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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十大渝商评选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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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渝商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为
把民营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献力献
智。9月6日上午，在第六届十大渝商评
选颁奖典礼举行之前，一场“高质量·新
发展——2018渝商发展圆桌会”在重庆
日报报业集团举行。

重庆市工商联、重报集团、两江新
区、华夏银行重庆分行，以及获评第六届
十大渝商、十大新锐渝商的企业家等30
多位政商界嘉宾畅所欲言。

渝商发展迎来好时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民营经济指明了
发展方向。今年重庆两会，首次将“渝
商”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激发和
保护企业家精神，打造有梦想、有情怀、
有作为的“渝商”队伍。这全面展示了重
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的决心。

不仅如此，刚刚过去的7月，重庆在
全市民营经济工作会上，为民营经济的
发展“谋篇布局”，提出“高站位、高质量、
高效率、高素质”，调动一切力量、激发各
方潜能、利用各种资源，努力把民营经济
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这是我们渝商谋求新发展，展示新
作为的最好时机。”参加圆桌会的十大渝
商、十大新锐渝商在发言中肯定了一系
列民营经济发展政策，这为渝商新发展
带来了系列红利，同时也为渝商新发展

提出了新要求。
与此同时，由重报都市传媒重庆晨

报和重庆市总商会发起并开展的“十大
渝商评选”，依托媒体发掘和平台宣传，
既赋予了渝商荣誉，同时也体现了媒体
的责任担当。正如重庆晨报总编辑刘长
发说，渝商是中国企业家群体中，一个值
得尊崇、也很有作为的群体。他们是我
们身边经济动向的“先知先觉者”，也是
繁荣城市经济、造福市民群众的活跃力
量。无论是在过往历史上，还是当今现
实中，分享他们的故事和案例，总会让我
们获益良多。

群策群力共筑渝商发展新引擎

在圆桌会嘉宾发言阶段，重庆市工
商联党组成员、副巡视员谢华民，华夏银
行重庆分行副行长林竞，两江新区党工
委宣传部部长张黎先后分享了助力渝商
创新创业，实现新发展的观点、建议和行
动。

谢华民在发言中通报了一组成果。
2017年，全市民营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
占比超过五成，吸纳就业人数占比超过
八成，年度新增城镇就业人口有九成去
了民营企业。

“重庆晨报开展的年度十大渝商评
选，就是对渝商这些贡献的有力肯定。”
谢华民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林竞的认
同。林竞说，依托重庆晨报开展的十大
渝商评选，华夏银行重庆分行更紧密地
实现了与渝商的合作。

在9月6日下午的第六届十大渝商
颁奖典礼现场，华夏银行重庆分行与4
家渝商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竭力支持渝
商企业发展壮大。

不仅有行动，林竞还有建议。她在
发言中回顾了去年与重报都市传媒渝商
工作室团队一起走访民营企业的感受，
深深地被渝商企业家所展现出的敬业精
神和社会责任感所打动。同时，林竞还
表示，在创新驱动的指引下，携手渝商必
定相得益彰。

把渝商做成商界航母

“我的祖籍在江苏，但我更爱重庆，
感谢包容、大气、耿直的渝商特性，让我
们在这块热土愉快、幸福地创业。”这一
翻肺腑之言，出自攀华集团重庆万达薄
板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兴华，目前该公司
已在石柱、涪陵、长寿等区县投资了上百
亿元。

让李兴华豪掷百亿，当然是因为他
看到了重庆的优势。

李兴华说，重庆通江达海，水运成本
低，长江水道是西南其他城市无法比拟
的，向西有中欧（重庆）班列，可以带领渝
企走向“一带一路”。

“我们一定不能错过重庆的发展机
遇，渝商在这里可以大展宏图。渝商将成
为商界航母，在商海里乘风破浪！”李兴华
看到的机遇，同样也被重庆江通新型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彭贤俊所认可。

彭贤俊说，重庆拥有发展民营经济

的良好条件，有利于民营企业在新常态
下实现转型升级，从而“弯道超车”。在
抓住机遇、苦炼内功的同时，民营企业还
应该牢固树立合作意识、服务意识、创新
意识和品牌意识。

在圆桌会发言嘉宾中，李伟是一名
80后渝商，他是重庆海集农业开发公司
董事长。

李伟说，读书时就看着渝商的传奇
创业故事长大，今天能作为渝商中的一
员，并获得“十大新锐渝商”荣誉，非常激
动。目前，他的企业正在朝着农业智能
化、共享田园等创新领域摸索。

“我们的目标是做好自己，做好企业，
以新渝商、新作为，竭力将渝商打造成为
商界航母。”与会的十大渝商和十大新锐
渝商表示，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与重报集
团媒体矩阵一起，向着这一目标迈进。

不遗余力为渝商点赞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重庆

日报报业集团产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管洪说，渝商这个品牌，是重庆民营经济
的一块金字招牌，同时，也是重报集团坚
持13年倾力培育和打造出的。“十大渝
商”这一品牌，为重庆这座城市形象推广
贡献了媒体力量。

重庆晨报与市工商联已共同举办
六届“十大渝商评选”，推选出近百名
年度“十大渝商”。细数十多年来，重
庆晨报用了2000多个版面，详尽梳理
渝商的文化传承，先后对千余名渝商
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报道，宣传他们的
创业故事和爱国精神，客观推动了渝
商参与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建设的热
情。

管洪说，近年来，重报集团紧紧抓住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机遇，基本实现了
传统媒体向新兴媒体的融合转型，推动
和壮大发展了文化产业。重报集团的传
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和综合实
力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传播手段、传播能
力、传播效果大大提升，从原来日均影响
不到200万，到现在每天受众突破1亿，
达到重庆有史以来媒体覆盖面最大的一
个时期。

管洪表示，下一步重报集团将通过
各个平台把渝商服务工作做得更好，促
进合作共赢。不断塑造和培育这一品
牌，挖掘渝商品质，弘扬渝商精神，不遗
余力地为渝商点赞，为民营经济发展鼓
与呼。

“高质量·新发展——2018渝商发展圆桌会”举行

群策群力共筑渝商发展新引擎 为重庆民营经济发展鼓与呼
重报集团记者 杨野

本报讯 （重报集团记者 杨野）
9 月 6 日下午，由重报都市传媒重庆
晨报与重庆市总商会主办的“力帆汽
车·2017第六届十大渝商颁奖典礼”，在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举行。本届颁奖典礼
的主题为：重庆创新发展·渝商实干担
当。

现场除对“十大新锐渝商”“十大渝
商”获得者颁奖外，还举行了获奖渝商与
华夏银行签约仪式，以及渝商文化研究
会发起仪式。

本届十大渝商名单含金量高

在颁将典礼上，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沈金强，全国人大原常委、重庆市
原副市长程贻举等领导嘉宾出席盛典，
并为获“十大新锐渝商”和“十大渝商”的
20位企业家颁奖。

沈金强在致辞中表示，进入新时代，
民营经济发展迎来春天。欣喜地看到，
一些新行业新业态，在本次渝商评选中
体现了出来。“本届十大渝商名单含金量
高，他们都是广大渝商团队发展的缩影，
重庆人吃苦耐劳精神的集中展示。”

颁奖仪式后，“十大新锐渝商”与“十
大渝商”代表，分别发表了获奖感言。重
庆盼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CEO高钰表
示，盼达一直至力于实现新能源智能汽
车的商用拓展，也是国内首家能行驶在
美国大街的新能源智能化汽车。她表示
今后将带领企业在这一领域开疆拓土，
成为国内新能源共享汽车领域的标杆。

长安跨越总经理韩鸣也在获奖感言
中表示，将带领长安跨越进行多项技术
创新，将企业产销量做到全国厢式汽车
第一名。

42位渝商参评创历年新高

与前几届相比，本届参与角逐十大
渝商的候选人达到42名，创下历届新
高，涉及汽车制造、新能源、互联网、新农
业等十多个行业。

本届获评的十大渝商中，也体现出
了老中青渝商共同获评、新老交接的情
况。年龄主要集中在40—50岁，70后已
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此外还涌
现出不少新星，比如出生于1987年的彭
立，今年刚30岁；重庆盼达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CEO高钰，1985年出生。而年龄
最大的重庆三峡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谭传荣，今年已66岁。

此外，本届十大渝商体现了新时代
的大渝商概念。获评者不局限于地域，

体现出“大重庆”“大渝商”的特质。
其中，攀华集团重庆万达薄板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兴华，“十大新锐渝商”香
港时尚阿好坊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谢庆好等，就是外地来渝创业、发展的企
业家。

这些企业家虽然不是重庆籍，但他
们扎根重庆，引领行业发展，为重庆经济
做出了贡献。

六届评选涌现多位杰出企业家

连续12年的六届评选活动，为重庆
民营经济的发展、弘扬渝商精神、塑造渝
商品牌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评选活动发现和推出了一批渝商代
表性人物，如原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
隆鑫控股董事局主席涂建华、龙湖地产

董事长吴亚军、陶然居集团董事长严琦、
小康工业集团董事长张兴海等，他们是
重庆民营企业家的杰出代表。

每一届的评选，紧扣时代脉搏，与时
俱进。从2008年第二届十大渝商评选
开始，新增了新锐渝商奖项，目的就是既
要树立行业标杆，推出领军人物；又要关
注成长性好、代表新经济发展方向的新
生力量。

同时，评选也非常注重渝商的行业
代表性。近一两届评选就特别关注互联
网应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领域新
行业领军人物的发现和挖掘。如2015
年的新锐渝商——朱明跃，他创办的猪
八戒网现已成为估值上百亿的独角兽企
业；再比如高钰，她是新能源汽车共享出
行平台——盼达汽车的总经理，他们都
是共享经济的代表人物。

第六届十大渝商颁奖典礼举行

他们获得“十大渝商”“十大新锐渝商”称号

“力帆汽车·2017第六届十大渝商颁奖典礼”现场。 重报集团记者 杨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