高科技智能化企业进
军，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

广泛的合作领域、广阔的发展空间、无限
的创赢前景，令广大民营企业家心驰神往。现
场，在热烈的掌声中，大家共同见证了25个重
大项目签约。这一个个项目，将谱写山东再次
出发的新篇章。

走出会场，雨已停歇。天津山东商会会
长、东晨阳光（天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付宝伍激动地对记者说：“山东再次腾飞
的时候来了！”

“春天里”，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 首届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侧记

□ 本报记者 赵琳

25个项目现场签约，投资总额1029 . 8亿
元，省外合同投资额751 . 6亿元！

在首届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上，全
国工商界知名民营企业家汇聚齐鲁大地，他
们不仅带来了人气和信心，也带了实实在在
的资金和项目——— 经过参会工商联企业和山
东企业的密切联系和对接洽谈，达成了一批
合作项目。11月8日上午，在南郊宾馆蓝色大厅
专门举行了山东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项目签约
仪式，展示了我省企业与全国工商联企业合
作的最新成果。

记者梳理25个项目发现，签约项目涵盖我
省17市，其中济南、青岛项目最多，各有4个，烟
台有3个项目。投资企业中，不乏联想集团、京
东集团、苏宁控股集团、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
团等知名企业。

看好山东、选择山东。“传化特别看好山
东，抓住这次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的契
机，我们加快推进项目进度，力促两个项目在
现场签约成功。”传化智联高级副总裁徐炎，
特地从杭州赶来济南参加项目签约仪式。

徐炎告诉记者，这次落户山东的两个项
目，一个是传化智联在烟台投资的传化智慧
物流科技城项目，一个是在济宁投资的兖州
传化“公路港”物流项目。

以烟台传化智慧物流科技城项目为例，
园区内物流企业使用统一物流信息交易平
台，物流企业配货时间从平均72小时缩减到6
小时，还能减少货车空载率，降低物流综合成

本25%以上。项目建成后，将与传化智联正在
布局的济南、青岛、临沂等公路港高度联动，
建设覆盖全省的数字化传化网。

“传化智联在2018年全国民营经济500强
中排名第90位，是国内物流行业的翘楚。实际

上，这次现场签约的项目中，很多投资方都是
全国行业内的佼佼者，其中有20个项目的投资
方都是全国工商联会员企业，实力雄厚。”峰
会经贸项目对接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很
多企业家在前期对接时就表示，首届全国工

商联主席高端峰会“花落”山东，说明对山东
民营经济发展的认可和信赖，他们看到了山
东营商环境实实在在的改变，非常看好山东，
对在山东发展充满信心。

签订综合能源利用项目战略合作协议书

后，新奥能源负责人与新泰经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代表喜气洋洋地走下主席台，握手合
影。新奥能源负责人告诉记者，该能源综合利
用项目，将优先发展清洁能源，完善燃气管
网、蒸汽管网、供暖管网，将园区企业的蒸汽、
供暖管道互联互通，满足园区新建企业的蒸
汽需求和居民的采暖需求。“不仅用的是清洁
能源，而且能通过能源设施的互通互联和大
数据分析，实现能量的调流和最大化利用，有
助于新泰节能减排、打造碧水蓝天。”

“签约项目的筛选原则，就是对接山东新
旧动能转换‘十强’产业，助力山东经济高质
量发展。”峰会经贸项目对接组有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项目对接，吸引众多民营资本进入到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十强”产业中来，发挥民
营企业的积极作用，扩容倍增新兴产业，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将助推山东调整偏重的产业
结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现场签约的都是前期对接比较扎实的。
我们要求所有现场签约的项目都能够在2019
年内开工建设、落地实施。”峰会经贸项目对
接组负责人说。

25个项目峰会现场签约
◆对接我省新旧动能转换十强产业 ◆所有项目2019年内开工建设落地实施

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上举行了山东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项目签约仪式。 □记者 李勇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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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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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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国工商联副主
席，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
事长李书福

山东对民营企业的
重视和肯定，政府和社
会各方面为民营企业发
展创造的良好条件，犹
如空气一般无所不在、
不可或缺。

——— 第七、八届全
国工商联副主席，新希
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这么多年的创新让
我体会到，国外能做到
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做
到；大型国有企业能做
到的，我们山东的民营
企业同样能做到。

——— 中国民间商会
副会长，东岳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张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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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山东一直是
我们的福地。

——— 第九届全国工
商联副主席、第十届中
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新
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
锁

民营企业家要讲正
气、走正道，聚焦实
业、做精主业，努力把
企业做强做优。

——— 全国工商联副
主席，北京叶氏企业集
团董事长叶青

企业强则国强。一
个强大的国家需要有影
响力的核心企业。

——— 第十一届全国
工商联副主席，汉能移
动能源控股集团董事局
主席李河君

山东文化氛围深
厚，招商引资政策有竞
争优势，在政府支持、
土地使用、人才等方面
都很有吸引力。

——— 云南省工商联
副主席、云南昊邦集团
董事长李彪

山东这几年越来越
开放，越来越愿意接
受、尝试新鲜事物，营
商环境越来越好。

——— 红星美凯龙家
具集团发展中心总经理
赵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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