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家说

投身遂宁绿色发展
弘扬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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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知明：近年来，遂宁在历届市委、市政府

的领导下，绿色发展宏伟蓝图一步一步从纸上

变为现实，一跃成为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很有名

气的宜居宜业之城，并和周边城市形成差异化

发 展 ，在 发 展 道 路 上 开 拓 了 新 路 子 ，尤 其 是

2016 年，遂宁 GDP 实现 1008.45 亿元，同比增长

9.1%，增速居全省第 2 位，成功叩开了“千亿俱

乐部”的大门。

作为本土房产企业，在享受遂宁绿色发展

带来的成果时，更要主动作为，积极投身遂宁绿

色发展战略，尤其在绿色建筑、绿色产业上，多

做一些开拓和尝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在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

济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记者：继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意

见》后，党的十九大，再度重申明确企

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最令您受鼓

舞的地方是什么？

皮知明：中央首次发文明确企业

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意义重大，一些

企业家过去纠结的问题在《意见》中

得到了解答。其中，最令人期待的就

是企业发展环境的改善，其中包括：

法治环境、舆论环境等。

这些年，针对企业的法律制度并

不完善，对此，一些中国民营企业家

寻求、扩大境外投资，甚至转移财产，

但无论怎样转、怎样变，他们中的大

多数始终留在中国，其中很大的原因

就是他们不舍祖国这片热土，以及这

片热土中蕴藏的机会。

他们期待国家能看到他们所做的

贡献以及所承受的压力；期待民众的

观念进一步转变；期待相关法律制度

能进一步完善；期待发展环境持续向

好；期待企业能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

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此次《意见》尤其把营造依法保护

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营造促

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

境、营造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

的社会氛围放在首位，势必将提振广

大企业家的信心。

记者：如你所说，企业发展环境将日

益改善，面对日益利好的环境，您将怎

样继续发挥企业家精神的积极作用？

皮知明：作为企业的带路人，首先

要勇于担当，要奉公守法守纪、清正廉

洁自律，通过合法劳动带领企业持续健

康发展，争做“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

模范，不做偷工减料、缺斤短两、以次充

好等亏心事，在遵纪守法方面争做社会

表率；同时，专注专长领域，加强企业质

量管理，立志于“百年老店”持久经营与

传承，把产品和服务做精做细，以工匠

精神保证质量、效用和信誉。

此外，作为市工商联副主席，市人

大代表，我还担负着代表全市广大非

公经济人士履行参政议政、推进我市

非公经济健康发展的重任。所以，在

今后的工作中我还将继续为政府与企

业家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商协会

之间沟通经济活动搭建好桥梁、连接

好纽带，传递企业家心声，为遂宁经

济发展添砖加瓦。

（全媒体记者 刘佳佳）

对话皮知明

党的十九大再度重申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 令人备受鼓舞

在遂宁，当人们一谈到兴和地产

时，除了肯定其发展成就，更对皮知

明和企业对公益事业的热情和付出，

高度赞誉。

立足遂宁近 20 年来，秉承“诚信、

创新、高效、和谐”的企业精神和“发

展企业经济，回馈社会民众”的经营

理 念 ，无 论 是“ 希 望 工 程 ”“ 安 居 工

程”，还是社会慈善公益事业，都能看

到兴和地产的积极参与的身影。

据了解，公司为百余名贫困大学

生捐资助学，帮助他们圆了大学梦；

为贫困山区架桥修路，资助乡村文化

建设；帮扶困难家庭及弱势群体，支付

患绝症病人药费；捐助“中国残疾人艺

术团”赴遂励志慰问演出活动、“大爱

天使行动”，资助“爱心之都”残艺晚

会，为地震灾区、地方体育事业的发展

等慈善公益事业出资出力……目前，各

种捐助捐款已达 1000 万元。

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皮知

明还担任了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

（YBC）四川办公室导师、四川省青年

创业促进会理事、四川省青年创业就

业基金会遂宁办事处副主任等职，为

青年们无偿提供创业启动资金和技

术、经验指导。

同时，作为市人大代表、市工商联

副主席，皮知明还多次结合自身职

务，认真履职尽责，就促进民营企业

发展、健全民营企业法治环境、振兴

实体经济等“多次发声”。

“《意见》提出，要弘扬企业家履行

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引导

企业家主动履行社会责任，鼓励企业

家干事担当，引导企业家积极投身国

家重大战略。多年来，兴和地产一直

都是这样做的。”皮知明表示：今后，

兴和地产还将满怀履行社会责任的荣

誉感和使命感，在做强做优做大企

业，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同

时，奉献爱心，参与光彩事业、公益慈

善事业，真诚奉献作为遂宁优秀民营

企业的感恩之心。

自 2010 年开始，随着国家一系列

房地产调控政策相继出台，房地产市

场宣布从“黄金时代”步入“白银时代

“”。市场跌宕起伏，瞬息万变，善驭

者左右逢源，不善驭者一筹莫展。

然而，早在几年前，兴和地产就开

始尝试转型创新发展，这不仅为公司

的多元化经营打下了基础，也为公司

多几条腿走路助稳了根基。2014 年，

挺进德阳、中江、南充、巴中、绵阳、沈

阳等城市，德阳·金江国际、南充·环

球金贸中心、巴中·江湾城等相关项

目遍地开花、且销售喜人。 2014 年，

兴和地产还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除了在遂宁投资打造相关文旅小镇，还

把文旅产业的触角拓展国外。在日本，

公司借助当地电子商务、文旅平台，和

当地相关酒店、文化龙头企业，打造现

代文旅项目，拍摄电影，截至目前，在

日本参与拍摄的三部电影，均反响良

好，票房大卖。皮知明介绍，日本动漫

产业在全球领先，下一步，公司还将充

分借助日本动漫文化优势，在动漫故

事、题材、版权等加强交流合作……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除了要做好

传统业务，还一定要有更长远的目

标、更远大的抱负、更创新的理念，不

断适应新时代要求。”皮知明说，“经

过多年改革探索，我国已经积累起了

雄厚的经济实力，但原有的经济模式

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正如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

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

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

任重道远’等。因此，《意见》鼓励弘

扬企业家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

的精神。”

“对于企业家来说，就是要拿出以

创新为底色的开拓、冒险、担当精神，

深刻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逻辑，

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企业持续

健康发展、履行社会责任，作出一份

新的贡献。”他这样对记者说。

1998 年，在国有企业从事管理工作

的皮知明，主动放弃“金饭碗”端“泥饭

碗”，创建了自己的企业四川兴和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由此，开始了他的创

业之路。

从兴和苑、翠谷地、安居印象、遂

宁花园—未来城到南滨帝景，从兴和

铂金公馆到帝一江岸，以皮知明为

“舵手”的兴和地产，紧跟遂宁的发展

脚步，深耕于遂宁楼市。兴和地产成

长壮大的历程也折射着遂宁城市建设

的缩影。

19 年的时间过去了，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皮知明始终以一股拼搏和

冲锋的精神，带领着兴和地产在遂宁

开创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兴和地产

的房地产开发不仅做得风生水起，

公司在涉足的建设工程、劳务服务、

商贸流通、文化娱乐、酒店经营、现

代金融、电子商务、旅游发展等多个

产业中也成绩斐然，并先后获得了

“全国用户满意企业”“全国质量无

投诉”“价格诚信单位”“AAA 级信用

企业”“优秀民营企业”等荣誉，连续

10 年获得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其中，公司参与开发的“未来城”

被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列入“中

国绿色生态文化楼盘”，被四川省人

居环境评审组委会评为“四川最佳人

居环境精品楼盘”。

日不移影，稍纵即逝，明年，兴和地

产即将迎来 20 年全新节点。回首一路

走来的创业路，一路风雨兼程，几经艰

辛 ，几 经 坎 坷 。 皮 知 明 感 慨 颇 多 ：

“1998 年，20 岁那年，我准备辞去国有

房地产开发企业工作，当时，亲戚、朋

友都不支持。如果当时我只顾坐享

‘铁饭碗’，或是没有坚持下来，就不会

有今天的兴和，更不会有今天的我。事

实上，社会也恰恰需要这样敢想、敢拼的

企业家精神。”

皮知明表示：“在中国将近 40 年的

改革开放中，正是很多优秀的企业家，

他们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于我

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在遂宁，也是如此。”

“当前，经济大环境进入常态化，

这更需要建立起与之适应的现代化经

济体系，需要更多的优秀企业家发挥中

流砥柱的作用。”皮知明说：“此次《意

见》高度肯定了企业家的精神及作用，

其中，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舆论环境，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完善企

业产权法制建设等内容，无疑给了更多

企业家以鼓舞和信心，为他们继续充分

发挥企业家积极作用吹来了东风。”

谈企业创新发展：一定要有更长远的目标、更远大的抱负

谈企业社会责任：做强做优做大企业之时 不忘初心、回馈社会

谈近20年地产创业路：社会需要敢想、敢拼的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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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知明：在我看来，遂商有两种范畴，一是

遂宁本土的企业、经商者；二是来自外地、投身

遂宁建设的开拓者们。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民营企

业的不断壮大，各类商会、协会组织蓬勃兴起。

而我市也积极拓展异地商会版图覆盖面，努力

发挥异地商会助力家乡经济社会建设的作用。

去年，我们还启动了遂商联盟建设，建立了遂商

基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互动。

“遂商基金”建立后，重点围绕遂商返乡兴

业发展和在遂企业的优质项目、优质股权和遂

商返乡发展产业园区、遂商大厦和城市基建、

PPP 项目，以及遂宁区域内的大型国有企业、民

营企业，这既能支持遂商返乡发展，又能在更大

范围、更高层次促进遂商互助合作。

这几年，全国民营企业在各地的投资增速

其实是有所下滑的，除了与经济大环境有关，信

心不足也是一个原因。《意见》的出台，不仅可

以令本土企业受到鼓舞，相信也会增加外地遂

商继续在遂宁加大投入的信心，并进一步带动

他们抱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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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遂宁，一说到兴和地产，大家都会敬佩地竖起大拇指。作为全市房地产行业的骨干企业，兴和地产为遂宁的城市建
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而董事长皮知明和其公司对公益事业的热情和付出，更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这是在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以后，党中央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部署中作出的一个重要决策，令人备受鼓舞！”9月下旬，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发布，在采访中，皮知明向记者表达了他的感想。

恰逢党的十九大召开，当聆听到报告再度重申这一要求，皮知明更加振奋。他表示：“这表明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的关键时刻，充分发挥企业家的积极作用，已经在国家层面受到高度重视，这无疑给企业传尤其是房地产业，传递了极大
的正能量，吹来了东风，这将激励企业继续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市工商联副主席、四川兴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皮知明：

《意见》提振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需全力发挥
积极作用

谈
企
业
家
精
神

皮知明：企业家作为中国企业最稀缺和最

宝贵的人力资源，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因子，

是创新的主体。无论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还

是培育新的增长点，都需要依赖一大批具有创

新精神和能力的企业家。

我认为，企业家精神，实际上就是一种艰苦

勤奋精神。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涌现的一些

优秀企业家，都是在计划经济的旧体制中冲杀

出来的，改革开放为他们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

他们之所以能成功，关键还在于他们自身所具

备的艰苦奋斗勇气和精神。

当下，新兴事物不断涌现，产品、观念更新

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尤其是“互联网+”的出

现，改变了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也

对传统行业带来了摧枯拉朽的影响。作为企业

的掌舵人，要发扬企业家精神，需要不断更新自

身知识、技术储备，做时代“弄潮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