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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叶浙江日报曳记者 朱 言 金长青

向创业者致敬
要要要野百年之交看瑞金冶系列报道之四

一座创业之城
在中国袁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能忘

怀袁那就是瑞金曰在中国袁有一个地方我
们值得一去袁那也是瑞金遥

瑞金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驻地袁在中国革命史上矗立了一座
丰碑遥

瑞金袁 二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出
发袁在这里袁中国共产党人燃起照亮中
国未来的熊熊火炬袁前赴后继袁浴血奋
战袁掀起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尧波澜壮
阔的斗争遥

秉承野坚定信念尧求真务实尧一心为
民尧清正廉洁尧艰苦奋斗尧争创一流尧无
私奉献冶的苏区精神袁而今的瑞金已是
一座火热的创业之城遥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袁每一代人
都要走好自己的野长征路冶遥 今天袁苏区
振兴的历史重任袁 让我们更深切地思
考院当年袁他们为何能坚持钥 当下袁我们
又该如何做钥

9 月 25 日袁由瑞金市委尧市政府与
阿拉丁控股集团联合主办的第一届野红
色文旅+社群经济冶 创新发展论坛在瑞
金成功举办遥 阿拉丁控股集团董事长阳
仁强在致辞中说院野再次来到瑞金这片
土地感到很亲切袁相信 10 年尧20 年后回
头看这次活动袁会非常有意义遥 冶

他跟大家分享了 3 个词袁首先是野情
怀冶袁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在瑞金成立袁革命先驱的情怀念
人神往遥 其次是野创新冶袁野红色文旅+社
群经济冶就是一次创新遥 最后是野探索冶袁
这次论坛袁一是探索瑞金红色文旅深度
拥抱互联网创新发展曰二是探索整个江
西革命老区的创新发展曰三是探索中国
革命老区乃至全国经济相对欠发达地
区的创新发展遥

城市创造更好的条件袁每个人都有
进取发展的意愿袁这就是瑞金最生动的
画面遥

野情怀冶野创新冶野探索冶袁代表了瑞金
对创新尧创造尧创业的态度遥 人的进取发
展袁不只体现在那些投身新产业尧新技
术的人袁也包括这座城市里无数的梦想
和愿望遥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创业精神钥 哈佛
大学商学院的定义是院野创业精神就是
一个人不以当前有限的资源为基础而
追求商机的精神遥 冶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袁
创业精神代表着一种突破资源限制袁通
过创新来创造机会尧创造资源的行为遥

这正如当下瑞金所为袁野没有资源
创造资源袁没有条件创造条件袁用有限
资源去创造更大资源冶遥 瑞金人相信袁一
座城市有不断冒出来的新鲜袁有不断发

芽生长的新奇袁 有不断被实践的新举袁
才会根深叶茂遥

今年 3 月以来袁在疫情的困扰下袁瑞
金依然以独特的开放创新魅力袁吸引了
济民可信瑞金医药产业园项目尧正大集
团百万头生猪全产业链项目尧深圳市德
保膳食管理有限公司农产品全产业链
项目等一大批天南海北的好项目落户袁
为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动能遥

一群创业之士
野他们袁是那些为理想驱动尧有创造

力的个体遥 他们袁质疑现状袁开拓新机
遇袁拒绝放弃袁最后要重建一个更好的
世界遥 冶戴维窑伯恩斯坦在其著述叶如何
改变世界曳中这样评述企业家遥

2007 年袁瑞金企业家刘涛成立江西
绿野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袁联合国内 11
位专家袁实现了对油茶全产业链的发展
布局遥 生产的野瑞京的金山上冶特级有机
山茶油袁 已进入国家扶贫 832 平台和大
湾区菜篮子供应链遥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
精准扶贫政策袁通过产业带动尧金融带
动尧合作带动尧就业带动等方式袁已带领
5721 户 19186 名群众走向富裕遥

乘着苏区振兴的东风袁浙商在赣南
的大发展中积极有为袁陈岳林是其中的
杰出代表遥

002 年袁赣州新一轮大发展掀起袁陈
岳林应赣州市委组织部招商之邀来到
这片红土地袁山清水秀尧民风淳朴的赣
州给他留下了好印象袁而巨大的市场开
发潜力则吸引了他遥

同年 12 月袁陈岳林出资 3000 万元袁
帮助章贡区政府建设杨公路袁同时与政
府签约旧城改造建设项目袁为赣州城市
的繁荣作出了贡献袁他也因野越秀口碑冶
一举成名遥

野可以说袁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袁正
是浙江人尧浙商最宝贵的优良传统遥 冶当
这种精神与瑞金这座包容创新的创业
之城碰撞袁便奏出了一曲共鸣的交响遥

浙江东阳的得邦照明袁 走进瑞金袁
同样也闯出了一片亮堂堂的天地遥

得邦照明是照明行业的骨干企业尧
隐形冠军企业袁 隶属于横店集团遥 2011
年 12 月袁得邦照明在瑞金落户袁主要生
产 CFL尧LED 光源尧筒灯尧小面板灯尧天
花灯等一体化灯具遥 不久袁瑞金室内照
明事业部袁成了得邦照明的重要生产基
地遥

2017 年 9 月袁已在得邦照明深耕细
作了 10 年的徐和平来到瑞金袁他说院野刚
接手这项工作时袁我是战战兢兢尧如履
薄冰遥 几年来袁大家众志成城尧群策群
力尧全力以赴袁确保了各项工作平稳开

展袁建立了与瑞金相关部门的亲清政商
关系袁幸福感越来越多遥 冶

包容袁对于一个人袁是通情达理曰对
于一个团体袁是豁达大度曰对于一个城
市袁则是百花齐放遥 包容的城市袁有形的
围墙少袁无形的桥梁多袁瑞金袁就是这样
的城市遥

投资赣南近 20 年袁作为首届光荣浙
商尧赣州市工商联副主席尧赣州市政协
常委袁 赣州市浙江商会会长的陈岳林袁
早把自己当成了赣南人遥

如何更好地赋能赣州尧 赋能瑞金钥
陈岳林一直在思考袁并择机积极付诸行
动遥

瑞金客佳红酿造股份有限公司袁成
立于 2016 年袁 是瑞金市政府招商引进袁
由江西越秀集团注资袁联合瑞金市城市
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尧赣州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合力打造遥

野赣南脐橙袁 是赣南人民的重要收
入来源袁但价值发挥不够遥 我们与国家
脐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尧 北京工商大
学尧南昌大学等院校合作袁投了 1 条脐橙
发酵生产线尧2 条灌装生产线袁采用低温
发酵和白兰地酿造相融合的生产工艺袁
推出的系列脐橙酒袁 深受消费者青睐袁
我们还要打造全国最大的脐橙精加工
生产基地袁让老区的脐橙更有价值遥 冶陈
岳林说遥

作为浙商最佳投资城市之一袁越来
越多的浙商袁被瑞金的魅力所吸引遥 今
年 3 月 17 日袁瑞金华鑫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奠基仪式在瑞金经开区举行遥 据董
事长林孔算尧总裁林孔智介绍袁该公司
以无纺布尧精细纺织丝及塑料编辑阀口
环保袋生产尧研发为主袁总投资 3 亿元袁
今年年底前竣工投产袁投产后可实现年
收入 2.6 亿元袁 年缴纳税款 800 万元以
上遥

一条振兴之路
峥嵘岁月远去遥 如今袁如何助力瑞

金人民巩固精准扶贫成果袁成了时代的
新课题遥

而另一边袁海内外千万浙商在改革
开放以来袁创造了诸多野全国第一冶袁甚
至野世界之最冶遥 其中袁越来越多的浙商
精英从商业价值走向社会价值袁积极履
行先富帮后富的责任袁 成为富有作为尧
富有创造尧富有理想的光荣浙商遥

这一次袁 他们将焦点落在了瑞金遥
协同智慧袁共享创新遥 今年 7 月以来袁浙
报光荣浙商智库召开了推动瑞金市高
质量发展的数次座谈会遥 娃哈哈集团尧
浙江惠明集团尧明峰医疗尧江西省越秀
集团尧顺联动力尧华仕管道科技尧宝泰控

股集团尧康静医院尧万朋教育等光荣浙商
负责人袁以及知名音乐人罗列尧金沙影业
董事长陈金海尧顺沃电梯董事长王卫忠尧
农业科技专家金国强等专家袁结合瑞金
产业实际和各自特长袁建言献策遥

瑞金袁何以短时间集聚那么多光荣
浙商和智库专家钥 他们为何而来钥

他们怀着产业梦想而来袁他们怀着
家国情怀而来袁他们为了推动苏区振兴
而来遥

野听党话袁跟党走袁要到瑞金走一走遥
饮水思源袁多为瑞金作贡献遥 冶王卫忠
说遥

光荣浙商顺联动力公司行动很快遥
野目前我们顺联动力平台已专门开设
江西特产馆瑞金旗舰店袁 接下来将加
大广告资源和引流扶持袁增加曝光度遥
希望通过耶廖奶奶爷耶瑞京的金山上爷等
瑞金土特产品的热卖袁 进一步提升瑞
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袁 让更多人了解
瑞金尧走进瑞金袁真正带动瑞金的文旅
产业和乡村振兴遥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袁 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对接瑞金政
府需求袁 开启直播人才和新农人针对
性培养计划遥 冶智库专家尧顺联动力轮值
总裁孙文臣说遥

光荣浙商浙江惠明集团诚意满满遥
中国三农讲习所理事长尧浙江惠明集团
董事长任平说院野瑞金是红色故都尧共和
国摇篮袁瑞金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突
出贡献遥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袁惠明集
团将充分利用瑞金的资源优势袁寻找一
切可支持瑞金发展的机会袁为瑞金高质
量发展尽一份力遥 冶

光荣浙商娃哈哈集团作风务实遥 副
总经理兼供应部部长潘家杰 10 月 30 日
到瑞金调研袁供应部的年轻干将徐宇提
前两天到赣州袁会同公司赣南地区销售
公司同事去信丰尧安远等地做市场调研袁
以野充分了解赣南脐橙产业发展状况袁特
别是赣南脐橙种植尧产量尧市场行情及加
工情况冶袁为公司后续在瑞金的产业布局
提供宝贵依据遥

野一个地方要想发展袁就必须加大改
革开放遥 尤其对于后发地区袁只有引进
先进的人才尧技术尧信息尧管理等袁才能
耶采它山之石攻玉爷遥 冶在横店集团尧娃哈
哈集团尧华仕管道科技尧锦浪科技尧豪达
汽车配件等诸多浙商企业袁都留下了瑞
金市委主要领导走访的足迹遥

艰苦创业尧敢为人先袁让浙商脱颖而
出遥 创业尧创新尧担当尧合作尧法治尧奋斗袁
让新时代浙商继续走在前列遥 而瑞金袁
则正在全力推动营商环境大提升尧招商
引资大突破袁让瑞金成为浙商投资兴业
的乐园遥

瑞金袁创业者之城遥 瑞金袁向全体创
业者致敬浴

瑞金市坚持以企业为中心尧 市场为导
向尧服务为抓手袁积极营造安商尧富商的良好
氛围袁使企业进得来尧留得住尧发展好袁进一
步激发浙商在当地创新创业活力遥 当浙商精
神与瑞金这座包容创新的创业之城碰撞袁便
奏出了一曲共鸣的交响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