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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付有约

今年5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会议指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
八次会议指出，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
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必
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
略任务来抓。

所谓流通体系是指为商品流通业科
学高效健康运转而形成的内外部环境，
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无论
国内循环还是国际循环，都离不开高效
的现代流通体系，而流通体系建设的核
心是现代流通业的发展。

广义的流通业是个大流通的概念，
包含产品生产供给、物流配送、金融信
贷、销售服务、售后服务等业态。

传统的流通业仅仅指商品流通和为
商品流通提供服务的产业，主要包括批
发和零售贸易业、餐饮业、仓储业，并延
展到交通运输业和贸易平台等。

商贸流通业是联结生产与消费的中
间环节，是工农、城乡和区域之间经济联
系的桥梁和纽带，是促进社会化大生产
的重要环节，是实现产品向商品飞跃的
最后一关。它决定经济运行速度与效
益，反映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程度，衡量
综合国力和居民生活水平，反映市场经
济的成熟程度。

在新的发展环境下，建设现代流通
体系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因为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流通效率和生产
效率一样，都是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运行
效率的重要动力。高效流通体系能够在
更大范围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
交易范围，推动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
率，促进财富创造，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
都离不开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

所以，建设健全国家骨干流通网络、
培育流通领域新业态、创新营销新模式、
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升商品和
要素流通制度环境等应是现代流通体系
建设重点。

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要强化市场
竞争作用，打通要素和商品两个市场的
界限，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良性循
环。在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过程中，要
特别注意对以服务城市为主体的工业制
成品市场、生活保障产品市场和以服务
广大乡村为主体的供销合作市场的一体
化建设。要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延展到城市乡村，防止产生流通
体系建设中的区域或人群盲点。

要建设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形成统
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要科学预测人
流、物流、商品流等要素产品流通方向和
规律，优化完善综合运输通道布局，实现
高铁货运和国际航空货运无缝对接，形
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

要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
流通企业，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跨
界融合，加强标准化建设和绿色发展，支
持生活性服务类商贸流通设施改造升
级、提档发展。

要加快建设重要产品特别是涉及民
生安全产品的追溯体系，利用数字网络
技术建立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
机制，完善全社会信用体系。强化支付
结算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直
达各流通环节经营主体的金融产品，为
国内流通体系建设提供金融支持。

张为付（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现代服
务业智库首席专家）

现代商贸流通体系
怎样建设

11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
苏考察期间，专程前往南通博物苑，
参观张謇生平介绍展陈，了解张謇兴
办实业救国、发展教育、从事社会公
益事业的事迹，并称其是我国民族企
业家的楷模。

在7月21日的企业家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就曾以张謇等爱国企
业家为榜样，勉励企业家主动为国担
当、为国分忧，正所谓“利于国者爱
之，害于国者恶之”。

实业报国、创新报国。张謇百年
前留下的精神赓续至今，对当代企业
家有怎样的启示？记者再访南通，寻
找“张謇”。

爱国，贯穿张謇一生的主线

上周末，寒风细雨，气温骤降，但
位于濠河之畔的南通博物苑暖意融
融——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人群热
情高涨，纷纷涌入博物苑里的一栋四
层民国建筑，专程前来探访“中国民
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张謇。

“张謇身上究竟有何独到之处？”
“张謇精神究竟是什么精神？”踏入张
謇生平事迹展陈前，不少访客的心中
都带着类似疑问。“张謇，字季直，号
啬翁。中国近代爱国实业家、教育
家、社会事业活动家⋯⋯”在张謇故
居濠南别业的二楼入口处，讲解员陆
苒苒总会以这一句作为开场白。不
少游客注意到，讲解员在“爱国”两字
上明显提高了语调。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
年以中国失败告终。在落后挨打的
现实面前，张謇和许多有识之士一
样，认识到只有发展民族工业，增强
国力，才能抵御帝国主义侵略，挽救
民族于危亡。

“爱国可以说是张謇精神的底
色。”南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正平
研究张謇多年，还曾出过研究专著。
他告诉记者，张謇考取状元后没几
年，就毅然离开官场，投身实业救国
的大潮，“无论是考功名、办实业、兴
教育、做慈善，爱国不仅是贯穿张謇
一生的主线，也是其全部实践活动的
中心点和出发点，强烈的家国情怀、
鲜明的爱国主义是张謇企业家精神
的核心。”他说。

展厅内，一张张饱经沧桑的历
史图片述说着张謇实业救国的艰辛
历程。“‘大生’二字源自《易经》中的

‘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寄托了他的
理想——天地间最大的政治是国计
民生。”在大生纱厂钟楼旧照前，讲
解员向大家介绍：张謇先生一生创
办了数十家企业，涉及纺纱、盐垦、
面粉、冶铁、机械制造等工农商各领
域，他为自己的企业取名为“大生”

“阜生”“颐生”“资生”等，都寄托了
其深沉的民生情怀。

“母实业而父教育。”实业发展到
一定程度后，张謇意识到“一国之强，
基于教育”“苟欲兴工，必先兴学”“以
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
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他大力
兴办教育事业，先后创办了通州师范
等近 400 所学校。张謇还积极投身
慈善事业，创办了医院、养老院、育婴
堂、贫民工场、女工传习所等，诞生中
国历史上多个“第一”。

“民生情怀和社会责任是张謇
精神的重要内涵。”南通博物苑副院
长徐宁说，张謇出生自农商家族，作
为一名成长自基层的儒商，他通过
自己的实干苦干为改善民生而不懈
努力，兴实业、办教育、广慈善等，从
生活资源到文体设施，从普通百姓
到弱势群体，从城区市镇到滨海滩
涂等多层面、全方位致力于民众生
活的改善，体现了其为百姓谋福祉、
为社会做贡献、为政府分责任的思
想高度和精神境界。

张謇精神，影响了一代代南
通企业家

有人说：“在南通这座城市里，几
乎每个角落都可以看见张謇时代遗
留下来的事业。”在当地也留下了“一
山一水一人”的说法——山是狼山，
水是濠河，人是张謇。作为南通事业
的缔造者，张謇的印记与南通这座城
市永远地烙在了一起。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张謇以大
生纱厂为核心，还创办了油厂、面粉公
司、肥皂厂、纸厂、电话公司等20多家
企业，形成一个轻重工业并举、工农业
兼顾、功能互补的地方工业体系，一度
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企业集团。

如今，南通对外推介的地方名片
有“八大乡”之称，包括纺织之乡、建
筑之乡、教育之乡、长寿之乡、文博之
乡、平安之乡等，其多数品牌，皆缘起

张謇。纺织之乡自然源于大生纱厂，
海门叠石桥的“家纺小镇”，目前成长
为“国际家纺城”，家纺产品占全国市
场半壁江山，并远销 130 多个国家和
地区。全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看
南通，南通基础教育质量长期处于江
苏乃至全国领先地位，与张謇当年创
办的 300 多所小学密不可分，而这些
学校大部分仍然被保留着。

张謇不仅影响了这座城市的气
质，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也影响了几代
南通企业家。

2016 年 4 月 27 日，南通市人大
常委会第 33 次会议经审议，全票通
过相关议案，把张謇创办的大生纱
厂正式投产的 5 月 23 日，设立为“南
通企业家日”，每年开展“张謇杯”杰
出企业家评选，让当代通商赓续“张
謇精神”。

中天科技集团董事长薛济萍正
是首届“张謇杯”的得主之一。“随着
对张謇先生了解越深，我就越能体会
到他的胸襟与伟业不易，我们‘能做
的’和‘要做的’还有很多。”薛济萍感
慨。毫不夸张地说，实实在在、心无
旁骛地做好实业的理念已经深入南
通企业家们的骨髓。

自豪和骄傲，成为听着张謇故事
长大的南通企业家们的共同情怀。
眼下，张謇这个名字，已不仅仅是南
通人的“城市记忆”。张謇精神从几
代通商心中的标杆，变成持续向前的

“动力源泉”。
“弘扬张謇精神，对我们新时代

企业家群体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启
东市工商联副主席、南通二建集团董
事长杨晓东看来，作为张謇家乡的南
通“建筑人”，全面内化融合张謇“艰
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救亡图存的爱国
精神、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就必
须奋力践行“超越、跨越、卓越”的企
业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发展中更好
地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人民。”

实业创新，融入苏商群体精
神基因

曾经主政南通多年的江苏省政
协原副主席罗一民曾用三句话评价
张謇——把救国、济民放在首位；奉
行正确的义利观；坚持以德兴商。而
这些鲜明的品质，也正与近代苏商精
神相契合。

江苏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
发祥地，具有深厚的“实业报国”传

统。从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著名的
“苏南模式”，到进入 21 世纪，制造业
水平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直至去
年全国民营制造业 500 强中江苏占
86席⋯⋯这样的成绩，离不开先贤创
下的基础。

历史映照进现实，省委统战部副
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顾万峰认
为，作为近代苏商的杰出代表，张謇
身上展现出来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
任感，历经时代变迁，始终焕发出新
的价值，已深深烙入苏商群体的精神
基因，成为“厚德、崇文、实业、创新”
的新时代苏商精神的源泉。

张謇一生所推崇的企业家精神
中的“社会责任感”，正愈发成为今天
苏商群体的共同追求。据不完全统
计，在今年疫情防控中，江苏民营企
业捐款捐物达 21.67 亿元，47 家民营
企业直接参与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
设，尽显家国情怀。

百年之后说张謇，不能不提他
“实业救国”时展现出的敢为人先的
创新胆识。“创新与实干是张謇一生
的真实写照。新时代呼唤企业家精
神，特别是张謇精神。”五星控股董
事长汪建国是张謇“铁粉”之一，他
一边回顾着张謇人生中的一个个

“第一”，一边感慨张謇在兴办实业、
教育以及慈善事业的实践中所展现
出的爱国情怀、开放胸襟、创新精
神、诚信品格、国际视野和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无不值得当代企业家去
弘扬与学习。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称张謇
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企业家”，著名财
经作家吴晓波认为张謇是他心中“排
第一的企业家”⋯⋯这些不吝盛赞的
背后，也正是各界对张謇精神在当下
中国重新闪耀时代光芒的殷殷期待。

“当今世界遇到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张謇精神在当下成为了一面镜
子、一根标杆。”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
院长、南通大学长三角城市群新发展
研究院院长何建华认为，企业家精神
作为文化行为，具有一种传承的思想
魅力与精神价值，是一代代企业家实
践中升华的结晶，“张謇精神非但没
有过时，而且随着时代进步与实践升
华，被赋予了新时代的新内涵，当代
企业家与青少年应该在‘坚定梦想理
想，坚持创新创造，坚信实干苦干’的
启示下砥砺前行。”

本报记者 贲 腾 付 奇 文/摄

寻 找寻 找““ 张 謇张 謇 ””
——本报记者再访南通探寻“张謇精神”

产经纵横

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苏州监管分局批准，换 （颁） 发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吴江支公司黎里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05320584006
许可证流水号：0249834
业 务 范 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

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
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
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
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 立 日 期：2003年01月08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人民中路200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苏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10月09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吴江支公司黎里营业部

机 构 编 码：000005320584013
许可证流水号：0249835
业 务 范 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

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
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
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
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 立 日 期：1997年09月22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人民中路200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苏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10月09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支公司蓬朗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05320583013
许可证流水号：0249836
业 务 范 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

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
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
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
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 立 日 期：2003年06月30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蓬朗镇蓬莱路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苏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10月09日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河西支行开业公告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河西支行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江苏监管局批准成立，开业日期2020年11月23日。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河西支行主要负责人：韩舒康；机构编

码：B0047S232010002；营运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营业地址：南京市建

邺区庐山路168号1室（南京新地中心二期1层A区1-8单元）；邮政编码：

210019；联系电话：（025）-85706688；业务范围：在下列范围内经营全部

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

票据承兑与贴现；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买卖股票以外的其他外币有价

证券；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办理国内外结算；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代理

保险；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提供资信调查和

咨询服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