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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发展大事记

亲历者说

一条路
见证民营经济发展

10月 24日，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发
布了“改革开放 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
名单”，三全集团董事长陈泽民入选。

“三全发展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 40年
的成果和缩影。以今年为起点，中国民营企
业迎来了又一个发展春天。”陈泽民说自己
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受益
者。“这份荣誉既是对民营企业历史地位和
作用的肯定，也让广大民营企业家坚定了信
心，吃下了定心丸。”

如今的三全食品已成为河南的一张名
片，三全食品公司所在的三全路也成了郑州
市区一条贯穿东西的交通要道。

作为三全食品公司创立者，每次走在这
条路上，76岁的陈泽民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自
豪感：“刚建厂时，四周都是荒郊野地，后来
城市发展新修这条路。2008年，三全食品
在深交所上市，这条路改名‘三全路’。”

为什么叫“三全”？故事要从 1978年改
革开放初期谈起，年轻的陈泽民从重庆调到
郑州市一家医院工作，因为经常去沿海地区
出差，看到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劳动致富起
来，陈泽民深受触动。1988年，他和爱人借
了1.5万元办起了“三全冷饮部”，以家人的名
义搞起第二职业，专门经营软质冰激凌，这也
是三全食品最早的雏形。有一年冬天，陈泽民
到哈尔滨出差，见当地人包饺子吃不完就放到
户外冻着。他眼前一亮：饺子能冻，汤圆也应
该能冻。1990年，第一颗速冻汤圆在陈泽民
手里研制成功。陈泽民说，“三全”就是感念
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改革开放，“如果没
有三中全会，也就没有现在的三全食品。”

自此，三全食品从作坊式的小工厂迅速壮
大，目前已发展为年产400个品种的大型上市
企业，还由此开创了我国的速冻食品产业。

陈泽民最初的梦想只是希望通过办企业
让家人过上更体面的生活，没承想，一颗小小
的速冻汤圆最终走向世界。“这些都得益于我
们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好机遇。”陈泽民说。

“三全发展的每一步都靠解放思想、敢想敢
干。”陈泽民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
的必由之路，也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今，三全的接力棒已经递到了下一代人手
中。在改革开放新起点上，76岁的陈泽民二次
创业，投身于地热能源开发，希望每个中国人都
能用上清洁能源，呼吸到洁净的空气。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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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东有浙江温
州、南有福建晋江，中部，则当属河南许
昌。

20年前，许昌人喊出“河南的温州
在许昌”；许昌历届政府牢记“功成不必
在我”，一任接着一任干，打造出民营经
济的“许昌模式”。

这里孕育了一长串闪耀中国的品牌，
全市民营经济占比八成以上，民间投资占
比九成以上，就业人数占比九成以上……
许昌民营经济规模之大、分量之重、活力
之强、发展之快，在全省首屈一指。

在许昌采访民营经济，你会听到当
地人自豪地介绍：世界发制品行业领头
羊瑞贝卡、国内电力装备主力军森源集
团、国内领先的产业互联网平台鲜易控
股、世界最大人造金刚石生产企业黄河
集团、长江以北最大的再生金属加工企
业鑫金汇集团、全国传动轴行业龙头企
业远东传动……这些品牌全部孕育在许
昌，成长在许昌。

再细看这些企业的历史，会发现
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出身“草芥”，靠
着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精神一步步
发展壮大起来。森源集团 1992 年成
立时，只是一个拥有员工 4人、启动资
金 10万元的小作坊；众品集团的前身
是个小肉联厂；长葛废旧金属加工产
业，起步于大周镇人捡破烂、收破烂的
小生意……

在市场中敢闯敢试，在逆境中求生
存求发展……许昌民营经济奇迹的关
键在于，政府及时发现了民间蕴藏的这
股力量，主动出台措施引导扶持，由此
开启了民营经济大发展的局面。党的
十八大以来，许昌市坚持思想解放先
行,“更新观念、拉高标杆、激发活力、加
快转型、做强集群、永争一流”，民营经
济发展跃上新台阶。黄河集团的黄河

工业园、森源集团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园、瑞贝卡集团的超级电容等一批百亿
级新项目陆续投产……

许昌民营经济壮大还离不开敢于
创新的勇气。这里没有石墨，却成为世
界最大的人造金刚石生产基地；没有石
英和黏土，却成为中国中部卫浴产业基
地；不产一粒金属，却成为闻名全国的再
生有色金属加工基地……“无中生有”

“有中生新”的力量格外强大。许昌市委
书记胡五岳说：“企业家具有首创精神，
是许昌民营经济最鲜明的特色，他们咬
住实体经济发展不放松，始终扮演着经
济腾飞的领军角色。”

良性的“政企互动”也是许昌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的法宝。许昌从心底里视
民营企业为“亲儿子”,真正把民营经济
摆到全局的战略高度来谋划和推进。近
年来，许昌从政府层面相继出台了大企
业集团培育计划、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发
展计划、英才计划等7个专项计划，最大
限度发挥政策的引导和激励作用，推动
民营企业加快转型。政府甘当民营经济
的“守夜人”“搭台者”和“清障手”,构建
了效率高、成本低、竞争力强的营商环
境，许昌也一跃成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的标兵。③9

一座城
许昌民营经济创奇迹

贡献了70%以上的GDP。2017年
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达到3.2万亿元，是
2012 年的 1.56 倍，占 GDP 的 71%，比
2012年提高了2.5个百分点。尤为可喜
的是，近年来我省民营企业积极适应新
常态，双汇、宇通、森源、三全等一大批优
秀民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企业规
模不断扩大，表现出较强的发展活力，民
营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

贡献了60%以上的税收。我省民营
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不断提升，对全省财
政收入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2017年
全省民营企业实现利润10494.97亿元、
是 2012年的 1.5倍；共上缴税金 2674.7
亿元，是 2012年的 1.48倍，占全省税收
的61.8%。

贡献了 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
位。近年来，在市场放缓、成本上升的
压力下，我省民营企业迎难而上，加快
转型升级步伐，从业人员不降反升，已
经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蓄水池”，特别
是中小微企业已成为带动就业的主力

军，为社会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2017
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44.21万人，其中
民营企业吸纳新增就业超过 130万人，
占比90%以上。

贡献了99%的企业数。近年来，我
省持续加大“放管服”改革，激发创业热
情，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企业
注册数保持较高增速。截至 2017年年
底，河南省民营经济单位数 308.45 万
个，其中民营企业50.01万家、个体工商
户 258.44 万户，民营企业数是 2012年
的1.2倍，占全省企业单位数的99%。

民营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成就的集中体现。党的十
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的重要指示精神，陆续出台了加快民营
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文件，成立了民
营经济发展服务局，建设了覆盖全省的
公共服务体系，民营经济呈现出良好的
发展态势，已成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最
具活力的方面军和稳定器。③9

党的十八大以来，许昌市坚持
思想解放先行,‘更新观念、拉
高标杆、激发活力、加快转型、
做强集群、永争一流’，民营经
济发展跃上新台阶。

三全集团董事长陈泽民：
四个数据
解析民营经济崛起

1992年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河南民营经济快
速发展。

河南省城乡个体工业总产值从 102.05
亿元增长到 887.25 亿元，年均增长
54.12%。

2003年

河南省私营企业达到74000家，从业人员
79万人，注册资金总额629.4亿元，民营
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0%左右。

河南省民营经济增加值为 11031.36 亿
元，占GDP比重为 59.9%，宇通客车、
森源集团、卫华集团、众品食业等一大批
民营企业逐步转型升级，市场竞争力和
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

文/本报记者 陈辉
图/本报资料图片

1978年

1992年—1995年

200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的个体
经济发展迅速，私营企业得到认可。

随着国家《个体工商户条例》和《私营企业
条例》颁布，河南城乡兴起创办市场的热
潮，各地商品批发、零售市场等迅猛发展。

1980年代中期

8月 25日，全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
发展大会召开。

第一阶段：打破禁区，初步发展

2018年

第二阶段：顺应大势，快速发展

第三阶段：转型升级，平稳发展

民营经济：从草根到主力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

营经济发展波澜壮阔，已成

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省民营经济也从小

到大、由弱到强，一大批民

营企业逐步壮大，市场竞争

力和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

民营企业已成为创造税收、

促进经济发展、吸纳就业的

重要力量。

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强调，民营企业和

民 营 企 业 家 是 我 们 自 己

人。这让广大民营企业和

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安

心谋发展。

森源电气智能化生产线

汝南立马新能源产业园员工在组装电动车

宇通客车行驶在俄罗斯

GDP
71%
2017 年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
达到 3.2 万亿元，占 GDP 的
71%

税收

61.8%
2017 年全省民营企业实现利
润10494.97亿元，共上缴税金
2674.7 亿元，占全省税收的
61.8%

企业数

99%
2017年底，河南省民营经济单
位数308.45万个，其中民营企
业 50.01 万 家 、个 体 工 商 户
258.44万户，占全省企业单位
数的99%

1996年，三全食品自主建设了国内第一条速冻汤圆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