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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连心桥”力挺“自己人”
——海南省工商联（总商会）五年工作综述

五年砥砺奋进，一路担当开拓。
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过去五年，省工商联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工商联和省委统战部的有力指导下，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牢牢把握“两个健

康”主题，与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一起，凝心聚力、奋发进取，推动我省民营经济走向自由贸易港建设更加广阔的舞台，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

今年5月10日，民营经济代表人士
座谈会在海口举行，来自不同行业的代
表齐聚一堂、共话发展。

“作为新时代企业家，我们要向实处
干，继承发扬老一代企业家的创业精神
和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光荣传统。”
会上，民营经济代表人士、海南浪潮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昂谈道。

现场的有感而发，离不开理想信念
教育的持续深化。过去五年来，省工商
联切实发挥党和政府联系民营经济人士
的桥梁纽带作用，紧紧扭住民营经济人
士理想信念教育这个“牛鼻子”，把牢方
向、凝心铸魂，引导民营经济人士不断筑
牢共同奋斗思想政治基础。

不久前，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商会党
支部开展了一次主题党日活动，党员们走进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缅怀革命先烈，
重温入党誓词。“支部组织生活越抓越规范，
我们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扎扎实实把
企业做好。”商会党支部书记周生说。

“党旗红、事业兴。”企业建在哪里，
党建就跟进到哪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
作用就体现在哪里。

近年来，省工商联不断加强非公经
济组织党建工作，进一步规范所属商会
协会和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持续推进

“两个覆盖”，提升民营经济领域党建工
作质量。据统计，2018年省非公有制经
济组织综合党委成立以来，所属基层党
组织发展到1163个，其中党支部975个，
党员共21144名，创建35个党建示范点
和4个党群服务中心。

面对“大战大考”，我省民营企业和
民营企业家以实际行动锤炼党性，在奋
斗中彰显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时间回到2020年1月，在欣龙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龙控
股）中试熔喷线车间内，机器轰鸣。

“作为海南从事口罩和防护服生产所需
的重要原材料生产商，集团要求相关子公司
的车间不放假、不停机，加紧生产，尽最大努
力为下游口罩、医用防护服等产品的生产厂
家保障原料需求。”欣龙控股副总裁何励说。

不止是欣龙控股。面对突如其来的
疫情和防疫形势，海南民营企业以强烈
的社会责任意识，积极投身疫情防控阻
击战，共776家民营企业和商协会参与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捐赠达3.78亿元。

2020年9月，欣龙控股和三亚凤凰
国际机场党委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海马集团等
10家民营企业和省医药协会等5家商协
会，被全国工商联评为抗疫先进单位。

在助力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中，亦不乏
民营企业的身影。省工商联全力推进“百企
帮百村，千企扶千户”精准扶贫行动，累计有
1005家民营企业参与帮扶1343个村，实施
帮扶项目2307项，投入帮扶资金约8.99亿
元，累计帮扶贫困人口27.07万人次。

实践证明，民营企业及其广大党员、
职工是一支有信仰、有担当，危急关头冲
得上、打得赢的队伍。对党的忠诚信仰，
持续渗入民营经济人士的精神肌理。

铸心魂
把好定盘星，加强政治引领

数说民营经济这五年发展

截至2022年4月

民营企业由16万户

增长到66万户

谋长远
强化自身建设开新局

“2020年7月，我们在上交所主
板上市，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公布以来海南首家上市企
业。”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葫芦娃药业）董事
长、总经理刘景萍说。

当前，这家成长于海南的儿药
企业，正大力引进研发人才，提升科
研成果转化，并依托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区位优势，和全
球优秀企业洽谈合作。而刘景萍本
人，当选为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在
会上积极履职。

从一个个消息中，有人读到抓
住机遇、善作善成，有人看到民营企
业家及其所在的企业齐步走上健康
发展轨道。

“两个健康”是一个有机联系、
相互作用的整体。对民营企业、民
营企业家，工商联部门既注重从思

想政治上夯实健康发展之基，也关
注具体发展动向，多维度着眼，积极

“耕好”发展环境等“沃土良田”，切
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
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在推动政商关系上，致力于推
行健康的“交往之道”——

今年初，由省工商联积极协助出
台的《海南省政商交往行为指引清单
（试行）》正式发布，提出公职人员政
商交往10项正面清单和5项负面清
单，明确企业家政商交往的5项正面
清单和6项负面清单，推动全省党政
机关和公职人员依法依规、坦荡真诚
同市场主体和企业家接触交往。此
外，我省通过廉商建设，积极引导民
营企业家明道路、明道德、明道义、明
道理，守住“七不”经营底线。

健康的“交往之道”，让公职人
员与民营企业家交“亲”“清”型朋

友，知企业冷暖，解企业所困，为海
南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条
件；民营企业家心无旁骛创新创造，
踏踏实实办好企业。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引导民
营企业蹚出健康的“发展之路”——

截至目前，我省已连续4年开
展海南民企100强发布，创新开展
科技民企研发投入50强发布，树立
高质量发展标杆。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从 2019 到
2021年，我省科技型民营企业数量
连续三年保持40%以上增速，占全
省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90%以上。

当前，我省推动民营经济向产
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向创新驱动
转换、向现代治理转型，做实做好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篇大文章。

在解忧纾困上，致力于为民营
企业、民营企业家打造健康的“成长

环境”——
省工商联畅通服务工作机制，

创新调研方式，积极增进政企沟通，
以“自己人”的心态听取“自己人”的
反映和诉求，敢于善于为民营经济

“代言”。五年来，累计向全国工商
联、省政协提交团体提案47件。

与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联合开展“春雨润苗”专项行动；配
合省委统战部会同海口农商银行，
建立综合评价等级结果共享银行信
贷政策和服务机制等，省工商联以
系列举措，积极帮助民营企业翻越
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
的“火山”。

大力为民营经济解忧纾困，是
要真正把民营企业家看成是“自己
人”，高看一眼、厚爱三分。进一步
关爱民营经济，营造亲商尊商、稳商
安商的浓厚氛围。

促发展 搭建广阔舞台，促进“两个健康”

乘着夏日海风，李书福与海南
再次“见面”了——

今年6月，省政府与吉利控股
集团在海口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作
为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现
场见证签约，笑意写在脸上。

一年多前，2021年4月26日，在
浙江民企海南自贸港建设学习考察
活动上，李书福谈道：“我有海南情
缘，我们希望在海南做一些符合自贸
港建设方向的项目，一起努力把海南
建设得更美丽。我对未来吉利集团
与海南的深化合作充满信心。”

招商活动，让合作的种子发芽
壮大。

近年来，省工商联先后承办浙
江民企海南自贸港建设学习考察活

动、2020年民营企业助力海南自贸
港建设投资对接峰会等一系列大型
招商推介活动，为自贸港谋实招“引
企业”。

“我们还密切配合全国工商联
做好民营企业家来琼调研，促成37
家省外企业与省内5家产业园区达
成投资合作并签订意向书。”省工商
联有关负责人表示，省工商联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积极牵线搭桥，服
务招商引资引智，积极参与海南自
贸港建设。

2021年2月，一场“多会合一”
的活动在昌江黎族自治县举行——
在“省工商联八届五次执委会议暨
昌江县招商推介会”上，昌江与多家
民营企业进行项目签约，现场签约6

个项目，总金额136亿元。
从省一级到市县一级，从推介

会到实地考察，从促成合作到项目
落地……省工商联积极发挥自身优
势，搭建海南民营经济投资平台，服
务区域经济发展，团结和引导广大
民营企业共同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作
出新的贡献。

当前，海南自贸港是一片开放
高地、创业热土。如何营造法治化、
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

2018年，省工商联率先在全国
建立起省级民营经济发展软环境评
价机制。在四年间，该项机制得到
不断推进与升级，进而形成海南民
企评营商环境工作，着力构建“企业

说了算”的评价体系，引导民营企业
家“唱主角”。

目前，海南民企评营商环境的结
果已纳入全省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与
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办公室的
评价结果相互印证，更加全面准确反
映海南省当前营商环境现状。

见微知著。近年来省工商联
“多箭齐发”，推动营商环境不断优
化，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五年来，全省民营经济得到长足
发展。截至2022年4月，民营企业
由16万户增长到66万户，增加3.1
倍，占全省企业总数的 98.02%。
2021 年 民 营 经 济 实 现 增 加 值
4496.89亿元，占全省同期GDP的
69.4%。

抓机遇 服务大局，参与自贸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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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企兴万村”海南行动启动大会。

省工商联八届五次执委会议暨昌江县招商
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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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潮汕商会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琼海市工商联企业家疫情防控爱心捐助仪式。

一个小小定安粽，蕴藏令人惊喜的“能量”。
“据测算，从去年端午节结束到今年端午节

结束，我们直接带动定安粽子产业实现产值5.43
亿元、直接带动就业人口2万人。”说起定安粽子
产业发展，定安县工商联副主席、定安县粽子协
会会长王沸健列举了一组数据。

该协会刚成立时，会员企业只有9家，如今这
一数字已增至53家。以企业为纽带成立商会，企
业之间的联系更紧密。对此，王沸健感触颇深。

“协会成立前，大家各干各的、一盘散沙，生
产水平不高，多停留在家庭小作坊阶段。”王沸健
说，有了协会后，通过技术培训提高生产水平、进
行统一品牌推广途径，“我们不仅将粽子卖到更
远地方、卖出更多数量，还卖出更好价格！”

协会里传递出的“粽子故事”，是省工商联不
断夯实基层组织建设的生动注脚。过去五年，以

“三张网”建设为着力点，我省构建起“纵向到底、
横向到边”的工商联组织网络体系。并以所属商
会改革发展为契机，重点打造行业商协会网。

看数量，来之不易。去年6月2日，洋浦经济
开发区商会揭牌成立，标志我省首个园区商会正
式诞生。此外，省工商联指导推动各市县成立
175家乡镇（街道）商会，覆盖率达87.2%，海口、琼
海等13个市县实现全覆盖。

看成绩，表现不俗。目前，全省工商联所属
商会共424家，其中本级所属商会132家。海南
省湖南商会、琼海市中原镇商会、定安县粽子协
会等15家商会获评全国“四好”商会；79家商会
获评省级“四好”商会。

看活力，内外兼修。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联
系商会协会机制已建立，党委、政府与商会协会
之间搭建起沟通平台；与境内外琼籍社团加强联
系，构建琼籍社团网；与全国各有关省市25家异
地海南商会、38家琼籍境外海南社团建立联系。

此外，过去五年，省工商联自我加压、大胆突破，
在强化执委队伍建设、提高机关履职能力等方面亮
点不断凸显，工商联和所属商会焕发出新的生机。

凝心聚力向未来，以梦为帆济沧海！
未来，省工商联将牢记嘱托、坚定信心、团结

奋斗，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力，促进民营经济人士
高素质成长；强化服务能力，促进民营经济实现
高质量发展；强化改革创新能力，全面加强工商
联系统自身建设，为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