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 弘扬企业家精神，首
先要履行好企业的发展责任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总书
记也指出“企业家爱国有多种实
现形式，但首先要办好一流的企
业”。 这是中国企业在新时代最
为崇高的使命与追求。

宝丰一直致力以煤替代石
油，规模化、一体化、高端化、清
洁化发展现代煤化工产业，为
填补国内高端化工产品进口缺
口、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不懈奋
斗。 目前，公司的产业规模、技
术水平、 发展质量均处于行业
领先地位。 当今世界， 风云变
幻；大疫之年，百业维艰。 面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能源安全
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
我国是“富煤、贫油、少气”的国
家，这一资源禀赋，决定了高质
量发展现代煤化工， 用煤替代
石油生产聚烯烃等高端化工产
品，对优化我国能源结构、降低
进口依赖、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为此，作为
市场主体一员， 宝丰主动融入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积极承担
企业发展责任：

一是聚焦主业， 逆势发力，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担当助力。 今
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大部分行
业遭受严重冲击，许多企业被迫
收缩、甚至关停。 面对“生死大
考”， 我认为， 一方面国家有需
要，企业就要有担当；另一方面
在行业周期低谷、 市场低迷期，
是危机但也蕴含着新机。 比如，
建设成本相对更低，更有利于引
进先进技术、高端人才等。 为此，
宝丰选择了逆势而上，我们根据
国家战略发展需要， 坚守实业，
聚焦主业，投资近千亿元分别在
宁夏、 内蒙古新建煤制烯烃项
目。 所有项目计划 2 年内全部建
成投产，届时公司将跃升为国际
行业龙头，同时为填补我国聚烯
烃供给缺口、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做出新的贡献。

二是推动创新， 科技赋能，
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十九届五
中全会以及今年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多次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 为此，我们以产业需求和技

术变革为引擎，着力推动现代化
工技术升级、产业升级、产品升
级和质量升级；并大力推进产业
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再造，系统
性引入 5G 等先进技术， 全新打
造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的“智慧
工厂”， 力求对传统工业的运行
管理模式进行颠覆性变革，实现
工业的信息化、自动化、数字化
和智能化发展，着力提升产业链
现代化水平，示范引领行业高质
量发展。

三是增加税收， 促进就业，
持续提升企业的贡献度。 随着企
业的不断壮大，宝丰员工已接近
2 万人， 每年纳税近 30 亿元，努
力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就业
作出贡献。 今年疫情暴发以来，
我们积极克服困难，全年保持产
业链满负荷生产， 坚决做到了

“不减产、不减员、不减薪”。 未来
几年，随着新建项目的陆续建成
投产， 公司还将新增员工 10000
余人， 税收贡献实现翻番增长，
努力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一份重要力量。

第二，弘扬企业家
精神，要尽企业所能履
行社会责任

我始终认为，一个
不能赚取经济利益的
企业不是一个好企业，
但一个只追求经济利
益的企业也绝不是一
个优秀的企业。 承担社
会责任、追求社会价值
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
这也是企业家与普通
商人的根本区别。 在新
时代，企业家既要追求
商业价值，更要饮水思
源、回报社会，主动追
求企业社会价值的最
大化。

宝丰发展到今天，
正是赶上了改革开放
的大好政策，我们的一
切，都是党给的、国家
给的和社会给的。 因
此， 从宝丰成立以来，
我们就将“做对社会有
价值的企业”作为发展
使命，积极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 2011 年，我们

成立了燕宝慈善基金会，每年拿
出企业 10%的利润，大力发展公
益慈善事业。这些年我们投入最
多的就是教育精准扶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站
在治国理政的高度， 在全国范围
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 向全国
人民做出了庄严承诺。 实现这一
历史伟业， 就需要全社会的共同
参与。十年来，我们聚焦宁夏深度
贫困地区，大力开展教育扶贫，精
准施策、久久为功，全力帮助贫困
地区的孩子依靠知识改变命运，
进而带领家庭摆脱贫困、 彻底挖
断穷根。截至今年，我们已累计捐
资 22.83亿元， 累计资助了 22.29
万名宁夏籍学生，让 20 多万家庭
从中受益，已有 12 万多名受助学
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 成为家庭
的经济支柱，实现“一人成才，全
家脱贫”。 此外，我们还积极参与
移民扶贫，为宁夏 5000 人以上的
移民扶贫安置区， 捐建了 9 所学
校、17所卫生院，积极助力宁夏打
赢脱贫攻坚战。

时至今日，经过全社会多年
艰苦卓绝的奋斗，我国脱贫攻坚

的目标任务已如期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彻底消除了绝对贫
困，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
重大胜利。 我们也为有幸参与到
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斗争中，而
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后小康时
代，相对贫困、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仍将存在，因此，巩固
脱贫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将成
为新的时代课题。 今后，我们还
将继续秉承公益精神，坚持把教
育助学做下去，帮助宁夏更多的
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开创更加
美好的未来， 为接续乡村振兴、
促进共同富裕再建新功。

第三， 弘扬企业家精神，还
要承担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
历史使命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已对人
类构成了严重威胁，应对气候变
化已成为世界重大问题。习近平
总书记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上
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
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
施，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 争取 2060 年前
实现碳中和。 这是我国应对气
候变化， 向国际社会作出的郑
重承诺， 也是向全国发出的减
碳动员令。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对推动“碳达峰、碳中和”
也作出明确部署， 其中强调要
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能源
结构， 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
大力发展新能源。

在“碳中和”愿景的引领下，
宝丰正在为应对气候变化，推动
碳达峰、 碳中和做出积极努力。
一方面，我们捐赠 1 亿元设立了
清华大学全球气候变化与绿色

发展基金，建设“气候变化全球
行动“平台，支持开展应对气候
变化和绿色低碳发展的相关政
策研究、宣传倡导工作，以及国
际交流合作等。 另一方面，我们
将“低碳革命”纳入公司未来重
大发展战略，并将其作为践行公
益的新方式，正在筹划成立宝丰
碳中和研究院，将与国内一流科
研院所合作，大力开展碳中和相
关技术研究及示范应用。

众所周知， 氢能是国际公
认的最理想的清洁能源， 用太
阳能电解水制氢替代化石能
源， 并推动氢能源与现代煤化
工耦合发展， 已成为一个重要
的研究和实践方向， 未来必将
在降低碳排放、 应对气候变化
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我们正
在创新打造全球规模最大的太
阳能电解水制氢项目， 未来还
将不断扩大规模， 着力构建新
能源与化石能源全面融合的

“低碳能源生态圈”， 加快新能
源替代化石能源进程， 促进传
统产业减排脱碳。 我们计划，力
争用 20 年时间，实现企业“碳
中和”发展目标，为行业做出引
领，积极为国家实现“碳中和”
目标助力， 也是全球化工企业
中唯一率先提出企业碳中和目
标的。

总之，推动中国经济提质增
效、行稳致远，企业家任重道远；
创造社会价值、促进社会文明进
步，企业家责无旁贷。 我相信，通
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中国企业家
精神、中国公益精神，必将在新
时代发扬光大、绽放异彩，为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伟
大“中国梦”汇聚起磅礴力量！

宁夏宝丰集团董事长党彦宝

弘扬企业家精神 践行新时代使命
很高兴与各位新老朋友相聚 2020 中国公益年会， 共同盘点公

益成就，展望公益未来。 刚才聆听了几位嘉宾的演讲，让我受益匪
浅。 也很荣幸，借此机会，就“弘扬企业家精神，践行新时代使命”与
大家分享交流。

谈到企业家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企业家要带领企业战
胜当前困难，走向更辉煌的未来，就要弘扬企业家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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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我们提出
了明确要求和殷切希望。在新时代，弘扬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就要肩
负时代使命，履行对国家应尽的责任，创造对社会有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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