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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尊重科学家一样，至诚至敬尊重
企业家；像爱护眼睛一样，谨细谨微爱护
企业家，努力让企业家有更强的自豪感、
认同感、归属感、获得感。”南阳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们始终秉持尊商重商安商富商的
理念，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工
程”，致力打造最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最
舒适的城市宜居环境、最活跃的创业发展
环境、最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最安稳的
政策法治环境、最温暖的人文社会环境，
努力让企业家放心去打拼、放胆去搏闯、
放情去逐梦。

他们以服务好企业家为“天职”，第一
时间倾听企业家声音，第一时间响应企业
家诉求，第一时间解决企业家困难，坚决
做到沟通交流“零距离”、问题解决“零迟

滞”、政策落实“零障碍”、损害利益“零容
忍”，努力当好最强后盾、最佳拍档。

南阳还创新设立了“企业家节”“企业
服务日”、企业服务中心、企业家学院等一
系列举措，为企业成长壮大创优环境。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根基，为政府贡
献税收、为社会创造财富、为人民提供就
业、为发展增强动力，企业稳则就业稳、经
济稳、大局稳，企业兴则产业兴、百姓富、
南阳强！”在当天的大会上，南阳市委书记
朱是西说，“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
力，企业成长壮大离不开优良生态！”

朱是西表示，南阳的发展一路走来，
企业家功不可没。在面对困难时信心比
黄金更重要，挺过去就是一片新天地。在
建设现代化副中心城市使命光荣，企业家
要争当主力、勇立潮头！他希望在新的征

程 中 ，
广 大 企
业家要向
新而生，勇
于创新、敢闯
敢试；要向高而攀，
专业专注、追求卓越；要向
远而行，激情创业、开拓未来；要向善而
为，心怀家国、情系桑梓。

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南阳高
质量发展。企业家们纷纷表示，珍惜荣
誉,勇担使命，以实干成就梦想，奋斗赢
得未来！众志成城、拼搏进取，埋头苦
干、奋勇争先，为建设现代化省域副中心
城市增光添彩，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上图 表彰大会现场。 李栀子 摄

“自从1985年当厂长至今，我觉
得今天是37年来受到的最高礼遇。”
获得“南阳市功勋企业家”荣誉称号
的孙耀志心情格外激动。他说，这充
分体现了南阳市委市政府关心企业
家、重视企业家，支持企业的发展。

作为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创始人孙耀志用毕生
心血打造仲景大健康产业，带领企
业走出一条创业、创造、创新的中医
药文化传承弘扬之路。企业先后荣
获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万企帮万
村”精准扶贫先进民营企业、中国中
医药企业 50强等殊荣。“仲景”商标
被认定为“河南老字号”，并以超过
100亿元的品牌价值，被评定为中国
品牌500强，成为中国医药行业的一
张闪亮名片。

孙耀志说：“获此殊荣，既激动又
感动，更觉身上责任重大！”他表示，
今后将一如既往做好企业，努力做好
中医药、仲景食品、汽车零部件三大
产业。积极回报国家、回报社会，做
好产品，服务民生，安排更多职工就
业，勇挑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好产
业，让更多药农、菇农走上致富之路，
为乡村振兴贡献企业力量！

□孟向东 曾倩

“希望借助此次论坛的东风，大力
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研讨交流商圣
范蠡经济思想，助力南阳打造卓越宛商
队伍、建强省域副中心城市。”7 月 21
日，在第十九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弘扬
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峰会暨首届中国（南
阳）商圣范蠡经济文化研讨会上，南阳
市委书记朱是西率先表示。

此次论坛在南阳举办，全国各地专
家学者、优秀企业家齐聚一堂，围绕“传
承中华优秀文化，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
神”主题，共同探讨新时代企业创新发
展路径和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总结和
传播优秀企业的创新精神、开拓精神和
宝贵的营商经验。

市场活力来自人，特别是来自企业
家，来自企业家精神。在 2020 年 7月
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企业家要带领企业战胜当前的困
难，走向更辉煌的未来，就要在爱国、创
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
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

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
如何走向更辉煌的未来，如何弘扬企业
家精神，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此
次会议正是对总书记殷切期望的回应，
是对总书记重要指示的践行。”中国企
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党委书记、
常务副会长朱宏任表示。

如何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促进民
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马建堂
表示，各级政府要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 书记关于民营经济的重要论述精
神，为民营经济进一步创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
健康高质量发展。一是落实好现有纾
困惠企政策,助民营企业摆脱困境；二
是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三是营
造稳定透明的法治环境；四是营造亲
商安商的社会环境。民营企业家要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苦练内功,不断
提高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弘扬新时代

企业家精神，奋发作为,创新进取,在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征程上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一是加大科技创新力
度,争当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中坚力
量；二是提升质量，满足新需求，争当

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三是坚
持扩大开放,争当国内市场和国际市
场的联结者。

南阳，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古
以来，人杰地灵，涌现出了科圣张衡、医

圣张仲景、商圣范蠡等历史名人。作
为商圣范蠡的故里，南阳素有“亲商、
重商、爱商、护商”的良好传统。近年
来，南阳大力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
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企业高质量
发展态势良好，正加速从“盆地”向“高
地”转变。

“在南阳举行中国企业发展论坛，
探讨如何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是对
包括范蠡商业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文
化的一种传承，并使其在新的时代重放
异彩，助力南阳这座古老而又具创新动
力的城市更富、更美、更强！”南阳市市
长王智慧如是说。

如何做符合时代的企业家？会
上，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
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通过视
频给大家讲道，“新时代更是呼唤与时
俱进的企业家精神，古语有云：‘利于
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要求企业
家增强爱国情怀。‘富有之谓大业，日
新之谓盛德’，激励企业家勇于创新。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嘱咐企业家要诚信守法。同时，我们

还要思考做企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不断拓展
国际视野和国际情怀，自觉回馈社会，
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让世界
变得更加美好。”

此外，当天下午，南阳市政府与《中
国企业报》集团签订了深度招商合作协
议。《中国企业报》集团社长、中国企业
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吴昀国表示，近年
来，南阳持之以恒弘扬“商圣”文化，强
化“重商”理念，做实“强企”举措，倾力
打造“审批最少、流程最优、体制最顺、
机制最活、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的“六
最”营商环境，将南阳培育成最具吸引
力的投资热土，此次《中国企业报》集
团和南阳的牵手，将共同揭开南阳产
业服务新的一页。为南阳这片沃土增
加新的动能，助力南阳经济腾飞和高
质量发展。

倡树新时代企业家精神！随后，
各位专家还对商圣范蠡经济文化进行
精辟解读，弘扬“商圣”文化。共商新
征程企业发展使命，共谱新时代合作
共赢大业！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
第十九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在南阳举办

建强副中心 企业当主力
——南阳市企业家表彰大会走笔

一座城，致敬一群人；一群人，

领跑一座城。

7月 21日，南阳市召开企业家

表彰大会。上午 8 时 30 分，2021

年度“功勋企业家”“特别贡献奖企

业家”“十大杰出科技创新专家”和

“十大杰出工匠”乘坐专车，前往主

会场。

企业家们抵达主会场，走上代

表“功勋之路”的红毯，迎接他们的

是诚挚的敬意、热烈的掌声、鲜艳的

花束。

为企业家献鲜花、颁奖牌，让企

业家走红毯，就是要让企业家“当主

角”，让企业家在社会上有地位、政

治上有荣誉。南阳市民在现场、电

视机前或通过网络直播，共同见证

这一盛典。

如此高规格地举办南阳市企业

家表彰大会，是南阳重视、关爱、激

励企业家的礼遇盛举，广大市民当

天共同感受到企业家深耕实业、创

造价值、担当责任、奉献社会的无上

荣光。

7月 21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有着
特殊的寓意和内涵。两年前的今天，
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推
动企业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为
广大企业家加油鼓劲、提振信心。

两年后，南阳市举行企业家表彰大
会，为企业家点赞，向奋斗者致敬！这既
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具
体行动，也是落实省委“万人助万企”部
署的务实举措，目的就是要在南阳大力
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为建设现代化
省域副中心城市注入强劲动力！

多年来，在“商圣”文化的浸润下，南
阳孕育了一大批在全省全国具有重要影
响的知名企业，涌现出一大批治企有方、
兴企有为的优秀企业家，他们用智慧和
汗水，用匠心和胆略，奏响了南阳发展的
时代强音！

当天的大会为 2021 年度星级企业
家、特别贡献奖企业家、功勋企业家、十
大杰出科技创新专家和十大杰出工匠进
行了颁奖，这既是对他们过去为南阳发
展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更是希望大家
再接再厉、再创辉煌，为建设现代化省域
副中心城市再立新功！

城市的竞争就是企业的竞争，一座
城市能否持续吸引、培养和集聚优秀企
业家，代表着城市的能力和未来。目前，
南阳共有各类企业 18.6万家、个体工商
户56.3万家，总量稳居全省前三；涌现出
了朱书成、秦英林、孙耀志等一大批具有
较高业界知名度的优秀企业家，和龙成
集团、牧原集团、宛西股份等一大批具有
较大行业影响力的优秀企业；各类企业
贡献了全市 70%以上的税收、80%以上
的GDP、90%以上的就业，撑起了南阳发
展的一片天。

多年来，南阳广大企业家筚路蓝
缕、奋发进取，演绎了一个个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辉煌传奇，取得
了群体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强、贡献
越来越高的骄人业绩。如今，南阳企业
家更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实际行动
诠释责任担当。

当天受表彰的企业家是企业家队
伍中脱颖而出的先进代表，充分体现
了先进性、代表性和广泛性。他们在
不同领域持续演绎着创新创业的精彩
传奇，在南阳的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中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作用。大
会对他们进行表彰，是对企业家们为南
阳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充分
肯定，彰显了南阳市委市政府在全社会
树立尊重、关爱企业家和关心、支持企
业发展的鲜明导向。通过这种仪式感
更强的形式，切实增强企业家的荣誉
感、自豪感和获得感，在全社会营造尊
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服务企业家的
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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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心情非常激动，南阳市
委市政府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这个
荣誉不单单是属于我个人，更是属于
我们豫西集团3万多干部职工。”7月
21日，喜获“南阳市功勋企业家”荣誉
称号的魏军难掩内心喜悦。

作为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魏军带领全体职工坚定不移履
行强军首责。他关注民品结构调整，
推动民品提质增效。集团下属中南
钻石公司金刚石超硬材料市场占有
率在世界名列前茅。他积极协调各
方资源，为争取国家重点项目落户南
阳、提升南阳市在国家战略层面的政
治地位作出突出贡献。在他的带领
下，豫西集团连续两年获得中国兵器
工业集团经济效益突出贡献最高奖。

魏军说：“自去年 5月份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调研南阳以后，南阳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新的领导班子牢记嘱
托，在城市建设、民生发展、服务企业
方面做了扎实工作，大家感同身受。”

“南阳的种种巨变使我们对未
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我们将砥砺
前行、奋勇争先，在提升国家战略地
位和经济建设上作出我们军工人应
有的贡献。”魏军说。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魏军用
这句诗表达他此刻的心情，“我们每
一个南阳人都要热爱南阳，建设南
阳，终有一天，南阳将成为一个真正
值得三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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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向东 王娟

启航新征程

致敬企业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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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优秀企业家受到表彰。 李栀子 摄

第十九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李栀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