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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企业该怎么做？日前，
在“2018 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暨中国企业家年会”
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家结合自身探索给出了答
案。企业家们一致认为，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核心密码，踏踏实实专注实业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根基。

创新突围破局

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创新就是
解放生产力的钥匙。

不久前，中国广核集团自主研发的我国首个核级
数字仪控系统“和睦系统”投入使用，中国成为继美、
法、日后第四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和睦系统”所有
软件代码、操作系统、通信网络完全自主化，关键工艺
自主生产，系统自主集成，真正做到了核电站“神经中
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受制于人。

“中广核高度重视核心领域的关键技术研发，取
得了丰硕成果，已从核心技术主要依赖进口，发展
成为向发达国家出口核电堆型的科技强企。”中国广
核集团董事长贺禹在谈及创新时说。

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也认为，唯有创新才能
让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的博弈中实现从被动到主动
的转换。徐和谊透露，北汽集团目前正在加快实施
智能化、网联化、轻量化等核心技术的研究建设，

由北汽集团牵头申报的首个国家级新能源汽车技术
创新中心已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企业家们注意到，中国企业正面临着当今新一
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颠覆式的创新带来的巨大挑战以
及转型考验，需要看到差距、不懈努力、追赶强
者。亨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崔根浪说，高质
量发展必须突破科技创新的瓶颈，而企业的创新不
仅仅是指技术创新，还包括管理创新、业态创新、
机制模式创新，更包括协同创新、集成创新等。

专注实体经济

紧跟市场做实业，资源用在刀刃上。在企业家
眼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成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另一个重要答案。

供给体系总体质量水平不高、制造业大而不
强、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企业
全球化经营能力不足、国内产品供给和消费需求结
构性矛盾突出……对于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中国
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董事长刘明忠没有回避。

刘明忠说，新科技与新模式的爆发正在将我国
的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推到创新驱
动的位置和阶段。在市场的博弈中，中国企业唯有
瞄准实业兴国这一方向，坚持发展实体经济，坚持
不断创新转型，提升供给体系质量，才能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理想。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
指出，针对当前经济中存在着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
矛盾，特别是产品与服务滞后于消费结构变化和消
费需求加快升级的情况，企业要推动供给逐步转向
适应需求变化的中高端产品上来。只有减少无效供
给，才能把宝贵的资源转移出来，创造新的生产力。

“今年，我们将完成 31 户僵尸企业、特困企业

的退出和改革脱困。减少40个法人企业，清理一批
探矿无望、资源潜力差、安全环保隐患大的探矿型
企业和长期不分红的参股企业，推进‘三供一业’

（供水、供电、供热和物业管理）分离移交工作，实现轻
装上阵。”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冰透露。

加强公司治理

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如何在经营、管
理、选人用人等公司治理这一基础制度层面练好内
功，同样引人关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王
晓明表示，移动互联、物联网、自动驾驶汽车等技
术已经进入到成本降低和应用推广的阶段，正在带
来工业生产方式、产业发展形态、企业组织分工、
人才知识结构和竞争要素的趋势性变化。目前，全
球主要国家都在积极围绕制造业进行部署，竞争日
益激烈。在这样的竞争中，国家之间、地区之间，
都把人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性资源。

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董事长任元林颇有心得。
任元林表示，扬子江船业之所以能在国际航运业低
迷时期依然取得较好成绩，企业经营机制特别是人
才队伍建设功不可没。“企业活力在机制。作为中国
第一家改制的国有船厂，我们没有采用全部和大部
分股权给主要经营者的做法，而是使用了经营层以
上持股的模式，集团现有超过 1/3 的员工享有股权
激励。骨干员工既是企业创造者，又是企业的分享
者。”他说。

谋求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企业家精神。南京钢
铁集团党委书记陶魄表示，企业家精神本指个人精
神，但今天要强调它是企业的团队精神，“逐步把企
业家精神转换成企业文化和软实力，这样才是最持
久的。”

商务部6月7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
新闻发言人高峰介绍，在中俄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
经贸合作加速提质升级，呈现出增长快、范围广、成效
实、潜力大等特点，双方基本实现了合作领域和地域的

“全覆盖”，预计全年双边贸易额有望超过1000亿美元。
从贸易看，去年以来，中俄贸易持续快速回升，

2017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84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8%。
今年前 4 个月实现 3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3%，贸易
增速在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位列第一位，俄罗斯在我
贸易伙伴中由去年的第 11 位上升到第 9 位，预计全年
双边贸易额有望超过 1000 亿美元。从投资看，2017
年，中国对俄直接投资达到 2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72%，在俄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77.5亿美元，同比增长
191.4%，增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名列前茅。

从合作领域看，除了传统的能源、核能、航天、
航空、基础设施等领域以外，双方积极推进远东开
发、北极开发、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合
作，努力打造双边经贸关系新的增长点。从合作地域
看，双方合作从传统的边境毗邻地区向中国东南沿
海、中西部省区和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扩展，两国地方
间累计已缔结了137对友好城市和友好省州，基本实现
了合作领域和地域的“全覆盖”。

近年来，两国战略性大项目合作成效显著，有力带

动了双边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在能源领域，中俄
原油管道复线建成并启动供油，东线天然气管道正在
按计划建设，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一期建成投产。民用
航空领域，联合研制远程宽体客机 CR929项目合资公
司启动运营，项目研制进入了实质阶段，联合研制重
型直升机项目合作稳步推进。在跨境基础设施方面，
同江铁路桥、黑河公路桥建设总体进展顺利，有望于
2018年和 2019年分别建成。此外，两国核能、航天、卫星
导航、科技等领域大项目的合作也取得了积极进展。

高峰说，中俄两国地方合作蓬勃发展，合作机制日
臻完善，中俄博览会、东方经济论坛等展会平台影响力
不断扩大，为深化两国地方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明两年是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将进一步激发两国地
方的合作热情和潜力，为中俄经贸关系深入发展提供全
新的动能。此外，双方还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欧
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已经取得重要的早期收获。中
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已于上月在阿斯塔
纳正式签署，《中俄欧亚经贸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可
研即将结束，双方合作进入制度引领的新阶段。

高质量发展，企业有答案
本报记者 王俊岭

中俄经贸合作加速提质升级
全年双边贸易额有望超千亿美元

本报记者 王 珂

本报北京电（记者李贞） 6月7
日，由商务部主办的第三次中国—
中东欧国家经贸促进部长级会议在
浙江宁波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

“深化 16+1 经贸合作”，中东欧 16
国的经贸部长或代表率团与会。

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在部长级
会议上代表中方发言。他表示，中
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是中欧关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欧合作的有
益补充，已经形成多层次、宽领域
的经贸合作成果。习近平主席提出，

要 将“16 + 1 合
作”打造成“一带
一路”建设融入
欧洲经济圈的一
个重要接口。中

国商务部愿与中东欧各国经贸主管
部门通力合作，进一步发挥经贸合
作在“16+1合作”中的压舱石和推进
器作用，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及中
欧合作在中东欧地区得到更大发
展，造福双方人民。

深化16+1经贸合作 促进“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促进部长级会议举行
深化16+1经贸合作 促进“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促进部长级会议举行

联合国报告显示

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据新华社日内瓦电（记者凌馨、杜洋） 总部位于日内瓦的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贸发会议） 6 月 6 日发布报告表示，
2017 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和第三大对外投资
国，并继续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和对外投资国。

当天发布的 《2018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与2017年全球经
济和贸易加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去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FDI） 比2016年下降23％，至1.43万亿美元。
报告说，2017年，中国吸收外资136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

二大外资流入国。中国的对外投资降至1250亿美元，但仍是全
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和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对外投资国。

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表示，近来中国宣布一
系列投资便利化以及招商引资的措施，在此推动下未来流入中
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望继续保持在高位水平。

据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记者刘开雄） 7 日，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5 月末，我国外汇储
备规模为 31106 亿美元，较 4
月末下降 142 亿美元，降幅
为 0.46%。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5 月，我国外汇
市场运行保持稳定。国际金
融市场美元指数上涨 2.3%，
主要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下
跌，但资产价格总体上涨，
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外汇储
备规模小幅下降。

5月外储规模
31106亿美元
5月外储规模
31106亿美元

文化展演
齐鲁风韵
上合青岛峰会新闻中心专门

设立了文化展演区，峰会期间，
琴箫合奏、琵琶独奏、古筝齐奏
等民乐演奏将循环进行。此外，
山东剪纸、菏泽面塑、崂山茶艺
等多种齐鲁非遗文化展示在为新
闻中心增添更多文化色彩的同
时，也向境内外媒体呈现出中华
传统文化的独有魅力。图为几名
茶艺师在进行崂山茶艺表演。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6 月 7 日，作为第四届
中国 （宁波） —中东欧国家
投资贸易博览会“人文交
流”板块中的一项重要活
动，第二届“舌尖上的中东
欧”亮相浙江宁波市江北区
老外滩。来自拉脱维亚、匈
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
等 16 个中东欧国家的特色
产品进口贸易企业，在现场
展销各国特色进口商品。同
时，中东欧商品展销和美食
制作品鉴、中东欧国家风情
展示、艺术美食互动派对等
活动在宁波老外滩轮番上
演。图为中外市民在品尝中
东欧各国美食。

章勇涛摄 （人民视觉）

为迎接6月9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浙江嘉兴以“多彩非遗，美好生活”
为主题的活动日前开幕。“老韵新传”“非遗进校园”“老韵新生非遗设计大赛”等
系列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图为同济大学浙江学院内，市民和学生在参加
非遗技艺展示体验活动并展示自己手工制品。 金 鹏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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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知识进校园
6月6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文明办组织志愿者走进

该区小召小学，开展“水与健康”环保宣传活动。志愿者向孩
子们介绍了水的不同形态、淡水资源的稀缺以及如何节约用水
等科普知识，提高孩子们珍爱环境、保护水资源的意识。图为
玉泉区小召小学学生在学习使用净水小装置将污水过滤为干净
的水。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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