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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天下吉商 共谋振兴发展

花拾

吉商寄语

吉商论“谏”

以“吉”为号，以“会”为令，吉商凝神

聚力，吐气开声。7月28日下午，长春益

田喜来登酒店花木葱郁，人群如织，吉商

发展高峰论坛在这里举行。来自海内外

的吉商代表、专家学者与我省各界人士

汇聚一堂，共话桑梓之情，为吉林新一轮

振兴发展共谋腾飞大计。

吉林该如何突出科技创新的核心地

位，推进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

的发展模式？吉林该如何打好服务业发

展攻坚战，实现服务业规模明显扩大、比

重明显提高、功能明显加强？作为农业

大省，吉林该如何发展壮大优势产业，加

快农业现代化步伐？高峰论坛内容丰

富，引人深思。

使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孙进教育集团董事长孙进：吉林

省科技优势明显，但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率

不高，科技优势没有完全转化为经济优

势，核心和关键技术仍受制于人，处在市

场分工和价值链条的低端。参与此次全

球吉商大会，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吉林

籍企业家，还有来自全球各地、包括经济

发达国家的吉林籍企业家。他们的到来，

能给吉林省带来很多创新驱动的思路、资

源和信心。通过大会这一平台，吉林省内

更多的企业家能得到启示和启发，同时进

行资源整合，对吉林省经济创新驱动和企

业创新管理必将起到促进作用。

加拿大温德米尔集团公司董事长李

琦：目前，吉林正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

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加快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如何让房地产业健康

有序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的问题。目前，加拿大将很多高科技与

房地产业有机结合起来，对完善城市基

础设施、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有着积极的

意义。这次我主要想考察一下长春的房

地产业，考虑把加拿大相关的高科技技

术带来，希望能找到合作意向。吉林省

要立足创新发展，发挥科技、教育、人才

等优势，深化科技研发体制改革，促进科

技成果市场化，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

业态，强化质量、标准和品牌建设，真正

使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深挖服务业发展的“富矿”

吉林省黑龙江商会会长刘长春：吉

林省目前正在开展服务领域攻坚战。在

国家提出“互联网+”战略的大背景下，广

大吉商该深入推进“互联网+”行动，促进

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技术创新成果与经

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发展分享经济，

推动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同时，加快

互联网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开展物联网

试点。推进“智慧吉林”建设，扩大在智

慧政务、智慧民生等领域的应用服务。

积极培育互联网企业，加强与其他领域

的知名企业在电子商务、大数据等方面

的合作，提升企业发展层次。

日本吉林总商会会长庄旭：日本的

养老业和旅游业非常发达、经验丰富。

此次参加全球吉商大会，我想到吉林市

和长白山深入考察一下养老业和旅游

业，把日本先进的管理经验、管理技术等

引进家乡，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同时，

希望吉林积极发展家庭服务、健康服务、

养老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培育发展服

务外包、物联网等新型业态。希望政府

相关部门加大市场准入、财政扶持、税费

减免、土地利用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农业要走“精品路线”

桂林市家源生态农业公司董事长王

忠友：希望家乡的农业走精品路线。目

前，很多农民都是把自家地里生产的玉

米、土豆、地瓜等农作物直接卖掉，没有

走农产品深加工路线。其实，这种传统

的生产方式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

需求。现代农业，从生产、运输到销售，

都有一个科学严谨的标准，包括市场化

管理、可追溯技术，都应该充分运用到现

代农业发展中。希望家乡能加快转变农

业发展方式，调整农业结构，突出发展效

益型、规模型、特色型、生态型、安全型、

智慧型农业，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云南东北商会会长王忠武：借助此次

全球吉商大会的契机，世界各地的吉商应

该整合资源，通过沟通交流、合作互助，提

升企业整体素质。吉林省是农业大省，云

南的农产品加工业也发展迅速。我此次

计划去农安县考察，想将当地丰富的农业

资源与云南的农产品加工技术有机结合，

寻求合作项目，达成共赢。

分享经验，共享资源。谋划当下，期

冀未来。相信广大吉商必将以更广阔的

胸襟、更开放的思维、更坚定的步态，越

来越自信地演绎“吉林精彩”。

压题照片：7月28日，吉商发展高峰

论坛在长举行。

本报记者 钱文波 杨光摄

共话桑梓之情共话桑梓之情 共谋发展大计共谋发展大计
——来自吉商发展高峰论坛的声音

本报记者 王子阳 王超 实习生 赵佳慧

汇聚全球吉商，首届全球吉商

大会搭建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

也为在外的吉商回乡投资兴业提

供了机遇。

吉林省黑龙江商会

常务会长 刘长春

首届全球吉商大会的成功召

开，让全球的吉商、企业家齐聚长

春，为吉林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

契机和商机。我觉得，这次大会影

响力之强是让人震惊的。虽然我

并不是吉林人，但是已经在吉林创

业生活27年了，吉林也是我的第

二故乡。我对吉林非常有感情，我

相信通过这次大会，吉林的经济将

会迎来巨大的变革，迎来新的发展

机遇。

赛伯乐投资集团

高级合伙人 李冬

我参加过浙商大会，也参加

过苏商大会。我们一直有一个

梦想，在家乡也能够参加一次这

样的大会。能够把离开家乡的

商界老乡们和在家乡努力的兄

弟们联系在一起。吉商大会实

现了我们的梦想。就我来说，想

为家乡作些贡献。一是要发挥

我们的投资力量，把我们在外面将近 30年得到的好经

验和好资源，特别是科技产业方面的资源带回来。二

是吉林有非常多的优秀人才，我们想在这里找一些家

乡的兄弟，一起打天下。

日本福仕控股集团代表 孙铁骑

我在日本生活26年了，回到家乡感到非常的幸福。

这次吉商大会是非常具有战略发展眼光的一次盛会。

我们也想通过这次大会和海内外的吉商沟通交流。吉

商大会最大的资源就是信息共享，来自不同国家、不同

区域、不同行业的人聚集在一起，对我们吉林的发展是

非常有意义的，吉林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走向世界。

长春市永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亘古

我相信每一位回到吉林的人都能深切感受到，吉林

变得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有自信，是让我们的梦想可以

实现的地方。长白山、松花江、黑土地是我们吉林的根、

吉商的魂，每一个走出吉林的人都对吉林有这个情怀。

吉商大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实现梦想的平台，在这

里更好地发展。吉林是一个有基础的省份，资源也丰

富。这次大会可以把从南到北，从外到内的资源更好地

整合到一起，把吉林建设得更好。

法国健康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尤世伦

吉商大会的成立聚集了各方面的力量，我们吉林的

商人在逐渐走向成熟，对吉林的发展会起到更好的促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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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寒暄，竟可能创造一次

难得的合作商机。吉林省林蛙产业商会

会长伊常青回想起早餐上的偶遇，兴奋

之情仍溢于言表。

7月28日，首届全球吉商大会开幕

当天。早上6时40分，伊常青来到长春吉

祥饭店的自助餐厅吃早餐。刚落座，与身

边的人寒暄了一句：“您是从哪里来的？”

对方答道：“青岛，您是做什么的？”“我是

吉林省林蛙产业商会会长。”

听到“林蛙”两个字，对方立刻饶有兴趣

地询问起了伊常青的具体工作情况并赞许

道：“林蛙这个产业太好了，大有文章可做！”

两人边吃边聊，就此打开了话匣子……

“可惜早餐20分钟的时间太短，我们

还要坐车去参加大会，不然能有更多的

交流。”后来伊常青得知，对方叫张平，在

青岛做金融投资，市场交易方面的工作，

随青岛吉商团一起来到吉林。“他们有好

的思路、资金、市场，咱们有产品、资源，

吉商大会的召开一定会为我们提供共赢

的合作平台，为吉林经济发展创造一个

良好的环境。”

“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回去后还会

有进一步的洽谈，深入地研究和探讨如何

把长白山的林蛙产业打进对方的市场。”对

于伊常青来说，这顿早餐非常有价值。

一顿早餐的价值
本报记者 李抑嫱

姜平，吉林市人，山东沃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同时也是淄博吉林商会副会长。作为一家高科技

企业，沃森生物科技正与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研究中

心合作，目前主要研究人体的基因检测项目。

说起创业的成功，姜平认为，敏锐的眼光、敢闯的勇气

和不懈的坚持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吉林人，家乡教会我的最重要的

事情就是凡事看准了就要去做！以前我在吉林市的一家国

企工作，2004年，因机缘巧合，我了解到山东有一个做医药

和生物科技的信息，于是就跟几个朋友商量了一下，觉得可

以尝试了解一下生物科技，之后就到处搜集资料，开始研究

这个领域。”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姜平对生物科技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凭着敏锐的眼光，姜平觉得这个领域有发展，就毅然

辞掉了原本稳定的工作，独自去山东创业。

谈到创业，姜平说：“员工的管理、客户每一次提出

的新要求都是创业会遇到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些都不是

困难。因为创业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自己遇到的问题

别人也会遇到，最重要的其实是坚持，我们吉林人从来

都不缺坚持，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坚持自己的想法，

只有坚持下去，才能看到成功的曙光。”

就是凭借着这股坚持劲儿，姜平的山东沃森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不断提升科研水平，积极引进国家“千人计

划”的高精尖人才，使得其科研技术一直保持在行业领

先水平。姜平认为，创新对一个企业是特别重要的，好

的企业一定要制定一个适合企业本身的发展目标，然

后努力适应市场，积极

创新。现在，沃森生物

科技公 司 通 过 技术 革

新，在基因检测科技的发

展上，已处于同行业中领

先地位。

坚持+创新
——山东沃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姜平的创业故事

本报记者 吕航

吉商
传奇

本报7月28日讯（记者粘青 王超）

今天下午，吉商发展高峰论坛在长春举

行。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

研究院名誉院长、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

席林毅夫出席论坛并作主旨演讲，省委

副书记马俊清出席论坛，省委常委、常务

副省长高广滨在论坛上致辞，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王云岫出席论坛，副省长姜

有为主持论坛，省政协副主席刚占标出席

论坛。

高广滨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

出席本次论坛的各位领导和企业家表示

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吉林发

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雄

奇秀美的白山松水、沃野千里的黑土大

地、包容多元的人文精神，孕育了独特的

商业文化，也造就了吉商“重德重义、敢闯

敢为、善融善创、思源思报”的精神品格。

一代又一代吉商不畏艰险、勇往直前，书

写了一个又一个商业传奇，成长出一批又

一批知名企业家。今天的吉商，已经成为

纵横商界、创富国家、回报家乡的重要力

量，正在合心合力谱写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吉林篇章。近年来，在国家振兴东北战略

的支持下，在社会各界包括广大吉商的共

同努力下，吉林振兴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新机遇、新使命，需要我们共同展现

新的更大作为。这正是我们举办这次论

坛的主题所在和初衷所在。他强调，本次

论坛，汇聚了海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和吉商

企业家代表，这必将为我们提供一场智慧

交融的思想盛宴。希望大家在相互交流

中都能有所收获，也希望这次论坛，能够

成为广大吉商凝聚共识、增进情感的重要

平台，成为发现商机、加强合作的重要载

体，更成为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全

新起点。

吉商发展高峰论坛是首届全球吉商

大会三项重要活动之一，由省委、省政府

主办，省发改委承办。论坛上，林毅夫围

绕“十三五”期间产业的转型升级，深入

剖析东北经济的比较优势，提出经济转

型发展的方向、路径和政策选择；来吉林

投资的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就吉

林省生态产业发展前景和机遇阐释自己

的理解和看法；吉林籍走出去成功创业

的四环医药控股集团主席车冯升就如何

将吉林省医药产业由大做强提出自己的

观点和意见；吉林本土知名企业家吉林

通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吉宝就

延伸汽车产业生产链条、提升吉林省装

备制造业水平提出自己的思路和考虑。

此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将激励广大吉商

在吉林新一轮振兴发展的道路上积聚新

能量、释放新干劲、创造新辉煌。

智慧交融 思想盛宴

吉商发展高峰论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