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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在马尼拉同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共同规划
双边关系未来发展，达成重要共识，一致决定在相互
尊重、坦诚相待、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基础上建立中
菲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习近平指出，中菲在南海有广泛共同利益，可以
继续通过友好协商管控分歧，推进海上务实合作，为
地区和平稳定和人民福祉作出应有贡献。中方支持
菲律宾履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和中国-东盟东

部增长区合作协调国职责，愿同菲方携手推动中国-
东盟关系优化升级，推动东亚合作得到更大发展。
中菲同为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要加强在地区和国
际事务中协调合作。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与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菲律
宾共和国政府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习近平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会谈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张
守帅）11月20日，四川省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大会隆重召开，1500位民营企
业家、500多名党政领导干部和各方
面代表人士汇聚成都主会场、3万多
人在各地分会场参会，共商民营经济
发展大计。省委书记彭清华出席大会
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各项政策措施，大力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着力解决突出问
题和实际困难，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

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主持大
会。省政协主席柯尊平、省委副书记
邓小刚出席。

锦江大礼堂会场外细雨霏霏，会

场内暖意浓浓。上午9时，大会在热
烈的掌声中开幕。省委常委、副省长
王宁宣读关于表彰全省优秀民营企业
家和优秀民营企业的决定、关于表扬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先进单位的通报。
彭清华、尹力、柯尊平、邓小刚等向受
表彰和表扬的代表颁奖。民营企业家
代表刘永好、俞学良、马忻、何明寿、钟
波和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工商联、省
委政法委、省纪委监委负责人作交流
发言。

随后，彭清华发表讲话。他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民营经济的
重要地位和作用，旗帜鲜明宣示了党
中央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坚
定立场，明确提出六个方面政策举措，
为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吹来强劲东
风。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特别是“两
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两个健
康”“解决‘三门三山’问题”“构建亲清
新型政商关系”等重要论述，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促进我省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

彭清华指出，民营经济是改革开
放的时代产物和重要标志。改革开放
40年来，四川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已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
支撑、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增加就业
的重要渠道。彭清华分析了我省民营
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他指
出，民营经济是典型的草根经济、小船
经济、头雁经济、民本经济，具有包袱
轻、机制活、转向快等独特发展优势。
要对国家发展充满信心、对四川未来
充满信心、对企业自身充满信心，保持

战略定力和应变能力，保持艰苦奋斗、
敢为人先、锲而不舍的精气神，直面困
难、挑战和竞争，抢抓机遇、顺势而为、
乘势而上，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彭清华强调，要倾力帮助民营经
济迈过转型升级这道坎，引导民营企
业走提升产业层次的转型发展之路、
提升竞争优势的创新发展之路、提升
质量规模的跨越发展之路，苦练内功
实现凤凰涅槃。要把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作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头号
工程”，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政务环
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
要大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党政
干部积极作为、守住底线，企业家坚守
正道、依法经营，齐心协力营造民营经
济发展健康生态。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彭清
华勉励广大民营企业家要有“乱云飞

渡仍从容”的定力，努力开辟“柳暗花
明又一村”的新境界；要有“重整行装
再出发”的豪情，在市场经济大海中勇
立潮头；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
劲，坚守实业、做强主业，打造“百年老
店”、保持基业长青；要有“直挂云帆济
沧海”的魄力，用事业成就、社会贡献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会议进行了分组讨论。当天下午
举行总结会议，王宁就贯彻落实会议
精神提出要求，副省长彭宇行主持。
会议还同步举办民营企业产业发展论
坛、金融支持论坛和创新发展论坛。

与会民营企业家表示，省委、省政
府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间节点高规
格召开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充分体
现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自觉、责
任担当。这次大会经过精心筹备，从制

作精美的邀请函，到安排我们就坐前区
中间位置，特别是出台力度空前、含金
量高的系列政策措施，这些都饱含着省
委、省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支持期望和对
民营企业家的信任关怀，让我们倍感温
暖，进一步坚定了我们踏踏实实办好企
业的信心决心。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
本次会议精神，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
业创新、回报社会，为四川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
政协领导，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
长，各市（州）党委、省直各部门（单位）
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中央驻川
机构、在川企事业单位、省属科研单
位、高等学校、国有企业党委主要负责
同志，各民主党派四川省委负责同志
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市（州）、县
（市、区）设分会场。

彭清华在四川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上强调

坚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重要指示精神
大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尹力主持 柯尊平邓小刚出席

近日，省委、省政府决定，授予刘永好等100名企业家“四川省优秀民营企业家”称号，
授予四川科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100户企业“四川省优秀民营企业”称号。

四川省优秀民营企业家名单 （100名）

省委书记彭清华出席大会并讲话。 11月20日，四川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在成都召开。四川日报记者欧阳杰摄

成都市（31名）
刘永好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革新 四川科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汉元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杨 铿 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戴学斌 四川蓝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玉蛟 成都蛟龙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曹世如（女）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向阳 成都高原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副总裁、总经理
李 飚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世宏 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荣富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旭山 成都联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德根 四川特驱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思俭 四川省开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海武 万科（成都）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火红 成都国美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陵江 壹玖壹玖酒类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有治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菀（女）依米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钟 波 成都市极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云青 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周道华 成都中科大旗软件有限公司董事长
苏忠海 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樊建川 四川安仁建川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俞顺红 成都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 兵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魏 冬 成都国嘉志得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和昌 成都蜀虹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 毅 成都百裕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岳 平 四川省丹丹郫县豆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 进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自贡市（4名）
黎仁超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祥平 四川鸿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邓申伟 自贡市红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冯培祥 四川英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攀枝花市（3名）
陈 俊 四川龙蟒矿冶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罗阳勇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钟方祥 攀枝花市锐华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泸州市（5名）
熊国铭 四川省佳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陈家荣 江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 勇 泸州长江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汪俊林 四川郎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陈 刚 四川科瑞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德阳市（6名）
洪思新 四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泽波 仟坤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林芹其 四川宏发电声有限公司总经理
韩少勇 特变电工（德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邹 政 四川科力特硬质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韩 华 四川明日宇航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绵阳市（4名）
朱群馨 四川安和精密电子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帅 兰（女）四川兰兰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夏 雯（女）四川新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任奎元 四川雪宝乳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广元市（4名）
何旭伦 四川米仓山茶业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曹明果 广元万贯川陕甘五金机电建材城有限公司董事长
丁爱仓（回族）四川百夫长清真饮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昭权 四川豪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遂宁市（3名）
蒋卫平（白族）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江淮 四川联恺照明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李治宏 四川威斯腾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

内江市（4名）
李开明 内江凤凰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郭 亮 四川恒通动物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 钢 四川威玻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贺鹏飞 四川华玉车辆板簧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乐山市（2名）
熊建华 四川峨胜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唐先洪 四川省峨眉山竹叶青茶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南充市（3名）
彭小平 四川好印象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友生 四川省南部永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王建勇（回族）四川南充新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宜宾市（4名）

古 燕（女）四川省宜宾市燕君贸易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刘 倩 四川鼎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王学辉 宜宾绿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常春 四川天地汇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广安市（4名）
黄 波 广安布衣农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唐志明 岳池九龙超市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张志永 广安诚信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蒋 超 广安市广安区佛手山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达州市（4名）
文谟统 四川川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宏玮 四川省天渠盐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粟仪权 达州市正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谭江梅（女）四川光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巴中市（3名）
杨天淑 巴中华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建军 四川羽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 彬 四川裕德源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雅安市（3名）
刘 强 四环锌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雪梅（女）四川宝兴三兴汉白玉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雪锋 四川华峰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

眉山市（4名）
雷 林 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 杯 四川峨眉半山七里坪度假酒店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 洪 四川中科兴业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永跃 四川省彭山永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资阳市（3名）
周 坚 四川绿初原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吴国金 四川超迪电器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刘官银 资阳市飞龙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阿坝州（2名）
杨友清（藏族）小金县四姑娘山天然沙棘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静波 宇妥藏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甘孜州（2名）
万胜才 康定天龙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叶鑫林（藏族）康定青藏谷地农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凉山州（2名）
韩 春 凉山公路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成勇（彝族）四川省甘洛县饮食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四川省优秀民营企业名单（100户）

P02

四川日报记者熊筱伟张守帅

11月20日，四川省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大会召开，1500位民营企业
家、500名党政领导和各方面人士在
成都主会场参会。

会议筹备阶段，不少民营企业
家代表就感到本次会议颇为特别：
收到的不是会议通知而是精美邀请
函，开会地点也不是省委通常开会
去的金牛宾馆……

当天上午，省委书记彭清华在
讲话开始时对此“揭秘”。他讲述的
5个细节，令参会民营企业代表深受
感动，纷纷点赞喝彩。

第一个细节，为啥不是在金牛
宾馆开会？会上揭晓：最初方案的
确拟选用金牛宾馆娇子厅，但那里
最多只能容纳300人。在审议会议
方案时，彭清华提出，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大会，应该让民营企业唱主角，
让更多民营企业家参会。按照这一
要求，会议地点最终改到了能够容
纳2000人就坐的锦江大礼堂。

第二个细节，为啥参会省直部
门和市州主要负责人领到的是一纸
通知而民营企业家拿到的却是精美
邀请函？会上透露，邀请函用竹简
制作，阳文刻字，能像书卷一样展
开，落款为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

“我会把邀请函珍藏起来，陈放在企
业荣誉室显著位置。”四川好印象酒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小平认为，省
委、省政府“邀请”民营企业家参会
而不是“通知”开会，充分体现了对
民营经济的重视、对民营企业家的
尊重与关怀。

第三个细节，颁发给优秀民营
企业家的荣誉证书也与众不同——
它们是由温江造币厂水印技术印

制，拿起来透光时，能隐隐看到几只
可爱的大熊猫形象。会议还赠送给
获奖者每人一个镜框，可以把证书
嵌入后展示。“省上的考虑无微不
至，非常暖心。”四川金辉药业公司
副总经理王海不住感叹。

第四个细节，是特别的会场座
次安排。坐在会场前区中间位置的
都是参会的民营企业家，省直部门
主要负责人、各市（州）委书记等则
坐到会场两侧靠后位置。

第五个细节是会场进门处布置
的硕大展板上，专门展示了100位
四川优秀民营企业家和100家优秀
民营企业的风采。民营企业家得以
与“荣誉榜”上的自己同框合影，留
下纪念性一刻。

彭清华的“揭秘”，数次被会场
上民营企业家的掌声打断。大家感
到，这次大会确实是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重要指
示精神的落实会，是省委、省政府构
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鼓励支持引
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宣示会，是
引导全省上下齐心协力推动民营经
济不断发展壮大的动员会，是让民
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的鼓劲会。大家纷纷表示，参加此
次大会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感到我
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春天来临
了。要抢抓发展机遇，加快转型升
级，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治蜀兴
川再上新台阶作出更大贡献。

大会地点为啥在锦江大礼堂？
为啥民营企业家收到的是邀请函？

省委书记讲述五个会议筹备细节
民营企业家纷纷点赞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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