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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告传播

年会与约40家国内外主流媒体开展了广告资源合作，广告价值超过2000万人民币。

2

               新闻报道

来自国内外约八十家主流媒体的一百余位记者参与了年会，共产生不同角度的相关报道近4000篇次。

◆国内外主流报道媒体：

通讯社及特殊渠道：新华社、中新社、路透社、中国移动手机报；

电视台、电台：CNBC、CCTV News、云南卫视、昆明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云南

人民广播电台；

报纸：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第一财经日报、经济观察报、21

世纪经济报道、环球时报英文版、人民日报海外版、华夏时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华工商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

文汇报、香港大公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南方日报；

杂志：财经、新世纪周刊、中国经济周刊、中国新闻周刊、21世纪商业评论、钱经、中国企业家、名牌、投资

与合作、中国经济和信息化、小康财智、东方企业家、商业价值、德国焦点周刊；

网络：新浪、凤凰、优酷、网易、和讯、金融界、东方财富网、腾讯、搜狐等。

◆云南及其他地方媒体：云南日报、昆明电视台、昆明日报、春城晚报、云南经济日报、云南信息报、重庆时

报、重庆商报、生活新报、都市时报、云南网、昆明信息港等。

中
国绿公司年会举办六年来，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持续关注，成为中国商业可持续发展领域极具影响力的

峰会。凭借前沿的议题设置、创新的论坛形式、丰富的论坛内容、和重量级的嘉宾阵容，本届年会引发

了电视、电台、报纸、杂志、网络和社交媒体的高度关注和立体性传播，成为历届年会最具传播广度和

深度，传播周期最长的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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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会前期传播活动

年会前期通过设计和策划网络、电台和微访谈等不同媒体平台的传播活动，很好的推广和预告了年会的主题、

理念和精彩内容。

◆3月中旬，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柳传志、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俞敏洪做客优酷《老友记》，节目

剪辑成《十年酒相逢》、《因为爱情》、《纯爷们拼搏记》共三集在三月底和四月初陆续播出，截止7月15日，网页

点击率超过549万。

◆3月29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黄怒波、夏华做客经济之声《那些年》栏目，畅聊《那些年，那些人，那

些事》。

◆3月29日，年会新浪视频新闻发布会举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俞敏洪、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顾问、

中国绿公司年会大会主席吴建民、昆明市副市长朱永扬共同解读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并与现场媒体互动，视频点

击量超过三万次。

◆4月2日，柳传志与俞敏洪共同参加新浪微访谈，围绕本届年会的精彩内容与网友互动。网友共提出971个问

题，其中近50个问题得到回答。

经济之声《那些年》年会新浪“新闻发布会”

优酷《老友记》

新浪“微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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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专题

新浪、凤凰、网易、和讯、金融界、东方财富网、优酷等 7家主流门户、财经、视频网站开设了年会专题，并

分别对年会进行了实时图文、视频直播，引发了互联网受众的集中关注。

4

新浪网 凤凰网

和讯网 金融界 东方财富网 优酷视频

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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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BC电视论坛

全球最有影响力的财经电视媒体CNBC（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首次参与年会，通过电视论坛、专访、新闻

播报等多种形式向全球受众展示中国企业家群体的风貌。

5

新浪微博横栏广告

               新浪微博

#绿公司年会#成微博热议话题，得到了知名企业家、学者和主流媒体的广泛讨论，仅在新浪微博，共计有超过达

21万条有关年会的微博信息。高话题量使得年会中有价值的观点和信息得到了广泛传播，也使得以无法参会的网友

近距离观察年会、参与到话题讨论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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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会全景及开幕式报道

               年会概况

2013年4月20-22日，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

昆明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商业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

“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在昆明举行。以“商业的意义

与持续增长”为主题，九百余位中外政、商、学、NGO

和媒体等各界代表在年会上围绕经济改革、城镇化、跨

国并购和商业伦理等话题展开了多场思想碰撞。

1

柳传志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龙永图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顾问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仇和

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

李文荣

昆明市市长

张田欣

中共云南省委常委

昆明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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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会全景及开幕式报道

               报道情况2

 《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在昆开幕》
  播出时间：2013/4/21
  播出栏目：云南新闻联播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Q2MDY4MTU2.html

 《中国绿公司年会专题片》
  播出时间：2013/5/12
  时长：1小时

云南卫视

《秦光荣会见出席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企业家》
  播出时间：2013/4/22
  播出栏目：云南新闻联播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Q2NTI5OD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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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讯 4月21日上午消息 绿公司年会今日上午在昆明城郊举行。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在会上表

示，绿公司年会的“绿”指的不仅是一般的环保的绿，而是一个大绿的概念，把商业对社会、对人类的一切贡献，

都称为绿。诚信经商，企业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绿的范畴。

以下是其讲话实录：

柳传志：尊敬的仇和书记，李文荣市长，各位嘉宾，大家好！我叫柳传志，是这次大会的特邀主持人，我没在

央视当过主持人，但是我觉得我跟央视的主持人可以一拼：第一，我年龄比他们大；第二，我工资比他们高。因为

工资不是大会开的，所以要主持的话是业余的。如果大家捧场，我请大家给我鼓掌的声音格外热烈一点。谢谢！

这个会为什么叫绿公司年会？这个“绿”指的不仅是一般的环保的绿，而是一个大绿的概念。就是把商业对社

会、对人类的一切贡献，都称为绿。诚信经商，企业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绿的范畴。除了绿

公司年会，还有绿公司百强也要在这个年会上宣布。这个大绿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比如说联合国秘书

长潘基文先生就连续三年发来贺信给年会。今年的年会,英国、比利时、法国的大使都亲临现场。去年，我们到英国

做了访问，今年有30多位优秀的英国企业家为了年会专程飞来昆明。我想我们应该对这些不远万里，为中英友好做

出贡献的客人报以热烈的掌声！

今天论坛的内容是有关改革红利，这是主旨论坛，焦点论坛“有中国制造的未来”、“城镇化的机会和风

险”、“资本商业伦理”，就是指价值和利益的平衡，还有两个导师讲坛，一个圆桌会议，还有一个昨天晚上已经

举行过的CNBC(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电视论坛。

我们今天的年会最出彩的地方，应该是主持人，我说的不是我这个主持人，而是各个焦点论坛的主持人，这些

主持人都是行业里的大腕。比如说像资本全球化的这论坛谁主持？是招商银行马蔚华；商业伦理论坛谁主持？是王

石先生。其他我就不一一列举。这些主持人有三个特点，第一有吨位；第二肚子里有东西还是表达出来；第三，非

常认真。认真到什么程度，认真到今天下午焦点论坛好几个，听众只有我们这些，就要抢听众，就要出海报宣传自

己。我想到周其仁先生那么低调一个人还要出海报宣传自己，我想到就乐。

我们的年会在全国巡回召开，我们选的城市都是发展领悟大，领导人思想开明、开拓务实的地方。今年年会来

到了昆明，得到了省市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代表主办方表示诚挚的感谢，并对这次参加大会的所有企业

界朋友和媒体朋友，表示衷心的欢迎和感谢！

 《柳传志：商业对社会对人类的一切贡献都称为绿》
    2013/4/21  国内新闻

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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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工商时报

每日经济新闻

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昆明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商业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在

昆明举行。以“商业的意义与持续增长”为主题，八百余位中外政、商、学、NGO和媒体等各界代表在年会上围

绕经济改革、城镇化、跨国并购和商业伦理等话题展开了多场思想碰撞。

“绿公司年会的‘绿’指的不是一般的环保的绿，而是一个大绿的概念，把商业对社会、对人类的一切贡

献，都称为绿。诚信经商，企业可持续发展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绿的范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说：“年会这个大绿的概念，不仅得到了很多中国企业的认知，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

持。”

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表示：“中国绿公司年会坚持致力于推动经济合理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

经济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论坛之一。本届年会的召开，是对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探讨、是对绿色发展路径的共同寻

求、是对绿色发展愿景的美好展望。”

《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在昆明落幕》   

  2013/4/27  版位：6版经济地理   版面：经济地理

《大腕聚首绿公司年会纵论“商业的意义”》  

  2013/4/26  版位：6版  版面：公司·综合

4月19~22日，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昆明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商业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2013中国绿公

司年会”在昆明举行。以“商业的意义与持续增长”为主题，800余位中外政、商、学、NGO和媒体等各界代表在

年会上围绕经济改革、城镇化、跨国并购和商业伦理等话题展开了多场思想碰撞。

此次会议，以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为首的近30位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集体亮相——难得的契机让众多心怀梦

想、渴望成功的中小企业家对论坛趋之若鹜。

马云：靠自己，不要妄想别人帮你

事实上，除了闪耀在金字塔尖的顶级企业家外，一些白手起家，凭借不懈奋斗而逐步发展壮大的中小企业家成

为本次论坛的主力军。他们希望能够像当年 “赢在中国”的选手一样，获得和顶级企业家对话的机会，获取赢得财

富的金钥匙。

（一）年会全景及开幕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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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记者初步统计，与会的800多人中一多半为慕名而至的中小企业家，而他们购买门票、安排时间来此，就

是希望能够和这些国内的知名企业家们进行交流。

在马云夜话专场的一个小时时间里，不仅提问者众多，而且多数问题都集中在如何创业、如何管理团队以及如

何实现飞跃上。

有听众表示，大企业家是否有考虑过给跟随自己成长的中小企业家以培养机会，带领他们共同成长。马云则

直白表示：“不要妄想别人能够帮你带成大企业，没有人会帮你的，我们也不会帮你。世界就是这样，全靠自己努

力，努力也得有运气。有时候碰到运气，就像郭靖吃了一条蛇的血一样，就成功了。”

马云还表示：“现在世界上失败的案例差不多，失败的人、成功的人背后都有一些秘诀，所以不要期待谁会帮

你，我们要帮你也帮不了什么忙，你自己帮自己，才是最大的帮助。别相信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说帮你，其实

是我们自己在忽悠自己。”

在夜话当晚，马云照例实话实说，当有年轻人认为自己好心得不到好报的时候，他表示“好心不要求好报，就算

没有好报也得做好事”；当有人问他当个好领导要有什么特质的时候，他说：“梦想要经得住考验，要脚踏实地”。

企业家为芦山地震慷慨解囊

年会开幕前一天，“4·20”芦山7.0级地震发生，在开幕式上，柳传志、王石、冯仑、邓锋和刘东华分别代表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壹基金、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正和岛标准等企业家组织集体表达对

地震灾区的关切，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这些组织的成员企业所捐赠的善款和物资价值已经过亿元。

“这次地震引起了全民的关注，因为又有很多人蒙受了痛苦，所以我们希望有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能够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表示。

此次绿公司年会上宣布的企业善款，有较大部分是通过壹基金平台援助灾区。壹基金执行理事长、万科董事会

主席王石在大会上表示：“仅仅依靠壹基金远远不够，不应该因个别事件，失去对红十字会、对传统民政系统震灾

期间所发挥作用的信任。”

“48小时很重要，但灾后重建也很重要。”王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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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北京参考

“过去企业通常将绿色发展和社会责任视为外部社会加给企业的成本，

但如今，几乎所有领先企业都意识到企业由内而外的‘绿’，诚信经营、可

持续发展、承担社会责任等已成为企业自身生存发展的必须。”在近日举行

的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的第六届中国绿公司年会上，800多位商界领袖和

知名的专家学者聚首共同展望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并围绕着城镇化、中国制

造业前景和商业伦理等问题展开了多场思想碰撞。

城镇化要做到5个平衡
今年以来，城镇化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而城镇化的核心是什么需要注

意什么样的问题在绿公司年会上，多位企业家和学者对此问题也各抒己见，

并一致认为新型城镇化对中国经济有促进作用，同时对于中国的未来也是一

个巨大的发展机会，这个机会不仅是政府的，也是企业的。

北京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认为，城镇化是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挖掘发展潜力的一个重要内容，

城镇化过程要与新型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未来的城镇一定要做到五个平衡，即资源的平衡、产业的平衡、文化的平

衡、生态的平衡、权利的平衡。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葆森则建议，未来的城镇化必须坚持几个原则：坚持发展生产优先的原则，解

决就业是第一要务;坚持自愿、公开、透明的原则;坚持让农民成为城镇化最大受益者的原则;坚持逐步推进的原则，

既不能一哄而起，也不能一蹴而就。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则称，城镇化不只是政府的事，要让公众也参与城镇化的规划。目前，完

全由市场来主导城镇化还不现实，但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加大社会机制的作用。

品质和创新是制造业的核心
当前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使得“中国制造”的魅力光环正逐渐消退，一边是跨国公司将制造工厂搬离中国，

另一边是高端制造业开始向美日等发达国家本土回流，为此，中国制造面临的挑战和应对已成为关注的焦点。

海丰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杨绍鹏表示，中国的制造业正面临外资逐步转移的困难。如果没有从小开

始、从零开始的创业，将来制造业就没有前途。

“而无论什么样的产业，核心就是产品品质的问题。”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成建称，制造产

业需要品牌，也需要形象，只有这两方面都具备，才能应对电子商务发展和国际化带来的竞争。

他认为在互联网时代，货比三家变得更方便了，因此商家只有把产品品质和品牌做好，才可以在当下获得更好

地发展，也更容易让品牌走向世界。

BT中国区总裁郭秀闲等多位企业家还称，当前时代技术革新的速度让人目不暇接，企业要尽快从单纯的制造向

研发创新转变，只有及时调整步伐，才能使中国制造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

阿里巴巴、联想等上榜绿公司百强榜单
此外，年会上还揭晓了考量企业可持续竞争力的年度评选“2013中国绿公司百强榜”，阿里巴巴、联想集团、

万科、华为、TCL集团等100家中国最“绿”、最健康的公司上榜。

据悉，“中国绿公司百强榜”是国内第一个跨行业评价企业可持续竞争力的公司排名，评选是对大公司在可持

《企业家热议未来经济前景》
  2013/5/2  版位：3版  版面：每日财经

（一）年会全景及开幕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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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日报

 今日起，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将以“商业的意义与持续增长”为题，在3

天的时间中，柳传志、俞敏洪、马云、马蔚华、王健林等700多位年度最具影

响力的商业领袖及学者汇聚昆明，深入探讨和分享商业如何回归本源价值，实

现有价值的增长——

春城与绿色的机缘

“绿，既寄托了生命力，也寄托了我们的希望，希望中国的民营企业能

够像绿色植物蓬勃发展和生长，所以举办每届年会的城市都是有生命活力的城

市，就像昆明一样。”在“2013第六届中国绿公司年会”发布会现场，中国企

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俞敏洪一开场，就诠释了“绿”的意义。

“年会的选址除了举办地应该是区域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有着巨大的辐射效应外，最为重要的是举办城市

与绿公司年会所倡导的核心理念一致。”中国绿公司年会新闻发布会上，主办方表示，昆明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

承、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日益凸显的区位优势，正逐步迈向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国际

化门户城市。特别是近年来，昆明市享有的国家西部大开发、云南桥头堡建设和“全省综合改革试点市”三大政策

支持，政府高效运转，促进了项目加速落地和优势产业的加快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良好

态势。为此，柳传志专门致函李纪恒省长，表达了今年的绿公司年会准备来昆举办的意愿。省委、省政府对于年会

的举办表示热烈欢迎。

首设“议题主席团”

为提供更多价值分享，今年的年会将首度邀请柳传志、王石、马蔚华、张维迎、周其仁等商业领袖、学界权

威担纲议题主席兼主持人，他们将对所负责的论坛进行话题设计、嘉宾调度，并在现场引导分享。话题包括由柳传

志引领的“改革红利呼唤行动英雄”、由张维迎引领的“中国制造的未来”、由周其仁引领的“城镇化红利在哪

里”、由马蔚华引领的“资本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等。为鼓励话题落地产生实际价值，年会还设置了“议题主席

团论坛”，请各位议题主席报告讨论成果。

参与论坛讨论的包括企业家冯仑、宁高宁、刘积仁、田溯宁、黄怒波、周成建、蒋锡培，以及英国驻华大使吴

《“中国绿”闪耀昆明》
  2013/4/20  版位：3版   

续竞争力方面的一次“年度体检”，评价标准包括文化、经济、环境、社会和创新5大项。

另外，与“中国企业500强”不同，“中国绿公司百强榜单”的评选标准中经济只占10%，企业可持续发展和

承担的社会责任占据较大比重。在本次评选中，三一集团、大众汽车等12家上届入选榜单的企业因触碰法律问责环

境、健康、安全事故和严重经济亏损等“红线”而落榜。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首席顾问专家孙继荣称，绿公司榜单是动态的，上下榜的变化反映了企业对经济社会环境挑

战的应对措施和可持续性。百强公司的实践证明，一个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是实现自身的绿色发展，同时也要为社会

做出贡献。无论在改善环境、保证食品安全、避免环境事故，还是在国际合作、并购重组方面，中国企业都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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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田、意大利驻华大使白达宁、英中贸易协会主席白乐威爵士、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等国内外嘉宾。

首创闭门深度研讨——领袖夜问

“也许会在不经意间赢得新的商业机会；也许商业思路就此豁然开朗，成为参与者商业人生中的一次难得特殊

经历。”在领袖夜问环节中，年会将邀请中国商业教父级的人物——柳传志，中国电商格局的缔造者——马云，中

国互联网的领军者——曹国伟，分别开启商业导师闭门私密面对面交流。为达到更好的交流效果，仅限绿盟尊享会

员参加，每场限额10人。商业导师将倾听参与者的问题，悉心作答。

电视论坛全球播出

本届年会首度与CNBC（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联合举办电视论坛。其中，CNBC场电视论坛以东西方观

点对话的形式举行，以“企业和企业家：新十年 新路径”为主题，参与讨论的嘉宾包括：柳传志、马云、俞敏洪、

郭广昌与CNBC《世界交流》、《全球报告》栏目主播罗斯·韦斯盖特、心腹CEO和畅销书作者史蒂夫·塔平、

《金融时报》主编莱昂内尔·巴伯。

百家中国最绿公司将出炉

中国绿公司百强是国内第一个全面评价企业可持续竞争力的跨行业排名，被媒体评价为最具前瞻性的公司竞争

力评价体系。自2009年起，每年的“中国绿公司年会”都会发布中国绿公司百强，百强评价以客观第三方的独立性

为评价准则，围绕“文化、经济、环境、社会、创新”五项跨行业指标进行，将五项指标中能够获得定量数据的部

分作为信息搜集和评价的重点，同时归纳整理跨行业的定性采分点和争议事件失分点。此外，今年的榜单还首次确

立了企业不能触碰的“三条红线”，包括“因触犯法律的事件被起诉”、“有重大环境污染、员工安全、伤害消费

者的恶性事件”以及“多年连续亏损”。

全面碳中和会议

“碳中和”是通过计算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然后通过植树等方式把这些排放量吸收掉，以达到环保的目的。

它最初由环保人士倡导，并逐渐获得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并且成为受到各国政府所重视的实际绿化行动。

继2010中国绿色公司年会成为交通“碳中和”会议后，2011中国绿公司年会购买了整个会议包括交通、住宿、

餐饮、设备应用等在内的所有碳排放，成为全面碳中和会议。今年的年会将延续往届传统，继续与老牛基金会合

作，通过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的造林项目抵消年会的交通、住宿、餐饮、设备应用等在内的所有碳排放，成为环境

友好型的碳中和会议。

（一）年会全景及开幕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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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日报

本届年会以“商业的意义与持续增长”为主题，700余位国内外企业家和学

者围绕经济、城镇化、跨国并购等话题展开思想碰撞，分享精彩观点，共同展望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在昆明开幕。本届年会以“商业的意义与持续增长”为

主题，齐聚国内外重量级企业家和学者700余人，围绕经济、城镇化、跨国并购

和商业伦理等话题展开激烈的思想碰撞，共同分享精彩的年度观点。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顾问、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秘书长龙永图，省委副书记仇和，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张田

欣出席年会开幕式并致词。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比利时驻华大使奈斯出席开幕式。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

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主持开幕式。

龙永图在致词中说，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来到昆明，共同展望中国经济发展前景，非常具有意义。企业和政府

应建立“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同舟共济。希望通过这次年会更加坚定大家

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对中国、云南、昆明的改革发展提出好的建议，开一个有用的会。

受省委书记秦光荣、省长李纪恒的委托，仇和代表云南省委、省政府对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并

致开幕词。他说，本届年会的召开，是对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讨论、对绿色发展路径的共同寻求、对绿色发展愿景

的美好展望，必将推动我们坚定自信、增强自觉、实现自强，补上工业文明的课、走好生态文明的路，建设“美丽

中国”，增强“中国梦”的绿色底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深入推进，首届

中国—南亚博览会的举办，特别是建设中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上升为国家战略，历史性地把云南变为对外开

放的窗口，必将领跑沿边开发开放，进入跨越发展提速期。云南是我国西南的重要生态屏障，是“美丽中国”的多

彩绚丽窗口，必将引领生态文明建设，迎来绿色发展黄金期。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打造经济升级

版，东部有先发优势，西部有后发优势，云南完全有条件后发先至。

仇和表示，云南区位独特、市场广阔、潜力巨大，是投资的热土，创业的乐园。完成同步小康大业，实现富民

强滇云南梦，迫切需要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的优秀企业和企业家，来滇投资兴业、共襄盛举。云南将竭力为大

家提供优质服务、营造优良环境、搭建广阔舞台，与大家一道，共促繁荣发展，共享幸福生活，共圆美好梦想。

张田欣在致欢迎词时表示，本次年会在昆明举办，将带来现代管理的精髓、创新创造的理念和绿色发展的智

慧，是一次绿色经济领域的思想盛宴。去年以来，为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昆明出台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

立重大项目审批绿色通道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并把今后3年作为企业发展年、项目落地年和上门服务年，带着公章上

门服务，现场会办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努力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宽松的政策环境。他邀请大家

多到昆明走一走、看一看，关注、支持、参与昆明的建设发展，到昆明这块热土上投资兴业、大展宏图。

本届年会首设“议题主席团”，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将担纲主题论坛主持人。柳传志、王石、马蔚华、周其仁、

张维迎等分别担任“改革红利呼唤行动英雄”、“美丽商业”等5场论坛的议题主席，主导整场论坛的话题讨论和嘉

宾互动。

俞敏洪、刘东华、王健林、朱新礼、牛根生、丁立国、马云、王中军、王文京、王伟斌、王兵、王均豪、邓

锋、艾欣、冯仑、田朔宁、刘乐飞、刘君、刘积仁、李东生、李振福、吴亚军、沈国军、杨绍鹏、张醒生、汪潮

涌、周成建、苗鸿冰、胡葆森、郭广昌、夏华、唐越、曹国伟、黄怒波、蒋锡培、程虹、刘永好、宁高宁、柳青等

著名企业家参加年会。

 

《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在昆明开幕》     

  2013/4/22  版位：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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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日报
4月20日至22日，春城昆明迎来了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和昆明市

政府主办的以“商业的意义与持续增长”为主题的2013年中国绿公司

年会。一批全国乃至全球最优秀的企业家来到了昆明，共同展望中国

经济发展的前景。

在绿公司年会上，各种新观点、新理念、新思想大交汇、大碰

撞，这个经济年会俨然一场思想的盛宴。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分享中国商界巨擘、学界精英、政府官员精

彩的绿色发展理念。

《绿色发展理念大碰撞》   

  2013/4/23  版位：9版  版面：云关注

云南日报

 昨日，省委书记秦光荣在昆明会见了出席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的企业家，与企

业家们一道纵论云南机遇，畅谈合作共赢。

“云南是祖国西南绿色生态屏障，是‘美丽中国’的重要‘窗口’。中国绿公

司年会在云南召开，为我们增添了一道靓丽风景线。美丽云南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洁净空气和明媚阳光欢迎你

们。”秦光荣热情洋溢的开场白，赢得阵阵掌声。

秦光荣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实现“中国梦”、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成为全社会共识。中国绿公司年

会顺应绿色发展潮流，秉持“商以载道、道生和谐”理念，汇集了大批富有远见和创新精神的商界领袖、学界权威

和社会精英，共同研究“商业意义与持续增长”这一议题，对于推动实现“中国梦”、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具

有重要意义。他代表省委、省政府，祝贺年会成功举办，感谢企业家们长期以来对云南发展的关注、关心和参与。

秦光荣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云南的发展，给予了有力的政策支持，云南站在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

上。“在座各位都是‘高人’，我们希望借助大家的智慧，帮助云南戴好国家支持的‘八顶帽子’，推动云南跨越

发展。”秦光荣风趣幽默的话语，让企业家们会心一笑。他简要介绍了这“八顶帽子”：一是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

重要桥头堡。对内推动大发展，对外构筑大通道，加快云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二是昆明区

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和云南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推进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促进云南金融开放；三是国家绿色

经济试点省。挖掘生物资源优势，打造一批特色优势产业和名牌产品；四是国家旅游综合改革发展试验区。发挥高

原风光、民族风情、生态良好、气候宜人等优势资源，在旅游二次创业基础上，大力推进旅游业融合发展；五是中

国清洁能源基地。发挥水能、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优势，积极推进电价改革试点，为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提供

有力的能源保障；六是国家低丘缓坡未利用土地开发利用试点。转变用地方式,推进城镇和工业上山，保护坝区农

田，走出一条符合云南实际的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新路子；七是滇中产业新区。抓住滇中经济区被列入国家主体功

能规划确定的18个全国重点开发区的机遇，全力以赴加快滇中产业新区建设，推动组团发展，实现产城融合；八是

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努力作出十个示范、实现三大跨越。

“‘帽子’就是机遇，就是政策，就是发展，就是前景。我们要把‘帽子’戴好、机遇用足，推动实现科学发

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秦光荣的讲话赢得企业家们的高度赞同。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代表企业家发言表示，听了秦书记的介绍，感到云

南发展的气魄很大、思路清晰、举措有力、前景广阔。企业家们将更加关注云南、支持云南、积极参与云南发展，

用实际行动，为云南的“八顶帽子”镶嵌上美丽的“珍珠”。

 仇和、张田欣、高树勋参加会见。

《纵论云南机遇畅谈合作共赢  》  
  2013/4/22  版位：头版   

（一）年会全景及开幕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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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应有产业集群支撑
“取消户籍，我的建议是先从县城取消，从小城市取消，5年之内取消户籍的限

制，最后在大城市取消户籍。”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沈国军表示，总的

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市场来主导新的城市化进程，政府来引导，宏观的规划

由政府来牵头，具体的规划实施由市场来做。

“今天讲完全要由市场来主导城镇化完全达不到这个水平，但是我们在城镇化

过程中要加大社会机制的作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表示，现在

城镇化利用低有一个原因，大的镇有100多万人，但是不能叫市。所以，这个在我

们研究的范围叫城市设立机制的改革，就是什么地方可以叫城市，我看过日本的地

图，日本很小的地方都叫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改革。我非常同意刚才讲城市化的

观点，不要认为城市化是书记的事，它是大家的事，可以由使用者来参与设计，公

众来参与城镇化的规划。

“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呢？化在何处？新型城镇化和传统的城镇化不是完全截然不同，而是对原来传统城镇

化当中成功的经验和好的方面的坚持。过去城镇化存在的问题或者走的弯路，我们要注意克服。”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认为， 随着现在经济发展的改变，新型城镇化应该是产业集群，任何一个城市产业的支撑是

这个城市的重点，产业支撑不光是第二产业，这个产业支撑应该是产业进入优化的过程。当然，现在污染很快，

都市性的城市要防止产业的共性化，有一些城市要防止老化。

没有从零开始的创业，制造业将无前途
海丰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杨绍鹏表示，如果大家没有从小开始，没有从零开始，将来我们制造业没

有前途。如果制造业没有前途，“中国制造”不能成为我们中国的创造，不能让每个人都有创业的梦，中国梦就

没有未来。现在包括违规违法、违法经营等问题，我觉得不仅仅是企业的问题，同时还是社会的问题。

BT中国区总裁郭秀闲(Eliza Kwok) 认为，目前我们中国的制造业，也是良莠不齐。产业链需要经过多年的发

展，无论今天出名的公司，其实他们的成功，并不是一开始就成功，而是经过几十年的改造。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民生银行副董事长刘永好坦言，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集团从饲料生产商、养鸭者、养

鸡者变成了一个商品商。这几年我们在做转型，就是从一个饲料大王，变成一个肉蛋奶产业，我们联系数百万计

的农民，通过他们逐步地做大，提供技术服务、经营服务、市场服务，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在帮助农民的同时

企业得到大力的提升。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蒋锡培认为，我们的食品和药品，有很多让人不放心。我觉得我们要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第一重视产品质量；产品质量不是靠现在来复制，没有用，99.99%你是查不到的。第二就是要讲

品牌，附加值的品牌；第三就是要有以质量好和重质量、重品牌的性价比，要有可持续的管理方式。另外一个，

生产企业要自律。对世界负责、也是对企业负责。

美丽商业，回归本质创造价值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文京认为， 研讨的结果大家都认同这一点，我们都回归商业的

本质，构造要回归到我们的原点，就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商业汇集社会的基础在哪里？因为为客户创造了好的价

值，为客户提供了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形成的最后共识就是回归原点。

商业是美丽的，因为它是一个完全的创造的过程，也是一件惠及社会的事情，还是一个不断丰富我们自身人

生价值的过程。

中国宽带资本董事长田溯宁认为，在企业早期的时候，不应为了机会放弃自己的底线，把自己的信仰和尊严

放低。他说，我想在未来10年，一定会把这个事坚定起来。比如我们利用防火墙把谷歌挡在外头，是不是会犯错

误？从业者应当在考虑。这样的话很多人听了不高兴，但提出问题本身值得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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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日报

昨天上午，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昆明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六届中国绿公司

年会在昆明举行，800余名中外政界精英、学界翘楚和商界领袖齐聚春城，围绕

经济改革、城镇化、跨国并购和商业伦理等问题坐而论道，出谋划策。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顾问、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秘书长龙永图，省委副书记仇

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张田欣出席年会开幕式并致词。

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张维迎、周其仁，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主席王石，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法国驻华大使白林、比利时驻华大使奈斯、意大利驻华大使白达宁出席年会；中

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主持开幕式。

龙永图表示，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来到云南昆明，共同展望中国经济发展前景，非常具有意义。进一步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关键是要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企业和政府之间建立“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政府对不同所

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企业遵章守纪、提供就业岗位、诚信纳税和承担社会责任，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同舟共济。希望通过这次年会更加坚定大家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对中国、云南、昆明的改革发展提出好的建议，

开一个有用的会。

仇和说，本届年会的举行，是对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讨论、对绿色发展路径的共同寻求、对绿色发展愿景的

美好展望，必将推动我们坚定自信、增强自觉、实现自强，补上工业文明的课、走好生态文明的路，建立“美丽中

国”，增强“中国梦”的绿色底蕴。

仇和强调，三十年沿海，三十年沿边。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动和国家开发格局的加速调整，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深入推进，首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即将举办，特别是建设面向西南开放

重要桥头堡上升为国家战略，历史性地把云南变为对外开放的窗口，成为我国面向东南亚、南亚、西亚、南欧和非

洲开放的重要门户和前沿通道，必将领跑沿边开发开放，进入跨越发展提速期。三十年东部，三十年西部。推进绿

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打造经济升级版，东部有先发优势，西部有后发优势，云南完全有条件后发先至。

仇和表示，完成同步小康大业，实现富民强滇云南梦，迫切需要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的优秀企业和企业

家，来滇投资兴业、共襄盛举。云南将竭力为大家提供优质服务、营造优良环境、搭建广阔舞台，与大家一道，共

促繁荣发展，共享幸福生活，共圆美好梦想。

张田欣致词时说，本次年会在昆明举办，将为我们带来现代管理的精髓、创新创造的理念和绿色发展的智慧，

是一次绿色经济领域的思想盛宴，不仅将对昆明在新的起点上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而且对我国低碳经济、低碳城市、低碳生活、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张田欣表示，近年来，在全国、全省经济蓬勃发展的大潮中，昆明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

线，大力发展绿色新兴产业，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切实降低发展对资源能源的消耗、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当

前，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云南桥头堡建设的深入实施，昆明正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立足新的起点，我们将依托昆

明独特的资源优势，把昆明建成世界知名的“中国春城”、历史文化名城、高原湖滨生态城市和西南开放城市。

张田欣表示，企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企业和企业家不仅引领变革、支撑发展，而且直接影响未来发

展的动力、活力和竞争力。去年以来，为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昆明出台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重大项目

审批绿色通道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把今后三年作为企业发展年、项目落地年和上门服务年，带着公章、上门

服务，现场会办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努力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宽松的政策环境。诚挚邀请国内

外企业家多到昆明走一走、看一看，关注、支持、参与昆明的建设发展，到昆明这块热土上投资兴业、大展宏图。

我们将始终坚持诚信、互利、共赢的原则，与大家携手合作、共谋发展，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市领导李文荣、杨远翔、田云翔等出席年会。

年会闭幕式上，还举行了2013年中国绿公司百强颁奖典礼和零碳会议老牛基金捐赠仪式。

《中外商界领袖春城论道》     

  2013/4/22  版位：A01  版面：封面

（一）年会全景及开幕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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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企“绿”要深“绿”》
  2013/4/21  版位：A24版

春城晚报

昨日下午，在绿公司圆桌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司主要负责人，10人一桌，就“企业商誉与透明度管理”

话题，广泛交流。“以前认为，企业要发展，需要的是资源和渠道，这次看到中国绿公司百强的发展，才知道企业

要壮大发展，必须要注重商誉，企业必须透明化管理，才能真正可持续发展，才能成为真正的绿公司。从这一点来

说，云南绿，不只青山绿水，更是内在和外在的可持续的价值创造能力，还须深‘绿’。”云南广众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马月梅有感而发。

回顾云南倡导“绿色发展”

稍加回顾不难发现，“绿色发展”一直是云南倡导的主旋律。

云南基于地理位置独特、气候优势突出、物种优势明显、开放优势巨大等条件，对农业发展历史和未来进行深

刻审视，提出了一项新的重大战略部署：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围绕“丰富多样、生态环保、安全优质、四季飘

香”四张名片，生产更多的具有保障、保健、休闲功能的“云系”、“滇牌”特色农产品，打造云南在全国乃至世

界有优势、有影响、有竞争力的绿色战略品牌，全面提升云南农业的综合效益，持续增加农民收入，不断壮大经济

实力，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云南高原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与此同时，旅游业作为与生态环保紧密结合的另一大产业，也成为一种家喻户晓的云南名片。

愿景滇企欲谋长远“商誉”

“云南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但成功运作的大项目比较少。”云南联申建设投资集团董事长李一夫表示，云南旅

游产业潜力很好，应该打好文化牌，与绿公司积极对接，向企业家大腕们取经。记者了解到，李一夫以云南李家山

青铜工艺制品厂名义向绿公司年会捐赠价值600万的青铜器、斑铜，并在现场向全国企业家进行展示，“今后，绿公

司年会开到哪里，这批代表云南青铜、斑铜文化的艺术品就跟到哪里，向全国、全世界展示云南文化。”

“参加绿公司年会获益匪浅，能和这些优秀的企业家从企业管理、员工管理、社会责任方面互相探讨学习，是

一个难得的机会。”昆明市西游洞公园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学银表示，“通过学习和沟通，我觉得云南旅游开发

基础设施提升很重要，此外还有深厚的民族文化也没有完全开发和展示出来，这些方面都大有可为，我也在积极寻

找，希望在云南旅游业上有更多的投资项目。”

论道“绿发展”离不开“企业商誉与透明度管理”

今年绿公司年会圆桌会观点鲜明
在2013年中国绿公司年会圆桌会上，众多企业家就“企业商誉与透明度管理”进行了热议，就商誉和信任如何

建立，作为领导者、决策者应该如何建立信任，透明度的管理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和发言，为云南企业如何“深绿”

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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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信力才是生存根本
与会企业家们认为，公信力是企业生存的根本。需要从员工、企业和社会的各个角度进行建立。而商业的信誉

来自商品品质、资讯披露度、制度行为等，应把诚信当做企业价值观，把商誉作为公司的基本价值。

莫因“商欲”忽略了“商誉”
与会企业家认为，一个公司可以在经营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赢得利益相关方的忠诚和信任，才能

让企业有一个更长足的发展。而建立商誉，首先得从企业和企业领导者的价值观做起。市场经济背景下，诚信是道

德基础，企业应反思和检讨是否因追求“商欲”而忽略了商誉。

企业发展赚钱商誉不冲突

就决策者而言，需要建立正能量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一位民营企业家表示，企业要赚钱，但必须合法地赚

钱，赚钱和商业信誉不冲突，盈利模式和商业模式最好应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树立好的品牌和

商誉，实现合法的、可持续的盈利。从长远来看，建立商誉、实现透明管理，对企业的发展更有利。

企业领导做比说更重要

具体到透明度的管理，企业家们认为，诚信不只是对付媒体和公关的手段，也包括建立风险控制机制。企业家

应以身作则，以真心换诚信。作为企业领导，你做什么比你说什么更重要。

面对危机做到坦诚相待
面对危机事件，企业应第一时间快速反应，尽快找出事实的真相，对利益相关方做到坦诚相待，对危机受害

者快速有效地进行关怀，将对受害者的伤害程度降到最小。通常来讲，将“坏事”变成“好事”不容易，但将“坏

事”变得更坏很容易。在危机发生时，企业积极诚恳的态度是首要的，应主动回应。此外，企业应该意识到，媒体

是企业商誉的推进者和监督者，只有注重透明和沟通，才能使企业安全度过危机。

对话

《春城晚报》提问：目前云南正在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云南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以及面向西南

开放和“走出去”方面，各位专家有怎样的建议？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在桥头堡建设过程中，根据碳交易，很有可能对云南的企业要求更高，

要在框架中减少污染，把云南更多的公司打造成一个更加经典、更加绿色的企业。中国绿公司年会，是要在全国推

广如何可持续发展。我们在这次会议中提了很多，中国500强的企业也谈到很多经验，虽然还有很多的差异，但我们

希望在未来的时间内把差异缩小，我们希望不仅是云南的企业家发展得更好，也希望云南发展得更好。而且希望大

家多关注绿色发展。我想有很多的企业会到云南来发展，拉动云南的企业发展壮大。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社会责任及可持续发展首席顾问专家、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企业社会责任国际专家

孙继荣：关于云南企业的发展问题，我们谈可持续发展，首先是谈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相互联系和不可分割的统

一。也就是说,地区的发展和企业的发展，其实应当从4个方面考虑——从企业来讲，要考虑到企业的核心理念，同

时要考虑产品所处的行业，它和其他的行业有什么不同，第三点，必须要考虑到，我所在的地区是在云南，在中国

的西南地区，所占的战略地位和优势，同时应该要考虑到企业和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和优势。

如果这四个方面已经成立了，可以规划出一个企业和地区的战略，这个战略来自于价值观，这个战略必须要落实到

一个组织对企业的管理方法。这个方法要落实到一个企业所有的员工。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能找到一个企业和一个

地区适合自身发展的连续发生的动力。

（一）年会全景及开幕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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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在云南》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

春意盎然的四月，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在昆明举行。虽然云南企业今年没有能够上榜2013中国绿公司百强榜，

但与会的企业家们依然看好云岭大地的绿色潜质，期待着与云南携手共谋可持续发展大计。这一时段的重点关注欢

迎收听《绿色发展在云南》。

【录音】：这个绿就是把商业对社会、对人类的一切贡献，都成为绿，诚信经商啊、企业可持续发展，国际合

作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绿的范畴。

这是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本届绿公司年会上的演讲，当象征着生机无限的绿色融入企业发展时，它便

被赋予了更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本届年会在昆明的举办，也让参会企业家们对云南的绿、对云南的发展潜力有了

更多的了解。

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录音】：我觉得云南特别适合做人类特别好的目的地，一个是度假的目的地，云

南整个的自然条件都特别好。文化多样性，生物多样性。

作为冰岛购岛事件的当事人，黄怒波一向以投资眼光精准独到而享誉业界，拿着把安徽黟县宏村打造为世界文

化遗产的骄傲业绩，中坤集团此次与普洱市政府签订了古村落规划开发、房车营地规划建设、景区整合3个项目合作

框架协议。

【录音】：中国的经济在在转型，转为内需消费。那么云南应该率先打造一个现代服务体系出来。

北回归线上最大的绿洲深深的吸引着黄怒波，而云南对于外来投资开放包容的态度也促使黄怒波最终下定决心

投资普洱。

【录音】：云南总体来说，在对待社会组织，或者对待企业来说，态度还是很开放的。发挥云南在政策的开放性，

还有他的自然条件的优越性。后发优势。最重要的我希望云南率先能够回到市场上来，为企业和企业家提供市场。

作为本年度绿公司百强榜的上榜企业，新希望集团也非常看好昆明的气候优势、区位优势，打造昆明的娱乐新

天地成为今后集团在云南产业布局的一个重要方向。

董事长刘永好【录音】：在盘龙江边建设一个有昆明特色的非常有现代化的，跟盘龙江相结合的新的天地。有

一点类似成都的宽窄巷子，又有一点类似北京的三里屯soho，又有一点类似上海的新天地，或者是香港的兰桂坊。

不单单是一个商业购物中心，还是休闲、娱乐、度假的一个首先地之一。把环保、绿色和休闲结合起来，为我们的

昆明市的建设，贡献更多的绿色和都市的氛围。

增强创新，增强发展的后劲，也成为此次年会上众多企业家们对云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谏言。

中国绿公司百强专家委员会联合主席、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刘东华【录音】：西部的发展如何变后发劣势

为后发优势，国内外都有很多好的经验。好的做法，中国绿公司年会其实代表中国商业的一些好的做法，专家学者

的一些好的理念，带到昆明，带到云南来。

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汪朝涌【录音】：首先要优化商业模式，使得这些企业能够循环良性的发展。

第二。要能够提升自己的品牌，做大、做强这种品牌，打造文化。加大人出彩的引进，建立全国性的销售网络。第

三，要善用资本，无论是创作资本，PE股权资本，还都是上市的公共资本等。有了这三步骤，我相信云南的企业会

有很大的发展跳跃式发展。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原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副部长龙永图【录音】：我希望云南能够在全

国掀起一步绿色的企业。实行公平的，一视同仁的待遇，这就会从根本上提高和改善投资和经商的环境，从而大大

提高企业家在这投资新建的热情。因为对外越开放，面对的环境就会越轻松，市场会更有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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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俱乐部在普洱举办论坛》    

  2013/5/10  版位：4版  版面：普洱经济 

云南经济日报

2013年中国绿公司年会普洱高峰论坛在普洱大剧院举办，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程虹主持。中国企业家俱乐
部理事长、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
行理事、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新礼，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怒波等参加。此次会议普洱市委书
记卫星致辞并主旨演讲。

论坛由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主持，盛军（云南农业大学校长、普洱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东华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常务副理事长/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丁立国（德龙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
席）；汪潮涌（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等参加了演讲。会后，普洱市副市长杨林主持项目签约仪式。

此次活动将为普洱打牢绿色发展的基础，加快了普洱率先跨越发展的步伐。

《中国绿公司年会普洱高峰论坛畅论绿色发展》  

  2013/4/24   版面：新闻 

人民网（转载自云南日报）

4月23日，中国绿公司年会普洱高峰论坛在普洱市举行。论坛以绿色发展
和新经济的持续之路为主题。吴建民、柳传志、许小年、刘积仁、黄怒波等学
者和企业家分别发表演讲，从认识和把握世界发展趋势、云南农业的绿色机
遇、企业战略制定、企业的绿色责任、环保与商业的结合、信息技术与绿色经
济、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等方面畅谈绿色发展理念，分享经验。副省长沈培平
出席论坛。

当天，部分参加论坛的企业家与普洱市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其中，中坤
集团与普洱市签订了古村落规划开发、房车营地规划建设、景区整合3个项目
合作框架协议；东软集团与普洱市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与景谷傣族彝族自
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签订了养生项目合作协议。

（一）年会全景及开幕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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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公司年会的价值》 
   

绿公司

信息社会中，熟人网络间相互沟通和交往的频次增加，沟通的渠道和方式也在变化。甚至陌生人网络中的交流

机会也在增加，普通人与明星人物之间在信息上也趋向平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论坛的价值似乎已经被微博、

微信等新兴社交媒体取代。

但是，从第六届中国绿公司年会的情况来看，以上判断推演不下去了。4月21日，参会注册嘉宾达到了近年来

的新高1400人，而开幕式的人气达到了近千人。来自国内外的重量级嘉宾达到135人，发言嘉宾超过80位，国际嘉

宾超过50人，媒体代表超过170人。即使在年会闭幕之际，人气也依旧不减，这在历年年会中实属罕见。

超高的人气，活跃的现场气氛，让我们不禁要问，大家为何不远万里，从世界和中国的各个角落聚集在一起？

在这个由互联网统治的世界里，难道还有什么比通过互联网更能够获得有价值信息的地方吗？绿公司年会通过“见

面和约会”带来的独特价值到底是什么？年会的魅力何在？综观整个年会，我们找到了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年会为全球顶级嘉宾的智力碰撞提供了舞台。本届年会的一个亮点是“议题主席”制度，它是由知名学

者和企业家就热点话题进行领衔讨论的创新论坛形式。作为议题主席，他们不仅要担当现场会议的主持人，而且还

要在前期就与参与讨论的嘉宾进行多轮沟通，确定现场讨论的主要问题、争论点和可能达成的成果。中国企业家俱

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总结这些议题主席的特点时说，“他们有‘吨位’，肚子里有东西，

能表达出来，而且积极认真。”

议题主席们在年会开幕前两周，就开通了微信组，在柳传志的带领下，围绕几个话题及形式进行了深入沟通。

议题主席还集体出动，为在现场赢得更多的听会代表争相制作了特色鲜明的“海报”。柳传志说，每每想到连为人

低调的周其仁教授都用“海报”拉客，就忍不住偷着乐。年会的现场效果也证明，这种议题主席模式取得了巨大的

成功，在年会收尾时，“议题主席团论坛”吸引了超高的人气。每位主席都对自己场次的论坛做了精彩的总结，并

对嘉宾分享的亮点进行了点评。

通过这种形式的创新，我们发现，智力碰撞的价值巨大，顶级嘉宾的潜在能量和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在年会现

场的高手对决中起到了厚积薄发的功效，让每个议题都成为集体创作的果实。显然，这是任何一种非见面的交流都

无法比拟的。第二个原因是年会为各位嘉宾提供了“问道”与“密会”的场所。现场活动相对于书面文字、音频或

视频来说确有其独特的价值。与企业家、学者和政要会面，目睹他们的反应，向他们提问，甚至与他们饮酒聊天，

这些都比阅读他们所写的文字或在电视上看他们的脸更真实。

年会中，我们邀请几位重量级企业家举行了“密会”。其中包括“马云夜话”、王健林和俞敏洪领衔的导师论

坛。作为各自行业首屈一指的领军者，他们为与会嘉宾答疑解惑，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而在这些正式聚会当中，参会者不仅能够获得信息沟通带来的价值，而且能够向自己的商业偶像询问自己最为

棘手的问题，从而获得各自独特的价值。在“大象的舞蹈”导师论坛上，有一位嘉宾甚至将自己几年来与万达合作

发生的问题现场提给了王健林，王健林现场拍板，帮他解决了疑难，并承诺会后立刻办理。“问道”同样具有吸引

力，好的问题有时候比好的答案更具有启发性。在真正的行业领袖那里，一两句话就能够给提问者以醍醐灌顶的解

答。正如“马云夜话”的主持人王中军所说，如果在论坛中有一句话听懂了，往心里去了，那么这个论坛就起到作

用了。

还有，年会的价值在于推动高端社交网络的搭建。可以说年会是一个大俱乐部，它为所有的与会嘉宾搭建了一

个彼此沟通、建立关系的隐形机会。年会中我们特意为与会嘉宾创造了多次非正式交往的机会。例如，为中国绿公

司百强企业的代表举办了绿公司圆桌会，为远道而来的英国企业家和政界官员代表举办了午餐会，为“中国绿公司

联盟”的代表举办了与柳传志的闭门会，还有，与昆明市政府举行欢迎晚宴和恳谈会。这些活动热络了年会的几个



30

《商业的原点与意义》 
   

商业本源价值就是为了发展，但发展又是为了什么？这就需要重新审视商业的原点。中国绿公司年会大会主席

吴建民在年会新闻发布会上就提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拐点，30多年高速发展，发展得很好，但付出的环境

代价太大。GDP增长了，但我们的空气污染了，水污染了，土壤污染了，要那么多GDP有什么用？

他进而提出，企业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从良心上、良知上来做，保证企业是没有污染的，对人民的幸福生活

是没有破坏的。昆明市委常委、昆明市副市长朱永扬反思说，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挣了钱，环境污

染了也不行。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则更直接地提出要创造“健康红利”，就是要创造“为追求健康而发生的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变化带来的红利”。他尖锐地提出：如果我们赚了钱，人们的寿命却缩短了，我们挣来的

钱还有何用？

一切反思都指向了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商业对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其实这也正是年会倡导的“绿公司”

概念希望深度挖掘的。

柳传志在开幕致辞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把商业对社会、对人类的一切贡献都称为“绿”。例如，诚信经

商、企业可持续发展、善待员工、国际合作等。郭广昌讲到，未来20年复星要做成中国的投资集团，就必须保持两

个“健康”，一个是有利于大自然生态的健康，另一个是有利于商业生态的健康。

在绿公司年会普洱论坛上，黄怒波强调，“绿公司，我们简单理解为保护环境，但更深层次说，企业要承担更

多社会责任。因为我们承担着大量的这种‘绿’的概念，所以成立六年的绿公司年会就越来越大，因为‘绿’的理

念对了，对了就占领了制高点。”俞敏洪对绿公司的理解更加系统化。他在媒体发布会上指出，“绿公司”至少包

含五层含义：第一，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合法经营、诚信；第二，做的事情本身必须是好事；第三，负责任的企业要

持续不断创新；第四，企业要关注慈善和公益活动；第五，企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营造商业在社会和国际

上的良好声誉。

总之，我们发现企业家对“绿公司”的理解得到了升华。坚守商业底线，用创新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做对

商业和世界有益的事情，成为“绿公司”更深刻的内涵。而在大家积极阐释绿公司含义的同时，也就逐步明晰了商

业的原点和意义。

圈子，并让这些圈子发生了交集，通过交流，彼此增进了解，这也正是“社区化会议”的价值体现。

总之，从年会现场盛况和事后嘉宾反馈的情况来看，在信息化社会的今天，作为传统论坛，中国绿公司年会的

独特价值不仅没有降低，而是在不断拉升。彼此智力激发、问道与解答、搭建私人关系、明星嘉宾与代表的聚会构

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组合。年会不仅是网状的、俱乐部式的智库，还是顶级、跨界的私密聚会，同时，它还为跨社区

社交网络的搭建，甚至商业机会的洽谈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绿公司

  七月刊

（一）年会全景及开幕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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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与合作

  五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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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推荐

“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就是信仰。就是我们企业家，除了我们本身

是赚钱、是盈利，是担当，我们应该有信心。”

A2详见

通过积极推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云南省知识产权工作在去年取得新进

展，呈现出许多工作亮点。

B1详见

在建设美丽保山的征程中，勇于承担创业发展重任的伟业公司，必将为

保山经济社会的发展再添点睛之笔……

C1详见

D4详见

新观察叠C 大道健行

知识产权：支撑创新驱动新经济叠B

东方航空云南有限公司“头等舱”

客户指定读物

◆ 22 日，从财政部获

悉，为及时了解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改革试点执行情况，

充分发挥财政监督的决策

参谋作用，财政部日前组织

12个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开展“营改增”试点政策执

行情况专项调查。

产业建设年工业先行

◆24 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发出通知，按照现行

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

定将汽、柴油价格每吨分

别降低 395 元和 400 元，测

算到零售价格 90 号汽油

和 0 号柴油（全国平均）每

升分别降低 0.29 元和 0.34
元，调价执行时间为 4 月

24 日 24 时。

云南省 2013 年一季度工业

生产的良好开局，为推进产业建

设年拔得头筹。

“云南发展的重点、难点、突

破点、根本差距和根本出路都在

产业。”

4 月 23 日，省委书记秦光荣

在听取产业建设年重大项目落

地推进情况汇报时强调，推进产

业建设年，必须把抓产业项目落

地作为重要突破口，加快推进一

批重大工业项目落地，为实现跨

越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良好开局
今年一季度，云南省工业生

产保持较快增长，全部工业增加

值完成 919.65 亿元，增长 14.3%，

比同期提高 1.9 个百分点，拉动

全省经济增长 5.9 个百分点，贡

献率达到 46.8%。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累计完

成 增 加 值 814.75 亿 元 ，增 长

14.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5.4 个

百分点，增速排全国第 3 位，西部

省区第 2 位。

省工信委数据显示，云南省

非电力工业投资快速增长：一季

度，全省工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43.88 亿元，同比增长 27%。其

中 ，除 电 力 外 工 业 投 资 完 成

294.23 亿元，占工业固定资产投

资的 66.3%，同比增长 28.6%，比 2
月末提高 12.1 个百分点。

在工业生产各项指标飚红

的同时，工业能耗增幅明显回

落。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综合

能源消费量 1576.55 万吨标准煤，

增长 28.5%，单位工业增加值能

耗增长 11.84%，比 2 月末回落 4.2
个百分点。

“今年一季度的工业生产取

得了开门红，这是对推进产业建

设年的重大利好，但云南在今后

的产业投资中，一定要咬定市场

这座青山不放松。”

在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郭树华看来，云南省通过产业投

资推动经济发展，切不可回避市

场的选择。

一季度，云南工业生产保持

较快增长同时，在经济运行中确

实出现了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

数据显示，工业品出厂价格

同比连续 13 个月处于下降区间，

一季度，全省工业品出厂价格下

降 2.3%。钢材价格回落至 3780
元左右水平，食糖回落至 5300 元

左右，主要有色金属水平不同程

度回落。

四川雅安地震发生后，银行机构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对支持灾区抗震救

灾、做好金融服务工作进行了部署，展示出了良好的社会责任意识。

王石：坚持就是信仰

彝良救灾物资
送达芦山灾区

经报四川芦山专电（特派记
者 常征 谢笃明 岳远学）云南

省彝良县捐赠四川雅安地震灾

区价值 65 万元的救灾物资，经过

近 17 小时的长途运输，于 4 月 23
日 2 时安全抵达雅安地震灾区。

这批物资到达雅安灾区后，

没有经中间的转运环节，由彝良

县带队人员完成捐赠手续后，负

责运送捐赠物资的工作人员在

只休息了两个多小时情况下，又

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和公路塌

方的危险，继续将救灾物资送到

芦山县思延乡灾区人民手中，所

有捐赠物资已于 23 日 15 时全部

交接完毕。

在 4·20 四川雅安地震发生

后，彝良县委书记姚勇立即主持

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彝良县如何

感恩回报雅安灾区。

会上决定，彝良县当天汇出

30 万元救灾款到芦山灾区；号召

全县各界勇于捐资捐物；组织一

支由 20 人组成的“感恩医疗队”

奔赴灾区一线抗震救灾。

23 日彝良县送达雅安芦山

灾区的首批物资主要有：救灾急

用 帐 篷 1310 顶 、饮 用 纯 净 水

3500 件、方便面 1500 件、简易马

桶 100 个。

抢险救援，重托之下的李自

琴再次出发。

四川芦山，让云南人牵挂的

目的地越来越近。“小李呀，这次

救援是我们彝良人民知恩图报的

回馈，你一定不能给咱彝良中医

院丢脸……”云南彝良至四川灾

区千里迢迢，路途中小李的脑海

里没有兴奋也没有激动，只有院

长在临别时的叮嘱。

24 岁的李自琴，是昭通市彝良

县中医院的护士。至今，彝良“9.7
地震”那一幕幕救护的画面，还没

有完全从大脑记忆中抹去。这次，

小李再次踏上了抢险救援的路途。

不同的是，她是彝良县“感恩

医疗队”其中一员。而“感恩医疗

队”在雅安灾区诠释了一段“知恩

图报”的人间真情，把云南各族儿

女的感恩之情，谱写在四川灾区

的大山深处。

第一时间
指针停在 4 月 20 日。

4 月 20 日，强烈的震感还没有

让彝良人民反应过来，随后，新华

社发布的消息证实，这次地震发

生在四川芦山。

刚到彝良县委工作的姚勇，

立即主持召开了县委第 1 个抗震

救灾紧急会议。

作为去年的地震灾区，那种

失去亲人的伤痛和渴望帮助的眼

神让人难忘。在那次紧急会议

上，与会人员毫无异议地通过了

四项决定。

紧急调拔 30 万元救灾资金汇

往灾区；组织“感恩医疗队”马上

奔赴灾区一线救援；紧急调配灾

区人民急需的救援物资运到芦

山；发动全体干部群众捐款捐物

支援灾区。

“要抽调最好的医护人员，调

拨最实用的药物，派最好的汽车”

按照彝良县委的 3 个要求，彝良县

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抽

调 20 名医生和护士，迅速组建了

“感恩医疗队”由彝良县委副书记

陆林带队。

第二天，感恩医疗队便星夜

兼程赶赴灾区。

陆林说：“按县委书记姚勇的要

求，我们抽调在去年彝良地震中有

救护经验，能吃苦耐劳的医护人员

组成‘感恩医疗队’。目的是回报

全国人民、回报四川人民。”

自 4 月 21 日，“感恩医疗队”

从彝良县出发，次日凌晨 1：30 分

便到了雅安市区。由于赴灾区救

援的社会团体及志愿者很多，当

地交警实行了交通管制。直到 22
日中午，“感恩医疗队”刚到宝兴

县的灵关镇，便马不停蹄地展开

了救援工作。

触动心灵
最感动的故事在灾区上演。

对李自琴来说，这几天救援

工作除了辛苦，最感动的事情就

是转运一名超过预产期的孕妇。

感恩医疗队在灵关镇上坝村展开

救援搜救工作中，发现一位名叫

罗佳的孕妇。

雅安，我们来了!
经报特派记者 常 征 岳远学 谢笃明 范庆鹏 四川芦山报道

>>下转B1版

这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商业
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肩负着经济与
社会可持续转型的重任，这，是商业
的使命。

柳传志、俞敏洪、马云、王石、王
健林、朱新礼、冯仑……他们是中国最
优秀的企业家，汇聚在昆明举行的
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上。作为中国商
业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重要交流平台，
这次年会能给云南带来什么？

商业大佬聚昆：
“绿”的价值 大象的舞蹈

>>详见A2、A3、A4版

经报记者 普腾中木
实习生 刘威余

◆23日，国家外汇管理

局公布 2012 年末中国国际

投资头寸表。数据显示，

2012 年末我国对外金融净

资产 17364 亿美元，对外金

融资产结构有所优化。

上证指数 2218.32 (1.55%) 790 亿

深证成指 8911.65 (1.35%) 912 亿

沪深 300 2495.58 (1.88%) 622 亿

来自雅安灾区的特别报道之一

其他媒体相关报道 :

《800余名中外商界领袖昆明论道》 

  2013/4/22  版位：A12  版面：政经 

都市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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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的价值》  

  2013/4/25  版位：头版/A2  版面：特别报道 

“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就是

信仰。就是我们企业家，除了我们

本身是赚钱、是盈利，是担当，我们

应该有信心。”万科企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主席王石在谈及美丽

商业时给出了他的答案。

市场经济的商业伦理研究，溯

源商业活动中人与人的伦理关系，

已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是否能

突破底线，无限的追求利益，还是

坚守底线和伦理价值？王石坚定

的表示：伟大是熬出来的。

如果坚守底线和伦理价值，做

一个亿，会做得很好。但是如果突

破底线，可以做 10 个亿，20 个亿。

这是商业活动中存在的现象。

“突破底线能做 10 个亿、20 个

亿，但你突破底线能做 100 个亿

吗？ 1000 个亿吗？假定您做到

1000 个亿，你能守得住吗？底线是

要坚持的，你坚持了底线，才能做

到 100 个亿、1000 个亿，才能有良

性发展的空间。”

规规矩矩做的事，找了正确的

方向，虽然过程可能漫长，但创造

的价值就会越来越大。总之贵在

坚持，要熬的，伟大是熬出来的。

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在你发展

过程中，做大的目的是什么？

“得出一个结论是，我们为我

们的尊严活着，为我们的价值体系

活着，最后多大，要有结果，要有目

标。”王石的看法是：你要觉得这样

活着有意义，这是很重要的。

谈美丽的商业，如果缺少了信

仰，把信仰当做 GDP，把信仰当做

为了赚钱，一切为了赚钱和 GDP，
把一切牺牲了，这是很危险的。

如何从野蛮成长到赚钱盈利

承担责任，培养信用的价值体系是

企业家关注的问题。王石用自身

的财富积累、影响力的扩大，对自

身的反思回答了美丽商业。

“我们更应该从我们自己检

讨，我们过去存在的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信用危机，如何让我们

商业为例，我们从我们自己、从我

们的企业做起，从我们的重新重做

去诠释信用，我们的社会就一定会

存在。”

王石固然明白“大道当然，精

细制”的道理。一个从道的层面，

一个从术的层面，术的层面，实际

上就是技术保证，产品的质量，产

品的消费者喜欢，同时在成本控制

上要好控制。道的层面就是做人

要有底线，做企业要有底线。

绿，生命的摇篮。孕育了
人类，保护着生命，是所有生
命者的共同财富。如今，“绿
色”与“价值”越来越成为全球
性话题，“绿色”元素以各种形
式广泛展现在我们视野中。

2013 年 4 月 20 至 22 日于
昆明举行的“2013 中国绿公司
年会”上，绿意透露出的是“商
业的意义与持续增长”。

这里的“绿”不是指一般
环保的绿，而是一个大绿的概
念，把商业对社会、对人类的
一切贡献，都称为绿。

年 会 上 的 这 个 大 绿 的 概
念，不仅得到了很多中国企业
的认知，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
支持。

绿的思想
人们在说，如今的企业家

最大的扩张能力是责任扩张
能力。当然，一个共同的文明
愿景，首先要有一个共同的价
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要让绿
色最先从心灵的净化开始。

青岛啤酒经过 110 年能活
到今天，而且今后能够可持续
发展，就是因为作为酿酒行业
的龙头企业，他们酿酒的“酿”
就是用良心来做酒。这个良
心就是对品质的刻意追求，用
良心来做啤酒，这就是他们的
道。

今 天 的 道 和 过 去 的 道 还
不一样，过去人们是追求为美
誉、为自己负责的“良心”，现
在我们要把“良心”扩展成为

“责任”。
在 纵 向 上 他 们 有 一 个 共

同的愿景、共同的价值观，在
横 向 上 他 们 有 共 同 的 责 任 。
今天的企业家，最大的扩张能
力就是责任扩张能力。过去
他们是为财富、为资本负责，
今后他们要对社会负责，对后
代负责。

这种责任的扩张，才是企
业家真正的胸怀，有了这种胸
怀就有了文明的基础。对企
业 家 来 讲 ，有 了 这 种 信 仰 之
后 ，重 要 的 是 如 何 做 到 这 一
点。

在创造财富过程中，中国
还 处 于 一 个 相 对 高 碳 的 环
节。国家能采取的方法，只有
用法律约束、用行政调控来控
制高污染企业。如果我们的
企业都能向低消耗、低污染、
高产出的节能高效的生产方
式转变，就能为节能减排、为
绿色做出应有的贡献。国家
的产业结构要向微笑曲线的
两端调整。从中国制造到中
国创造，就是一种低碳经济模
式。

必须考虑的是，如何用云
南人的智慧形成我们专有的
知识和技术来获取这方面的
价值，如何用我们的产品来维
护我们的品牌，如何通过无形
资产、渠道和品牌提高我们的
附加值。

像成都宽窄巷那样，传统
服务业通过文化创意产生经
济 价 值 、树 立 品 牌 和 文 化 价
值，这种转型就是低碳转型。
在微笑曲线上我们就可以看
到低碳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就
是我们应有的做法和策略。

还 有 的 就 是 企 业 家 的 共
识、责任，以及与此相应的工
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调
整。如果没有形成一种共识，
没有承担对后代的环境责任，
将来会为此付出代价。

如 果 我 们 的 工 作 方 式 、
生 活 方 式 能 够 从 细 微 之 处 、
点 点 滴 滴 有 所 转 变 和 调 整 ，
那么我们绿色文明也一定能
够实现。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物 中 长 出
怒放的鲜花、刚刚刷过油漆的

房间便有着大自然般清新的
空气、汽车排气管中冒出一片
青葱的绿色植物，类似的电视
或平面广告越来越多的出现
在消费者的视线中，希望借用

“绿色”打造企业更为环保、更
具社会责任感的形象，近而将
消费者的信任转化为实实在
在的销售收入。

正 如 一 家 名 为 Clownfish
的可持续咨询公司创始人兼
首 席 执 行 官 黛 安 娜（Diana
Verde Nieto）所言：“绿色环保
已经不是蓝海，它是每个企业
必须提上议事日程的重要部
分。正确应用绿色概念，将令
企业业绩登上新台阶。”

对于企业家而言，行动起
来比一切都重要。

绿 色 是 一 个 优 秀 企 业 家
必 须 牢 牢 记 住 的 基 本 观 念 。
对于每一个企业家而言，最重
要是行动。大家都应该行动
起来，先把你的企业变“绿”。

绿的附加值
经 报 记 者 请 一 位 出 席

2013 中国绿公司年会嘉宾为
云南估值时，云南的投资价值
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的绿色
价值”。

“绿色价值”是云南发展
的最大优势，也是最充满投资
机会的领域。

当 云 南 省 委 书 记 秦 光 荣
希望借助出席 2013 中国绿公
司年会的企业家的智慧，帮助
云南戴好国家支持的‘八顶帽
子’，推动云南跨越发展时，这
份“绿色价值”尤显突出。

云 南 作 为 中 国 面 向 西 南
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对内推动
大发展，对外构筑大通道，加
快云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
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云南作为民族团结进步、
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努力
作 出 十 个 示 范 、实 现 三 大 跨
越。

云 南 作 为 国 家 绿 色 经 济
试点省，挖掘生物资源优势，
打造一批特色优势产业和名
牌产品势不可当。

云 南 作 为 国 家 旅 游 综 合
改革发展试验区，发挥高原风
光、民族风情、生态良好、气候
宜人等优势资源，在旅游二次
创业基础上，大力推进旅游业
融合发展。

云 南 作 为 中 国 清 洁 能 源
基地，发挥水能、风能、太阳能
等清洁能源优势，将积极推进
电价改革试点，为产业发展和
招商引资提供有力的能源保
障。

云 南 作 为 国 家 低 丘 缓 坡
未利用地开发利用试点。转
变用地方式,推进城镇和工业
上山，保护坝区农田，走出一
条符合云南实际的城镇化、工
业化发展新路子。

滇中产业新区，云南将抓
住滇中经济区被列入国家主
体功能规划确定的 18 个全国
重点开发区的机遇，全力以赴
加快滇中产业新区建设，推动
组团发展，实现产城融合。

昆 明 区 域 性 国 际 金 融 中
心和云南沿边金融综合改革
试验区。推进跨境人民币结
算业务，促进云南金融开放。

云 南 是 投 资 的 热 土 。 对
于投资者来说，云南快速增长
的投资需求意味着较多的投
资机会。如何挖掘云南的“绿
色价值”？要基于云南在协调
发展与保护关系、实现既有发
展又有绿色方面有很多现成
经验可用。

绿色不是诗情画意，而是
一种文明。如果这种文明成
为我们共同的愿景，绿色价值
就一定能实现。

“就好像人吃饭的的时候要吃

四个馒头才能吃饱，现在才吃了 3
个馒头，我们期待着吃最后一个馒

头。”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

传志如此形容中国民营企业过去

的峥嵘 30 年。

作为中国著名企业家，柳传志

期待民营企业走到更大更辉煌的

路，但也对未来企业的环境充满着

担忧，“这里面有国际的政治经济

环境，有中国的政治商业环境，有

自然环境，人文环境。”

为企业出谋划策，和企业家分

享创业立业经验果实的柳传志首

先紧抓一个核心词汇：求实。“我们

企业本身要有一个好的文化，这个

不能变，比如说‘求实’，不能迟到

就是一个‘求实’，答应的事情要做

到。除了文化以外，企业要有制定

战略的能力，根据环境的变化能够

制定出好的战略，包括大幅度从自

己所在的行业跳到另外的行业去，

要有所准备和很强的执行。”

拥有一个好的领导团队，在柳

传志看来也是企业发展不可或缺

的基石。“比如说像我的企业，原来

是做电脑的高科技企业，在 2000 年

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应

该把白天工作、晚上还要学习这样

艰苦的工作交给年轻人去做，我自

己进入到风险投资领域，通过这个

领域又继续做。”

在 13 年前“分身”的柳传志，一

方面继续专心做高科技，另一方面

成立了子公司做投资，并在投资领

域做得风生水起，佳音不断。

然而，并购 IBM，这个在当时被

大多数人所不看好的“大冒险”，才

是被业界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为

此，柳传志也并不讳言其对联想产

生的深远意义。

“如果我们不并购，企业今天的

营业额就还是 29亿美元，甚至不到，

或是变成一个很平庸的企业。因为

并购成功，今天的营业额走到了前

面，利润也发生了很多的变数。”

“蛇吞象”背后，自有联想的逻

辑，“由于我们提前进入到其他领

域，比如投资领域、房地产领域，后

面我们还有更新的技术，这样的

话，我们就可以支持高科技企业勇

于去创新和冒险，即使冒险失败、

创新失败，我们还是能够支持它继

续，不至于一无所有。”

落实到企业和企业家，柳传志

以联想和自己的历程为例简要勾

勒了发展历程。“1984 年我开始管

公司的时候刚从科学院出来，我就

要一点一点的收拾，通过十年的时

间，到了 90 年代末，公司的文化才

逐渐形成了正规。”

“今天我敢说，最早的做的最

好的公司，我们公司是其中一个。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曾经乱过，

但是我们把事想清楚，一步一步来

解决。”

“绿”的价值
南方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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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就是信仰王 石：

柳传志：求实是企业发展的基石

商界论道

我记得 10 年前、20 年前，我们

绝大部分的材料、原材料，包括对

外进口，包括远东（控股集团）原来

的材料也是进口的，但是现在不一

样。

如果这些前提不能得到很好的

改善，中国制造业还是非常困难

的。现在政府需要营造很好的环

境，比如法制环境、政策环境。

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加强监管，

目前好多产品，包括工业制造，我

们的食品和药品，有很多让人不放

心。问题出在哪里？

另外，还有很多的工厂，几乎有

2/3 的都是跨国的。如何改变这样

的环境？我觉得要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第一，重视产品质量，产品

质量不是靠现在来复制；第二，要

讲品牌，你这个附加值的品牌；第

三，要有质量好和重质量、重品牌

的性价比，要有可持续的管理方

式；另外，生产企业要自律。你无

论如何对于世界负责、也是对企业

负责。

远东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蒋锡培：生产企业要自律

我们要面对互联网、电子商务

的发展和面对国际化的竞争，以及

面对全球制造升级。一句话来概

括，一个是性价比、品牌的优势。

其实制造产业需要品牌，也需要形

象。只要这两个都有就可以克服

了。

我们问消费者，互联网给消费

者带来什么改变？如果把这个事

情弄明白了，是一个非常大的机

会。当然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大

的挑战，因为互联网给大家带来的

消费习惯，是用固有的经营模式，

那肯定是不能持续的。

对于我们来说，互联网颠覆了

我们固有的模式。在这样的情况

下，我们如何去改变？从另外一个

方面讲，到底给我们什么启发？从

传统来说，因为货要比 3 家。但在

互联网时代，货不是比 3 家，而是比

万家，容易比，方便程度完全不一

样。

互联网应该是品牌商的福星，

如果把品牌做好，可以在当下更好

的发展，更容易让你的品牌走向世

界。所以互联网的存在更是福星，

从短期来看是一个挑战，从未来看

是更大的福星。

美特斯邦威服饰董事长周成建：互联网是品牌商的福星

我想花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将近 9 年，在跨国并购方面的

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教训的一些东

西。

2004 年，我们做了两个大的跨

国并购，一个是并购汤姆逊的彩

电、一个是并购阿尔卡特的手机。

这两个都是全球性的并购，当时我

们并购了汤姆逊的彩电，我们成为

全球彩电的前 3 名。另外并购阿尔

卡特的手机项目，会使我们市场份

额进入全球的前 10 名。当然这两

个并购可以让我们快速的进入欧

洲和国际的市场。

这两个并购案，当时是从能够

看得见的因素做分析。其实这些

的因素要实现，要有一些在管理系

统协调方面的能力，要能够做得

到。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大家做

事的基本准则、习惯有很大的差

异，沟通起来比较困难。所以我们

消除这种差异，整整用了 3 年的时

间，大家沟通得还比较好。

TCL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东生：并购要具备协调能力

复星高科技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商业回报是算不出来的

听上去很悲观，并购像生了癌

症，不开这个刀，可能活得不长久，

开了这个刀，可能生活好一点。其

实我觉得应该没那么悲观。

我是一个很理性的投资者，我要

算帐，如果没有一个商业的回报，我可

能是不会做的。但很多的时候，商业

回报是算不出来的。所以这时候，你

要把对方的信任度考虑进去。

我是绝对不相信，我的下属来

跟我说，我的回报是 30%、40%。更

重要的我要听你的投资和回报会

不会输，更低的底线在哪里。就在

不会输的情况下，对方的团队是否

可以信任。如果投资还能够对我

们的幸福生活带来一点的生活价

值，比如说趁这个项目可以去旅游

一下，或者是投资一个酒、普洱茶、

太极拳的项目，我都会为这些项目

加分的。

蒋锡培

《绿公司年会启幕：

柳传志、俞敏洪、牛根生、

刘永好……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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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旨论坛：改革红利呼唤行动英雄

               论坛概况

议题主席/主持人：
柳传志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议题嘉宾：
李文荣  昆明市市长

吴思田  英国驻华大使

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古克礼  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

王   宁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合著者、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 

1

吴思田

英国驻华大使

王宁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

之路》合著者、美国亚利桑那

州立大学副教授 

柳传志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文荣

昆明市市长

主旨论坛：改革红利呼唤行动英雄

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

金融学教授

古克礼

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

《中国绿公司昆明开年会》 

  2013/4/16  版面：公益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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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道情况2

（二）主旨论坛：改革红利呼唤行动英雄

 《绿公司年会聚焦“改革红利”》
  播出时间：2013/4/21
  播出栏目：云南新闻联播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Q2MDY4NzYw.html

《中国绿公司年会专题片》
  播出时间：2013/5/12   
  时长：1小时

云南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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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绿公司年会21日上午在昆明开幕，政商学三界精英齐聚于

此，共话改革红利。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原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副部长

龙永图在开幕式上致辞。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出席开幕式，并现场播放了英

国首相卡梅伦发来的贺电视频。

龙永图在致辞中说，企业和政府应该建立“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

重点就是我们的政府要对所有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一视同仁，形成公平的待

遇。没有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就没有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

谈到改革开放，龙永图总结道“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是和美国关系好的

国家，都富起来了。”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要坚持扩大对外开放。” 

吴思田表示，中英两国是经济合作伙伴，“中国应选择可持续增长的经

济模式，实现绿色增长，可实现中国梦。”

在昆明市市长李文荣发表完演讲后，主持人在台上追问李文荣滇池治理

的措施时，李文荣回答道“滇池治理已经到了拐点，目前已基本遏制住了污

染源，环湖生态建设已基本到位。”

中国绿公司年会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于2008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首届

创办，是中国企业界第一个跨行业、国际化的可持续发展峰会。年会致力于

推动政府决策者、企业界、学术界及NGO组织就推动绿色经济发展进行深入

交流，凝聚共识，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转型，此前已举办五届。

中国新闻网

《中国绿公司年会昆明开幕 政商学精英

 共话改革红利》
  2013/4/21  国内新闻

《中国绿公司年会昆明开幕 政商学界  

 精英共话改革红利》 

  2013/4/21  版位：B01  版面：财富.生活 

生活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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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改革红利 呼唤行动英雄》 

  2013/4/22  版位：9版   版面：云关注 

云南日报

商业对社会对人类的贡献，都称为绿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当前中国经济确实面临一种重大的机遇，但却

存在着相当多的危机。

 这个会为什么叫绿公司年会？这个“绿”指的不仅是一般的环保的绿，而是一个大绿的概念。就是把商业对社

会、对人类的一切贡献，都称为绿。诚信经商，企业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等，这些都是属于绿的范畴。

今天论坛的内容是有关改革红利，这是主旨论坛，焦点论坛“有中国制造的未来”、“城镇化的机会和风

险”、“资本商业伦理”，就是指价值和利益的平衡。

企业和政府：君子之交淡如水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龙永图

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全社会形成一个重要的共识，就是为了更好发展，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关于深化改革的问题，大家都已经很清楚，关键是解决或者说进一步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解决好这个关系，

对于我们很多企业家来讲，有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就是企业和政府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亲密无间？还是保持

距离？我想了半天，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和政府应该建立一个“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所谓“君子之交”，就是

政府和企业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同舟共济；所谓“淡如水”，就是这种关系不是那种吃吃喝喝、拉拉

扯扯的关系，不是那种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关系。建立这样的关系，官员会更加廉政，企业家会更加坦荡，市场

会更加公平。

渐进式创新向颠覆性创新过渡

 ——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博导蔡剑

通过几年的研究，发现了一些规律。今年很有意思，过去的上榜企业下榜了，下榜企业又上榜了，阿里巴巴是

一个典型的案例。还有渐进式的创新向敢于颠覆性的创新变化，如远大科技，就敢于做中国的“乔布斯”。多元价

值观是一个趋势，如今中国企业的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了，值得进一步研究。有句古话叫“万紫千红总是春”，我

们在春城开这个会，真正的绿公司不是绿色，是万紫千红的。

政府应该更加关注商界声音

——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

中国要实现2030年的目标，成为更加和谐、更加现代、更加创新性的社会，政府更要倾听商界的声音。

我们必须要对经济进行一些根本性的、企业结构性的改革，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所扮演的角色，对政府进行一

个重新的定义。就是说，政府要转变职能，变成一个更加廉洁、更加实效的现代政府，并且依法治国。

仅仅通过政府的规划是不可能实现创新的，同时不是由政府来干预、阻碍增长，而是帮助经济的增长。我们要

更多的偏向于私营发展，政府应放松管制，使他们能够对公共经济政策有一个讨论。我们现在看到国家对于经济的

主导作用，有可能会阻止中国的价值链去移动。

关注
独特视角 权威声音 深度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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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至22日，春城昆明迎来了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和昆明
市政府主办的以“商业的意义与持续增长”为主题的2013年中国绿公
司年会。一批全国乃至全球最优秀的企业家来到了昆明，共同展望中
国经济发展的前景。

在绿公司年会上，各种新观点、新理念、新思想大交汇、大碰撞，
这个经济年会俨然一场思想的盛宴。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分享中国商界巨擘、学界精英、政府官员精彩
的绿色发展理念。

“取消户籍，我的建议是先从县城
取消，从小城市取消，5年之内取消户
籍的限制，最后在大城市取消户籍。”
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沈国
军表示，总的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市场来主导新的城市化进程，政
府来引导，宏观的规划由政府来牵头，
具体的规划实施由市场来做。

“今天讲完全要由市场来主导城
镇化完全达不到这个水平，但是我们
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加大社会机制的作
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
其仁表示，现在城镇化利用低有一个
原因，大的镇有 100多万人，但是不能
叫市。所以，这个在我们研究的范围叫
城市设立机制的改革，就是什么地方
可以叫城市，我看过日本的地图，日本
很小的地方都叫市。所以我们要有一

个改革。我非常同意刚才讲城市化的
观点，不要认为城市化是书记的事，它
是大家的事，可以由使用者来参与设
计，公众来参与城镇化的规划。

“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呢？化在何
处？新型城镇化和传统的城镇化不是
完全截然不同，而是对原来传统城镇
化当中成功的经验和好的方面的坚
持。过去城镇化存在的问题或者走的
弯路，我们要注意克服。”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认为，随着现
在经济发展的改变，新型城镇化应该
是产业集群，任何一个城市产业的支
撑是这个城市的重点，产业支撑不光
是第二产业，这个产业支撑应该是产
业进入优化的过程。当然，现在污染很
快，都市性的城市要防止产业的共性
化，有一些城市要防止老化。

云南是我国西南的重要
生态屏障，是美丽中国的重要
窗口，必将引领生态文明建
设、引领绿色发展。绿色发展
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我国到了
体制转轨、机制转换、社会转
型、公民转心的时期。过去的
30多年主要致力于体制转换，
主要致力于经济领域和财富
的增长，今后若干年要延伸到
社会领域，要致力于人的发
展。绿色发展，要求我们要以
人为本，以人为目的，以人为
目标，以人为方向发展人、提
高人、提升人、改造人、塑造
人，把一个国家的公民、一个
民族的成员，一个区域的老百
姓、一个城市的市民，真正变
成经济发展的主体、民主政治
的主力，社会进步的主力，提
高全社会成员在市场、在社会
当中的生存能力、就业能力、
创新能力、创业能力、经济能

力，做好人口比人力、人力比
人才、人才比资本、资本比财
富的稳长。所以适时提出以人
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
总方针，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
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意义
十分重大！

大家知道，有一位大学者
曾经讲过，世界以和谐为本，
国家以民生为本，民生以发展
为本，发展以创业为本，创业
以企业家为本，企业家以市场
为本，市场以公开、公平、公正
为本。不管国家、大家、小家都
离不开企业家，不管国际市
场、国内市场、区域市场，都是
企业家的战场。云南区位独
特，市场广阔，潜力巨大，前景
可取，资源红利、生态红利、人
口红利、政策红利，来自改革
的红利叠加，是投资的乐土、
创业的乐园，是创业发展、可
持续发展的立项之地。

当前中国经济确实
面 临 一 种 重 大 的 机 遇 ，
但 却 存 在 着 相 当 多 的
危机。

这个会为什么叫绿
公司年会？这个“绿”指的
不仅是一般的环保的绿，
而是一个大绿的概念。就
是把商业对社会、对人类
的一切贡献，都称为绿。

诚信经商，企业可持续发
展，国际合作等，这些都
是属于绿的范畴。

今天论坛的内容是有
关改革红利，这是主旨论
坛，焦点论坛“有中国制
造的未来”、“城镇化的机
会和风险”、“资本商业伦
理”，就是指价值和利益
的平衡。

此次年会与往年最大的
不同是，今年是最具思想的一
年，是由内而外的绿。企业家
发自内心意识到，绿公司表示
的理念创新的模式值得探索。
用正确的东西亲自现身说法，
让整个社会认识到讲诚信、负
责任不但是在商业上讲，而且
整个社会都必须遵守诚信、责
任的发展观念。

西部的发展如何把后发
劣势变为后发优势？就是把
全球、这些绿色发展、可持续

发展好的理念带到中国，真
正 把 后 发 劣 势 变 为 后 发 优
势。通过年会，让中国这些理
念先进、实力雄厚的企业家
了解云南，推动更多国内外
企 业 到 云 南 都 有 积 极 的 作
用。云南白药本来是商业典
范，但是去年触及红线，所以
今年下榜了，但这并不可怕，
这表明绿年会要求高，这有
助于推动中小企业有更好的
追求。比如，阿里巴巴也有上
榜下榜又上榜的经历。

此次绿年会上，为大家提
供了一个新理念、新观点的交
流平台。通过年会在昆明的召
开, 营销了昆明,提升昆明在
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
时，也让昆明认识更多的企业
家和企业,同时让企业家认识
昆明、投资昆明。昆明存在产
业发展不足的问题。当前，昆
明最大的问题是云南顶级的
民营企业太少，一个地方的发
展，一定要有这些企业、这些

企业家来推动一个地方的发
展上台阶上水平。

释放改革红利，必须把经
济发展摆在首位；释放改革红
利，必须还权于市场；释放改
革红利，必须把人民群众作为
最大受益者；释放改革红利，
必 须 不 断 提 高 对 外 开 放 水
平；释放改革红利，必须把生
态建设放在突出位置；释放改
革红利，必须要有敢于担当的
勇气。

释放改革红利，必须还权于市场
——昆明市市长李文荣

我们谈改革的挑战。中国
要实现“中国梦”，必须有可持
续增长的模范，必须有绿色的
增长，这些因素很大。我觉得
私营企业会扮演非常非常重
要的角色。你们会刺激服务行
业的增长，你们会提高消费，
你们会提高就业，你们不太消
耗能源，你们比其他的企业更
有创新，这些目标对中国的改
革非常重要。我们会帮助中国

把国外的投资多样化。在英国
已经有了 500 多个中国的企
业投资了；我们会帮助中国走
向支持经济的方向；我们会帮
助中国把公司品牌国际化，
你们可以把伦敦当成一个跳
板，你可以推广你的品牌。我
认为英国和中国，是在经济
增长伙伴性的关系，这是我
们双方领导人，已经达成了
一种共识。

中英两国是经济伙伴关系
——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

中国要实现 2030 年
的目标，成为更加和谐、更
加现代、更加创新性的社
会，政府更要倾听商界的
声音。

我们必须要对经济进
行一些根本性的、企业结
构性的改革，以市场为基
础的经济所扮演的角色，
对政府进行一个重新的定
义。就是说，政府要转变职
能，变成一个更加廉洁、更
加实效的现代政府，并且
依法治国。

仅仅通过政府的规
划是不可能实现创新的，

同时不是由政府来干预、
阻碍增长，而是帮助经济
的增长。我们要更多的偏
向于私营发展，政府应放
松管制，使他们能够对公
共经济政策有一个讨论。
我们现在看到国家对于
经济的主导作用，有可能
会阻止中国的价值链去
移动。

另外更多的讨论必须
聚焦于改变国家和商界的
角色，倾听商界的声音,从
而为中国的未来建立起一
个更加好的途径，要不然
就没有一个新的未来。

通过几年的研究，发
现了一些规律。今年很有
意思，过去的上榜企业下
榜了，下榜企业又上榜了，
阿里巴巴是一个典型的案
例。还有渐进式的创新向
敢于颠覆性的创新变化，
如远大科技，就敢于做中

国的“乔布斯”。多元价值
观是一个趋势，如今中国
企业的价值观越来越多元
化了，值得进一步研究。有
句古话叫“万紫千红总是
春”，我们在春城开这个
会，真正的绿公司不是绿
色，是万紫千红的。

在党的十八大以后，
全社会形成一个重要的共
识，就是为了更好发展，我
们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关于深化改革
的问题，大家都已经很清
楚，关键是解决或者说进
一步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
系。要解决好这个关系，对
于我们很多企业家来讲，
有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就
是企业和政府建立一个什
么样的关系？是亲密无间？
还是保持距离？我想了半

天，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和
政府应该建立一个“君子
之交淡如水”的关系。所谓

“君子之交”，就是政府和
企 业 相 互 尊 重 、相 互 信
任、相互支持、同舟共济；
所谓“淡如水”，就是这种
关系不是那种吃吃喝喝、
拉 拉 扯 扯 的 关 系 ，不 是
那 种 不 清 不 楚 、不 明 不
白 的 关 系 。建 立 这 样 的
关系，官员会更加廉政，
企业家会更加坦荡，市场
会更加公平。

新型城镇化应有产业集群支撑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王文京认为，研讨的
结果大家都认同这一点，我们都回归
商业的本质，构造要回归到我们的原
点，就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商业汇集
社会的基础在哪里？因为为客户创造
了好的价值，为客户提供了好的产
品，所以我们形成的最后共识就是回
归原点。

商业是美丽的，因为它是一个完
全的创造的过程，也是一件惠及社会
的事情，还是一个不断丰富我们自身
人生价值的过程。

中国宽带资本董事长田溯宁认
为，在企业早期的时候，不应为了机会
放弃自己的底线，把自己的信仰和尊
严放低。他说，我想在未来 10年，一定
会把这个事坚定起来。比如我们利用
防火墙把谷歌挡在外头，是不是会犯
错误？从业者应当在考虑。这样的话很
多人听了不高兴，但提出问题本身值
得称赞。

海丰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
席杨绍鹏表示，如果大家没有从小开
始，没有从零开始，将来我们制造业没
有前途。如果制造业没有前途，“中国
制造”不能成为我们中国的创造，不
能让每个人都有创业的梦，中国梦就
没有未来。现在包括违规违法、违法经
营等问题，我觉得不仅仅是企业的问
题，同时还是社会的问题。

BT 中 国 区 总 裁 郭 秀 闲 (Eliza
Kwok) 认为，目前我们中国的制造业，
也是良莠不齐。产业链需要经过多年
的发展，无论今天出名的公司，其实他
们的成功，并不是一开始就成功，而是
经过几十年的改造。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民生银行副
董事长刘永好坦言，经过三十多年的
努力，集团从饲料生产商、养鸭者、养

鸡者变成了一个商品商。这几年我们
在做转型，就是从一个饲料大王，变成
一个肉蛋奶产业，我们联系数百万计
的农民，通过他们逐步地做大，提供技
术服务、经营服务、市场服务，在提供
服务的过程中，在帮助农民的同时企
业得到大力的提升。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
席蒋锡培认为，我们的食品和药品，有
很多让人不放心。我觉得我们要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第一重视产品质量；产
品质量不是靠现在来复制，没有用，
99.99%你是查不到的。第二就是要讲
品牌，附加值的品牌；第三就是要有以
质量好和重质量、重品牌的性价比，要
有可持续的管理方式。另外一个，生产
企业要自律。对世界负责、也是对企业
负责。

商业对社会对人类的贡献，都称为绿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柳传志

企业和政府：君子之交淡如水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龙永图

渐进式创新向颠覆性创新过渡
——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博导蔡剑

政府应该更加关注商界声音
——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

绿色发展要求以人为本
——省委副书记仇和

把后发劣势变为后发优势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常务副理事长/正和岛创始

人兼首席架构师刘东华

本报记者 余红 熊明/文 杨峥/图

（二）主旨论坛：改革红利呼唤行动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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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更多的讨论必须聚焦于改变国家和商界的角色，倾听商界的声音,从而为中国的未来建立起一个更加好的途

径，要不然就没有一个新的未来。

 

绿色发展要求以人为本

——省委副书记仇和

云南是我国西南的重要生态屏障，是美丽中国的重要窗口，必将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引领绿色发展。绿色发展

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我国到了体制转轨、机制转换、社会转型、公民转心的时期。过去的30多年主要致力于体制

转换，主要致力于经济领域和财富的增长，今后若干年要延伸到社会领域，要致力于人的发展。绿色发展，要求我

们要以人为本，以人为目的，以人为目标，以人为方向发展人、提高人、提升人、改造人、塑造人，把一个国家的

公民、一个民族的成员，一个区域的老百姓、一个城市的市民，真正变成经济发展的主体、民主政治的主力，社会

进步的主力，提高全社会成员在市场、在社会当中的生存能力、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经济能力，做好

人口比人力、人力比人才、人才比资本、资本比财富的稳长。所以适时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方

针，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意义十分重大！

大家知道，有一位大学者曾经讲过，世界以和谐为本，国家以民生为本，民生以发展为本，发展以创业为本，

创业以企业家为本，企业家以市场为本，市场以公开、公平、公正为本。不管国家、大家、小家都离不开企业家，

不管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区域市场，都是企业家的战场。云南区位独特，市场广阔，潜力巨大，前景可取，资源

红利、生态红利、人口红利、政策红利，来自改革的红利叠加，是投资的乐土、创业的乐园，是创业发展、可持续

发展的立项之地。

中英两国是经济伙伴关系

——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

我们谈改革的挑战。中国要实现“中国梦”，必须有可持续增长的模范，必须有绿色的增长，这些因素很大。

我觉得私营企业会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你们会刺激服务行业的增长，你们会提高消费，你们会提高就业，你

们不太消耗能源，你们比其他的企业更有创新，这些目标对中国的改革非常重要。我们会帮助中国把国外的投资多

样化。在英国已经有了500多个中国的企业投资了；我们会帮助中国走向支持经济的方向；我们会帮助中国把公司

品牌国际化，你们可以把伦敦当成一个跳板，你可以推广你的品牌。我认为英国和中国，是在经济增长伙伴性的关

系，这是我们双方领导人，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

释放改革红利，必须还权于市场

——昆明市市长李文荣

此次绿年会上，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理念、新观点的交流平台。通过年会在昆明的召开, 营销了昆明,提升昆明

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时，也让昆明认识更多的企业家和企业,同时让企业家认识昆明、投资昆明。昆明

存在产业发展不足的问题。当前，昆明最大的问题是云南顶级的民营企业太少，一个地方的发展，一定要有这些企

业、这些企业家来推动一个地方的发展上台阶上水平。

释放改革红利，必须把经济发展摆在首位；释放改革红利，必须还权于市场； 释放改革红利，必须把人民群众

作为最大受益者； 释放改革红利，必须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释放改革红利，必须把生态建设放在突出位置；释

放改革红利，必须要有敢于担当的勇气。

 把后发劣势变为后发优势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常务副理事长/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刘东华

此次年会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今年是最具思想的一年，是由内而外的绿。企业家发自内心意识到，绿公司

表示的理念创新的模式值得探索。用正确的东西亲自现身说法，让整个社会认识到讲诚信、负责任不但是在商业上

讲，而且整个社会都必须遵守诚信、责任的发展观念。

西部的发展如何把后发劣势变为后发优势？就是把全球、这些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好的理念带到中国，真正

把后发劣势变为后发优势。通过年会，让中国这些理念先进、实力雄厚的企业家了解云南，推动更多国内外企业到

云南都有积极的作用。云南白药本来是商业典范，但是去年触及红线，所以今年下榜了，但这并不可怕，这表明绿

年会要求高，这有助于推动中小企业有更好的追求。比如，阿里巴巴也有上榜下榜又上榜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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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4月23日在中国绿公司年会普洱高

峰论坛上称，中国以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金融危机后，政府和国企主导

的投资，缺少对风险与收益的充分评估，未来可能给企业和银行带来隐患。

他还表示，政府主导的投资已经给地方政府带来很大的财政压力。

大量投资使制造业现产能过剩
许小年说，中国东部经济一直以来依靠投资拉动，大量的投资使得制造业出现产能过剩，国内购买力不足。加

入WTO后，无法消化的产能转向出口，但金融危机后，国外需求萎缩，产能过剩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企业开始降

价，利润率越来越薄。

他认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表面上看是需求不足，于是依靠政府拉动投资，扩大内需，此前的4万亿刺激政

策投资都是以政府和国有企业作为投资主体，推高投资拉动内需。但政府和国企投资把拉动内需作为一项政治任务

来完成，不能很好地评价投资项目的风险与收益。

他表示，在4万亿投资过程中，没有收益的投资未来都可能造成银行的隐患。

不能为短期需求投劣质项目
许小年表示，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已经给地方政府财政带来很大的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借债。

据审计署审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约10万亿。许小年称，10万亿相当于去年中国GDP的

25%。但据国外机构估计，目前中国政府负债有可能已经高达GDP的100%，他解释，高达GDP的100%就意味着政

府负债已经超过了欧债危机国家的负债。所以这种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已经不能持续下去了。

“最近我到东南沿海去，还有省份在讲投资拉动，我说你们要往哪儿投？不能为了创造短期需求而把一些劣质

的项目拉上去，将来都是企业亏损和银行坏账。这样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不能持续下去了。”许小年说。

《许小年柳传志辩论顶层设计》 

  2013/4/23  版位：B05  版面：经济新闻·宏观 

新京报

在4月21日的中国绿公司年会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与金融学教授许
小年与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在改革是否要顶层设计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许小
年认为，改革不能依赖顶层设计，使改革的方案脱离实际。而柳传志则认为政
治社会等深层次改革应该从政府和顶层来推动。

《许小年：投资驱动模式已不可持续》 

  2013/4/24  版位：B05  版面：经济新闻·宏观 

新京报

（二）主旨论坛：改革红利呼唤行动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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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改革成功的关键是让各阶层获利》 

 2013/4/22  版位：A15  版面：政经

都市时报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认为，成功的改革在于鼓励社会的创造，鼓励了社会价值的增加，各个阶层都获
利，“当前诸多地方政府的豪言壮语，一直喊破了嗓子也没什么动静”。

许小年列举了王莽改革、王安石改革、光绪帝改革3件失败改革案例，以及商鞅变法、邓小平改革2件成功改革
案例。

他认为，上述3件改革失败案例，原因是不能够突破现有体制，社会生产力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并没有更多
社会财富创造出来。因此改革局限于利益的重新分配，利益在官民之间的重新分配，利益在不同的官僚群组之间的
重新分配，这必然引起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使得改革进行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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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改革主力军是民众和企业

许小年称，中国历史上改革失败的原因在改革的理念上。依赖顶层设计，改革的方案脱离了实际。
许小年表示，顶层设计是官员在办公室想象的理想方案，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然后利用官僚体系做大规模的

推广，这一定会碰到问题。
他认为，所有的顶层设计都有不切实际地假设，就是所谓的官僚体系可以百分之百遵照上层的指令，把改革措

施百分之百落实到位，但这个假设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结果官僚体系利用改革寻租，使得让利于民的改革措施，
变成了与民争利，注定了改革失败的命运。

许小年认为，改革的主力军应该是民众和企业，但他们现在是观众和听众，等待着完美的顶层设计的出台，这
不是改革。

柳传志：改革要从顶层推动

柳传志在随后的论坛上对许小年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他说，政治社会等深层次的改革还是要从顶层来推动。
“现在我们国家特别需要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特权，这里有很大的障碍，需要顶层设计来做。”

柳传志认为邓小平打破终身制就是从顶层来推动的改革。“如果没有当初的顶层设计，现在就乱成一团了。”
但柳传志称，这种系统设计需要想清楚再做，应该给改革留有时间。“我们（公司）曾经也乱过，但是后来把

事情想清楚了，一步一步做，在办企业的过程中，我不把事情搞明白，我就不会动手去做。”柳传志以自己公司举
例。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龙永图也在论坛现场表示，如果改革由各个部门来设计，最后改革可能难以
形成。中国的改革，很多问题需要高层的参与才能成功。

此前，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也表示，中国要重启改革，必须重视顶层设计，对当前的主要矛
盾和体制性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

吴敬琏称，“顶层设计”来自网络工程，意思是要从顶层开始向下一层一层的设计，这样各个子系统之间才能
互联互通，才能协调。

他指出，中国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提出，要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因为市场经济是一个大系统，它的
设计不能以各个子系统各自为政，拼成一个体系，这样的体系是无法运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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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改革依赖官僚体系推荐，将造成官僚体系利用改革寻租腐败，扩大自己支配资源的能力的结果，注定了
改革失败的命运。

“成功的改革不是谋求现有体制局部效率的改善，而是突破现有的体制。突破并不是完全抛弃现有体制。”他
说，我们主张的是改革，成功的改革突破了政治。成功的改革是顶层放开和基层创新相结合，而不是一味地相信官
僚经营阶层的顶层设计。

许小年说，成功的改革在于鼓励了社会的创造，鼓励了社会价值的增加，各个阶层都获利。他们的成功在于提
高生产要素、提高了生产力，得到社会广泛的支持。

“我当前看到的是诸多政府的豪言壮语，甩开膀子喊，一直喊破了嗓子也没见什么动静。”许小年说，当年小
平同志没有豪言壮语，就只有一句话，非常朴实的一句话，“谁不改革谁下台”。

他认为，民众和企业是改革的主力军，但现在还是观众、是听众，等待着完美的顶层设计的出台，这不是改
革，既不是邓小平的改革，也不是在中国历史上成功的改革。

（二）主旨论坛：改革红利呼唤行动英雄

《李文荣：让昆明人民享受改革最大红利》
  2013/4/22  版位：A12  版面：政经

都市时报

年会开幕式结束后，一场名为《改革红利呼唤行动英雄》的主旨论坛就这一议题展开思想的碰撞。昆明市委副

书记、市长李文荣作为地方政府工作者代表第一个走上演讲台。

演讲中，李文荣开宗明义。他说，35年的改革开放，推动了昆明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200倍，地方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增长了100倍，可以说，昆明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但是，昆明市的发展也遇到诸多矛盾和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途径还是要靠经济实力、靠实体经济作支撑和保障。

李文荣表示，当前，昆明将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办一些实实在在老百姓看得

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好事实事，让昆明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今后，昆明将通过5年的努力，打造8个千亿级、8

个五百亿级的产业群，构筑昆明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力争到2017年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昆明人民享受到

改革的最大红利。同时，还将以创建国家生态市和环保模范城市为目标，加快建设宜居宜人的“美丽昆明”。

释放改革红利，必须还权于市场，转变市场职能，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是当前的热切期盼。减少政府对市场

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这是关键。下一步，昆明将继续探索转变政府职能的措施和方法，该调整的要坚决

调整，该下放的要坚决下放，该整合的要努力整合，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ª
«��

�¬®¯°±²�« ��� ³� ��

´µ¶�·¸¹º²�« ��� ³�

»¼¨� ��½¾¿«ÀÀÁÁ�

�����ÂÃ�����Ä�ÅÆ

¿ÇÈÉÊËÌ��ÍÎ�ÏÌ��

ÐÑÒ�ÓÔÕÃÖ×ØÙÀÚ�

×ÀÛØÙ�ÜÝËÞß�

����à�áâ���ãäÞ

ßË�åæ®���ç���èÄ

éËêëé� ì�ÏÀÀÁÁíî

ïðñò�óñô�ñÀõ�ö÷À

÷�ø��ùæ®úñûüýþ�ÿ

����ã~} � ��|Ú�{[ �

�\]^�� �_î]^�¯`@�

?>��ØÙÄ���ÖÜÝ�Ú

=¿ ���� �<â;:/.-,+

*� ø��ùæ½¾¿���Ð)

���('�Õã¼&/%$®#�

Ë"Þ!01��23� ü4/5

676ù�89A��B�

C©����� DEÕFG�

��HI��JK�LMöN���

OP�Ãáâ�QçRS�TU��

�����·� ��Ä�����

���ÃO�� ������ã��

��HI��JK���Ë���

���Ö�Î�� ��©�Ö

�Î�©����Ö|Ú��|

Ú/5
	����

��� ��£����	� ���

�Ë�������1�  ØÙ�

��1����%��Ë�`�M�¤

�� ����������£%�

`$���� ���ùæ���ì�

���� ����£%�´��*Á�

����

��������������

£%�`$����Ì� ��%

��¡¢££¤��¥¦§� ¨��

�©ªË�¨�«�����©¬®¯

è°�*¤���±²�

³�ØÙ�$´-�� ¬�µ�¶

·¸� ¹º��»¼½¾´�¿÷�À

ÁÂ� ¹Ã�`»¼½¾´�¿÷�À

Ä�	%ÅÆ)ÇÈ�®��%ÅÆ)Ç

ÉÂ�Ê�'ÅÆ)ÇËÌ�Í)�ÅÆ

)ÇÉºÎè°�*Ï £%�`$�

��M÷�� Ð�Ñ»½¾´�¿÷

�Ò°ÓÔÕÖ�×¤���

¥¦§�à� £%ÐØÙ��`

$Ú¿ÛÜ����µ(�Ý£%ØÙ

Ä�âÞ�ß«à½Í¦�á��â�

���ã)¤©�O�ÃÖMä��N

���OP��`Ë��åæ/ç8è

éåêëìíB�OP����î(ï

½ð�`�ñ(¸��`òóôõ�<

ö÷`øù� úûüýËþÿ+*~

}�|{[\�|{û}�|{Ü×�(

]µÙ� ^Ý~}�_�*û`�@

)$�×��¤©�Î£��£%�Û

Ü������Ä�<èö�/��¤

��½��*�

���������
	��

ªË�à�Ò��*�?¤�Ã�

�>Ä�M=�âº<�� ��>Ä

�;Ô�µ(:/� ��>Ä�.Þ

�9ö�Ý�Dãª
-,�@+û�

²*+)�À(+*�'��`���

&��ö®#���;�/ç89A£

%B�²*8£%%B��>$#� ".

(�-,)`�À(!æ*0ÛÜ%�

1ç2ÖÚ+_345� 6�7��

ØÙ�`Ë�`$�Ú089A`�µ

B��� ÛÜãCÚ�)$<öØD


	�E[ØF"G�H/IJK¢�

N)$�L�µMN�Ä��µ½ýþ

®ú�µO9ö%��

¬®¯±P'¨�Q�¼Ú��á

��Ø�Ä�"G� ��è¢«â�

��RSðT��� /ç\)U2R

S�>~L��P������('�

äÿ������`Ä��� U2ê

��Ë��
	���ô´ó���


	� (�*ìU2/5£Æ¿���

ËÌ�� |Ú��`&[Fö�Ä�

"GË�����"G� ú���%

���`$O��Ü×��N���/

5Ä��¿����Q��89A`�

)�§� -,ã���×úû�{

��µ
�	��N)$�����µ

�Ä��µ(¤&û`9ö����

�����������®Û��

è°�*�

�*�����Õ��« ���� �

£%�´�î*����Ë� *�

í�������

	��������������  ���� ���������

��� ������������

�������� ��� �� ��� ��

���������������

�������������

�����
	��

�������
 ���� 	

Á�*8����B��¹º�

�»¼½¾´�¿÷�ÀÁÂ�

��Ñ�£%1���á��·��

������Õ*��

���

��������

�G¹º�Ä�� ÀÁÂì�

$��&` �� �¿(Á�¹ºØ�

«4_H��

8��_H�� ¹º�¹º�

�� È]I.« ��� È]���ÿ�

�Ä��@«��� ��_H�Ã

��¹º<è«¡%¢¹º î��

`£�23�+×¤`&[«¥@�

(�¦� {�«�`§úî��¤

D���Q�+× ����¹¨�©�

¤`� Ã;ª��)+×¤`��

`�������ãº¿ ���� ¹¨

�©�.�;ª���¿ ������¹

º��«�¹ºã¬® ��� ]��

¯°±@�¶	²�ðT� ã½

���È]�»�¸�³�´� B

ÀÁÂµ���¶_H��ø¹

º���¬·¸���¯�`.�

�9¯ ���� ]��¹º ���� ]��

�´¬® ���]��.¹�`�8º

���»¼¯`���_H��Ö¿

���� �½K¾¿¿À� ÁÂ�É

Ã�ÄÅ¼ÆÇÈÉü�U2�Ê�

4_H��Ë«5�ÌÍ�¹���

Õ�Î«%��$Ð½��¼Ï´

��¹ºÁ � �Ð5�¬�TÑ¬�

ÒãÓÔ¼ÏÕÖ� �ÃË��»

¼¯`Ó×�� ÅÃ�Gã¬|O

È��	�� B

���

� �����

ÀÁÂ���À(£%%�£Æ

æØ�Ù)ÚA� Ö×�Sà½6

�ÌÛ�)�`� 9%�Ü½ÌÛ

ÚÝ ÞðßÐÈ�'à½® ��� $

)�`áâ;ª�` ��� *� îã

ßº;ªäè¯å� æçÁÂèè

®ú����é�-µ�-½~}Ë

%�� È�£%&[è�ÏæE�

)�`� ÒÚ¨´�±!ê¿ ����

]�-÷ëì� Â��'æ÷º¿

«23�(Á-@�23Ã ���� �

ëì�Â�`±!Öê¿ ���� ]9

��í��¤`��ä¶)î�ÒK

áâ;ª�` ��� *� ìÀ½ûÈ

��`$½�ï�ð/� æØÚA

�'æ÷Kñò� B

8½ùÌ-�ÀÁÂ�ÞÃîÃ

Öä;%�óôõöÝ�÷îMÍ-

«�-×½¹º ����»F�ÿ��

`�´¬® ���]��ø� ���È]

��¹ºùúûñ"Ý-åï¼��

�×���÷Ã^Ý-��®Ë-&

/�¹ºKû`�ü�½±ñ�BÀÁ

Â�ýþÿ~�}�'æ�|{�

���

��������

�ù�÷
[��`�<Ì�

(Á�����\Ú\]� �äØ

E��^Ú_)� ìÜð`@é�

	�Ú�ÌÛÝ

ÀÁÂ��� §Å?¿���

��ñ_4�¼ �����¤Ä�ÜÎ

¹ºI��>� á'���ä�ø

¨�© ��� ¹� (Á�¿« �� ¹Ï

ÄÅ=Å;��<�¹ºI��á

'�åä�ø¨�© ������� ¹��

(Á;Ø ��¹�

8:�����¿ÈUîö·

/� ÂÑ�£%1���á��¿

���� ��ã½ �� ]1�ù.�-,

Ú ��È��ã½ ��� ]ù�+æH

�.��æ�ï¼�������Õ

*��Â��%$�Ñ�ø���*

*Á��»¼øù¬¾�*T��B

ÀÁÂ)è�@é�	�ÀÛ(

�'&�ã�Ö�£Á§��@%�


[�$���·�Ê�¸�ËÛ#"

�2/ØE¾¿�'&ã*_-�

���
	�������������� 
��� ������ ���

����������
����� ������ ���



41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传播报告

《古克礼：推动改革最为核心      

 和机制的力量是商人》
  2013/4/22  版位：A15  版面：政经

都市时报

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认为，政府应该更加注意倾听商界的声

音。仅仅通过政府的规划是不可能实现创新的，政府要放松管制。“国家对于

经济的主导的作用，有可能会阻止价值链移动”。

古克礼说，中国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要避免这些陷阱，必须对经济进行一些根本性的、企业结构性的

改革。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对政府重新进行定义。

“也就是说，政府要转变职能，变成一个更加廉洁、更加实效的现代政府，并且依法治国。”他认为，仅仅通

过政府规划不可能实现创新，我们要更多地偏向于私营发展，让政府放松管制。

“我们现在看到国家对于经济的主导的作用，有可能会阻止中国的价值链去移动。”他说，中国对未来的期

待，需要市场和私营部门扮演更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资源分配的方面。

他认为，推动改革最为核心和机制的力量是商人。中国要成为更加和谐、更加现代、更加创新性的社会，政府

应更加注意倾听商界的声音，中国未来至少还有30年的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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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权市场增生红利  并购有如相亲结婚》
  2013/4/22  版位：10版  版面：财经新闻

重庆商报

中国企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如何去推动下一步的改革，并从中享受到改革带
来的新红利？如何在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利用并购手段实现商业理想？又如何面
多重因素带给“中国制造”的成长压力？昨日，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正式开幕，包
括柳传志、郭广昌等上百名中国商业领袖齐聚昆明，共论上述关键词。

改革红利：政府市场一同创新
目前，一个存在于中国企业界的共识是：原有改革措施带来的制度红利正在消失，中国已进入新一轮改革关键期。
在这个破旧局、立新局的关键时点，改革信号已然释放，但如何进行下一步的推动？而新一轮释放改革红利之

路又将怎样去走？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红利？

呼唤行动英雄
“以历史为鉴，过去成功的改革总是建立在突破现有体制、发挥基层创新力量的基础之上。”中欧国际工商学

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在绿公司年会上表示。

������ �������������

����� ����� � � �

�����������������


	��������������� ��

��� ��������������

��������������������

����������������� ��

��

�����¡�¢£¤¥¦�§¨�

��©ª������«¬��®¯°±�

²³����� ´�µ¶·������

¸¹� ¹º��»µ����������

������¼½¾¿�ÀÁÂ¥Ã�ÄÅ

Æ�±���Çµ���´�È�É�©

ª��ÊËÌÍªÎÏ�Ð©ÍÑÒ�¾¿

Â¥Ã�ÄÅ�Ó¢ÔÕÖ�������

�������

���×Ø�ÙÚÛÜÝÂ����Þ

ßàáâ���µãä�åæ� ÙÚ´

�µçè��é�êë�É���� ìÜ

Ýí�îè��ïð�±�²³����ñ

��Ó¢�òó��ô�õ��ö÷øùú

����ûü� ýþÖ� �� ±�ÿ

~�����}|���{��{[\]�^

_`�@è?>è��

������=<������;:/�

�� �±�²³� ����Ü�»��.-,

���Ê+*���)(êÞ'&�%$,�

�#�"!������� ±�01������

è��������23��*ø�����

�����è¶4� �����Ë5?

6� 73.õ8�93�����è��A¬B

������{C�DE?F������ ì����è�G�

���*¬H�¢DE?F�����º��

��?6�����IIJK�L�

�=<îè���ïð�@è���ï

MN�#¢�Oþ� ��)(����

�PQRS�TU��ÜÝ�!��×�

�Ü�Ï�²³� ����»�è����

�����Ì�ïðÛé�Þ�����É

���¬B�Ü����ú����� DÑ�

����í�Õ�è��U��èàá

������Ü��� ±�²³� Ö���

����êÞ����¢ö÷ø
	����

����ì�Ï�í²³�ÜÝ����

��É�����Ó�ý����

×�¨�^_������è������

*ø������{��ì�ê%.���Þ

>��� *� ��¯��Ê���

²³���=�����è��=���

*ø����è���{��

���� ��

����� µ� ������½

.��Ê��.���¼�����.Ü�

�Á��¯���ü��Ì@è`�����

�.�º¯�'U ���÷��

@èé¿¯�¡Q¢£� ¯�¤¥��

)¦§û¨Â�©�À�ª«�U¬®�

¯Ð���è¯����÷°Õîè��

Íó$�Ü±HÂ¤¥� ²ºª«�U

¬®�^³��.�´µ�E¶·�¸£

�¹�º»!¼½ø¾¸£� �×�¿

¨�¸£� ¯Ðó�ó$���×�

ÀÁÂ�ÃÄÅÆÇª«�

���������

�����������

�
	�������
	

������������

����� �����

������������

������� ����

�� ������ ���

����

���¡¢£¤¥¦

§¨�©ª«¬®�¯°±

²³´µ����¶·¸

¹º»�¼½³¾¿ÀÁ�

������ ��� ������

�������� ��������

����.�È��è`�¶· É�èÛÊËÌÍÎ�)ÏÁÂÛÐ�ÑÒÛ.���ÍÓÔÕ

�

����

��

���������� ���

�� �� �� �� 
� 	� �� ��� ��

Çµ� Þ¿Ö�Õ.��×Ø�A×

¢Ø ��)ÏÙÚÛ����ÁÂÓ�ª

Ü�.�´ýþÉÞÝ)ÏÓÔ��

�ê¿ÞßàÛáÉà�ÓÔÑâ�)

Ïã´�äü� Ì¶åýæ?Þç��

èé ìÉÞÝäü)ÏÁÂLê�ëë

îìé¶åíøîÏï�ðäü)ÏÁÂé

������

�»ñò�ó�úî�ô�)Ï®¢õ

á�öÞÈ�÷�Û �øÔùúÉMH�

Ôû�� � .ï�üý�þ�¯�þ�

ÿ~þ}|É�è�È��è`�²³�

ºÖ{�[²³� ê�¢�\]@è

È��è`Ê^_`�Ê@Í?>��)

ÏÁÂ=<æè;:��

É�è²³� ¯/.�½�.�úî

����è�)Ïñò� �Èñò�Ü-�)

Ï¡¢,�+*ªà))¦� Ë(��ö

Þ� Ñ'�&æù��%$È��#"÷

!�01ÔùúÉ�2���ô�)Ï34

À¹��

�¯Á�� ñò��ô�)ÏÞ¿¢

�5�)ÏÛÞ¿.�î6ã7è�)Ï�

êô�)Ï#·�ýæ�8�9_� ì¢

ùúABC`ú��AB��öÞ��D 

*M�E¿Fù#�.G¥�H��C`Ë

I�á�ì'Ó,�¢»�JKL�ÇM�

î�NÏ�O¿�P��M�

������

Q]� R?��)ÏL½ST�ë

]ìéëëíøîÏU�ðäü)ÏÁÂé

�)Ï%&�����è���D[ó�

)Ï�Þ����Ë)Ï�?î� �É�è²

³�

�äü)ÏÁÂ��Í�¯����

��å� ���Ü����� �¯Á

��)Ï�»ø'�ÁÂ�%ÓÔ�Õ

ùú��(Ï��¤ *Í
��ü *

M��è¯�����äü)ÏÁÂ���

Ð	Õ�� �¯��

¯/��)ÏÁÂÍ��º��Í��

öÞ©��(��ø��°À����

�Ó!� %.�����ºÕ���^�

� �ø���!� ¢ÁÂH»äü�

ÓÔ��=/�ð����%.��ø��

¢��ë]���§÷�� �Ê@�

úÉ��æ����� �¯²³�

�¯Á��äü)ÏÁÂ����Í�

Õ������ )Ï��L�·��>

��Lºæ� ·��åÞ¿�P�ð��

��¯�º»
ó� +�Õ¶��Þ�

É�ð��Þ>Í��Þ�Þç���þ�

����¿�Â	��,��¯��

������

�úî��¡è�)Ï¶ü��.�Û�

����ð�(�� .�ú��)ÏÁÂ

����¨�¾� î�Í�Þ¿�,��

Õ�.��%.Þß�áô�¡ìL� ��

ð¢£¯�¤GH	¥¦§ ©̈(Ï.�Ø

�¯��.�Lª Þ«�¬®�`�

²³�

�¯Á��=<@�®¯úî��¡è

�)Ï¯�`�È� )ÏêëÞ°ý��

�ÇµÐ±·�¯²�.�Çµ³�´µ

¨©����¶�

�,�·¸¹×�úÉ�.���?�

�úÉ.�ºùÂT!»¼½����M

Ë��� �¬®����»�úÉ¢\]

����¾¿�.�?Þç�)ÏÁÂ�Þ

>�ÀÕúÉ� �

�¯Á���?¶ü��·å�´¯

���Á���ÞÏ½�� ���.��

×�øÂ�*�úÉÃç��ê��?Þ

Ý)ÏÄ@�ÓÔ���

��


	�����

��� ��


6è�� ÅâÆèM�������.

����Ç�ÈM�ÉÓ��ÊªË�

ÞÌ¢Ð������ýÍÎÏ.

�� ÐÞÌ¢$,��×¶4�ÑÍ�

��P��¢º� Q]����.����

�ÒÓçÔÕé ê�¶åýæTºé

��
	�

��=Á��.���×����Òô

���ÖM� Þ���ÀÕ×ØÙÂÚ/

������ ÐÞ���ÀÕ�ü��ñ

�Â�Û��×�Ü� �ÑÝ¦ÞNßàá

â�ï��ã�Ü��õ�`�²³�

Ì�¯Á�� Í�äßêô���Ö

M��å�í������æ¢*��Æ}

E�%�¢���+Í��êô��%&ä

ßÖMÑËç� �¯��

�E¶ºÕ=<ì��×ØÙè��=

<���é�� �êë�êë?�=<T�

�ìÀí¶åî)(é î	ï��¼�êë

�è��ðÛ�=<Óçñ�é ���õ²

³� �¯Á��×ØÙÑò�ª«	�Òó

ôõ�»µ��öEãP� �(�¶@�

�öE{P�� ê�Íª����×��Í

ÊèÅTê÷ª«ôõ�(��

������

Q]� .��������øù½S

¶åé Éö÷úûã�ÜüýÀ��`

�²³� îèÉö÷�þÿ*HÂ*�¬

H���Û~}�#¢9Þ9|�� ÌÉö

÷�{§øM¶[\Þç���P¹E�

³�Þ>]^��êë�]^Þ���ÀÕ

=<� *�é_�� %�¢=<�`@

�`úÉ(HËÂ�Ö¾�?�Ý�Û *

>åú��#¢àï��� �¯��

ÔÕÖ�î6=è�Éö÷Þß�(�

�ê�¢�ç<Ï *>å� ÑùúêÞ

;:�ó��×ñ�M��/÷�(.�¢

�Þ¿>-þÿ�×� ����Þ¿,+

**×�E¶=<`Ø§9Æ{_�)(�

ùú�¯<ó¸¹T�`@ß�Û ¯«ß

�Û�ß���ì�¯<GH�Ü�Ôû

��<ÏÉö÷�×�®÷ *>å� �¯

01���=Á�� êT�'¢.����

��áQ(Ï(N��¤&%� �

������

�±�$áúû�ï��ã�àÊ#

"!�Á��.���×�������¡

�Ð¢©Í¹Ó)0JN12ÂÁ²�Ç

µ34ý×������¡*�� 5%¢

?�Â6��¯7`�ÈÞçÄ@��ÏÞ

) �,Ð¢�ÀÕ12�

����Í�7����Ä@����

×�=<Àí�æ�T��1*�±H�%

�¢Í����×� �×ËÍ�â8¢�

�C`9A�%&8ê](��í¢��À

B9A� �

��?��×C`� Ð�ÑÒ´��

�.��×�ì�î���Í&%�

C0DÄ�Ð�ÑÒº»"�×�EÑ

��GH?ÑÒ�×¹F���Ûæý�`

@Û�G�«¬÷!�HÞ¿���×�Ü

�Þ¿�ü��×�ÌêëIJ��íÑK

ÞL&�Ð�ÑÒ��O§�£�LM

�ËN>Æ�ÑÒ�×¶åíøOÂ��Ñ

ÒP�Ç�é

�� ���

�¶[��×E�¨� �ÑÒE�;

@�ìQÑÒ��×��R �ST�¨�

Ë¶U;@�ºø�ËÜ��¶�ê¿U�

ºø �ÀÞâ�ê��î���� ���

$� �̀úû��ï��ã�ÜÊËÌ�

�`���

ì��û¨�����¯Á��Þ¿

�°Æ�û¨	��Íþ`'���Ì¢

�¡Ñ���×¢�¢'Ë����,Ö

�ê¿Ñ��8©Í�ºº����#

ìQýî� �¯���=�?:�\=��

=ýæÞ°ÑÒ�¢�¢���Û����=

¢�ºË`¹�� �¯²³��=���

=�û¨Â¢�E¢¡�� ð��Ó��

�Ë`��êë?�º��û¢»�H

�é �

�Ð�ÑÒ%&�R�
Þë��N®

	��»3	�U�M�������È�

��¯��

�������

��=Á���.��×�Ð�ÑÒì

�� �æÍìQÀB�ª�øM� 34¨

ÿÛº�¾�����Ûº�ü��×��

�ÍøM��Ú��Ú��Û�æ�®��

.��®� �Å�²��ÀB�¿â�

�¯Á�� QçÓ��î����¾

ÑÒ�.��×� Ð��Í�N¹�ÀB

Í\]�8ø��ÑÒº&\]é�¶[+

ìQÀB�����ÑÒ���>`�È

�¡��T� �¯��

�=í�Þ¿ÑÒ��� ���ÜÑ

��%&ÑË¢	���}Ð}�ì¢��

H��¶åÞåîú/� �.��×�

�¾ÑÒì��=���¢�ÏPËÍ��

À���ì�Þå�,�êË¢����ì

¢¯�� � �ó�����Æå�×P�

��ÑÒµ�	�Þ>Í¼¼�����(

�Û���ß��¢Í������#��

µ�� êë�§����í�	`ìH�

±� �

 �����

�2¡å��/�ÑÒµ�����

Í���Ì�¡���2`	%�²³��

¡K7��� ³�`���ÑÒ�±·

����µ�Í�¤[�

���ê¿Ä@Ñ�=�\ÏP ¢Þ

?=<úî�è�Ð�ÑÒ���¯�Â

}£� ���úûáâ�ï��ã�Ü¤�

#�æ#�� ²³�

����è���¥ýæúô�Ï�Ð�

ÑÒ�Þ¢ÑÒ¦§¨�©ÚÛÞ¢ÑÒª

£«Ý�;	��ô�#¢�ÛÆÑÒ�Ñ

¬=<°�ýþ�ï®Â�ü�����

 ²³��Ì.Ó��ÑÒ�8`�È�

8Í&È8^>�ÇM�%&ÔÕ�Ï� �

�¯Á�� ÊÍ�ÔÕ��ÀÕÑÒúU

.Þç¯Æ,
�E¶	����]°�E

À�±ùôõÍ�

���ª�]°�=<OO!�ãèÑ

�î8²Â�¦	�� ê³´=<îP�

_�¢��ÑÒ�ôè�Í&ÈµÂ�Ì

ÔÕêëÞç�µÑ�ÿ��¯,
¶

·� î¸�ÑÒÏ=<�µ�_�Â�&

Ð¢Ö��Ï]^� �¯��

����

����

����

�������  ����	�����

������

������

������ ���



42

（二）主旨论坛：改革红利呼唤行动英雄

《吴思田：中英两国是经济伙伴关系》   

  2013/4/21

新浪财经讯 4月21日上午消息 绿公司年会今日上午在昆明城郊举行。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在“改革红利、呼唤

行动英雄”主旨论坛上表示，英国会帮助中国把国外的投资多样化，也会帮助中国把公司品牌国际化，中英两国是

经济伙伴关系。

以下是其讲话实录：
吴思田：各位领导、各位媒体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我尽量用中文讲，如果讲得太慢，我先

抱歉。基于去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功访问英国的这件事，也会面了我们的首相，我非常高兴告诉大家，今天我们
的首相给大家发了一个贺电。

很高兴参加2013年中国绿公司年会峰会，这些活动与众不同，气氛非常活跃，特别好玩，很有幽默感，这个幽
默感对英国人很重要，所以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参与这个活动。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很荣幸能够跟中国最重要的企业家

新   浪 

对此柳传志表示，这就是为什么今年绿公司年会主旨论坛的主题要被定为“改革红利呼唤行动英雄”。
许小年表示，他认真研究了中国过去2000年的改革历史，发现历史上失败的改革多是因为只追求局部改善，不

做制度突破，并且在实行层面上依赖现有的官僚体系，无视基层创新与参与，成功的改革则恰好相反。
在他看来，历史上成功的改革一个是商鞅的改革、一个中国最近三十年的改革。这两次改革都没有进行周密的

设计，而是通过鼓励社会创造，鼓励制度突破，重组生产力，各个阶层都从中获益，得到了社会广泛支持，而且正
因为是以增加财富为目标，最后强大了整个国家的国力。

必须还权市场
那么，接下来的改革之路究竟应该怎么走？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释放改革红利？
“改革其实很简单，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到改革就一句话，谁不改革谁下去。”许小年表示。
“释放改革红利必须要把经济发展摆在首位。”昆明市市长李文荣坦言。在他看来，改革之所以能形成红利，其

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变革，充足生产要素，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释放改革红利，必须还权于市场。”他说。
他认为，改革红利要方向对头，要选准突破口，转变市场职能，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其中，减少政府对

于市场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是红利得以释放的关键。“我认为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职能，就是政府怎么构
筑市场载体，培育市场主题，创新政府行政的方式。”他表示。

在他看来，释放改革红利，就必须要有敢于担当的勇气。改革的道路上没有固定的套路可行，没有任何一个国
家的地区的发展经验可以借鉴，只有敢于开拓出一片新天地。“一定要坚决破除一些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机
制弊端”，他说。

红利来自创新
“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创造的改革红利出乎所有人意外，最重要的一

个原因就在于，中国在其中一直坚持两条腿走路。”与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柯斯合著《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
之路》一书的王宁在会上表示。

在他看来，我们今天总结过去30多年的改革经验会发现，改革这样一项工作，到目前还远没有结束，中国目前
仍有贫困人口1.28亿。

“因为缺乏知识的创新，中国在当下发展创新中的流通和应用领域障碍重重，力不从心。”王宁坦言，“所
以，创新是左右市场发展的命脉，中国下一步的改革红利，一定来自于创新。”

在他看来，当下开放市场的缺位，已经成为制约发展的一大障碍。很少有中国企业，能够靠产品创新独步市
场，这成为下一轮改革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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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人的看法里，你们真正是英雄，这是中国文化的很特别的一个形象。习近平主席讲过中
国梦，在很多中国人的看法里，你们的成功和成就也是他们的梦，这给你一种责任，相当大的影响力。你们的做法、
你们的思想，很多中国人、老百姓会听，所以我非常高兴看到这种活动，显示你们愿意负担对社会的责任。我昨天注
意到了，四川地震悲剧发生了以后，你们马上就开始安排一些帮助，这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祝贺你们！

我们谈改革的挑战，中国要实现“中国梦”，必须有可持续增长的模范，必须有绿色的增长，这些因素很大。
我觉得私营企业会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你们会刺激服务行业的增长，你们会提高消费，你们会提高就业，你
们不太耗能源，你们比其他的企业更有创新，这些目标对中国的改革非常重要。

作为中国大使我也想告诉大家，我要很简单讲三点。第一点，我们会帮助中国把国外的投资多样化。英国对外
来的投资的态度，可能是西方国家中最开放的态度。在英国已经有了500多个中国的企业投资了。去年有突破性的一
些大项目的投资，主权财富、基金、国有企业在英国，去年投资了数亿美元的项目。

第二点，英国会帮助中国走向支持经济的方向。我举几个例子，我们在英国的汽车行业，制造者的总产量70%
以上都是出口的，这显示了我们汽车行业非常有国际的竞争力。我们的航天行业是欧洲最大的，这两个领域里，肯
定有很多非常创新型的英国的中小企业愿意做中国公司研发伙伴。像华为那种中国的创新型的公司，已经去英国投
资找研发伙伴了。另外一个例子，医疗方面，在中国，英国公司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广泛，自从电子健康到养老、到
设计管理医院等等。

第三点，我们会帮助中国把公司品牌国际化，你们可以把伦敦当成一个跳板，你可以推广你的品牌。
所以因为这三点我认为英国和中国，是在经济增长伙伴性的关系，这是我们双方领导人，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

借此机会，我向新上任的商务公司，我鼓励大家跟英国的企业代表团多一点交流，谢谢大家！

新浪财经讯 4月21日上午消息 绿公司年会今日上午在昆明城郊举行。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王宁在“改

革红利、呼唤行动英雄”主旨论坛上表示，市场经济依靠各种生产要素，包括知识。因为缺乏知识的创新，中国在

发展创新中障碍重重。没有开放的市场，中国社会缺乏平等和宽容性，政府在处理市场的时候，仍然是力不从心。

改革尚未成功，企业家继续努力。

以下是其讲话实录：
王宁：非常高兴，作为《变革中国》一书的作家参加中国2013年绿公司年会，我的合作者柯斯老先生因为年岁

已高不能参加这次年会，柯斯老先生有一段视频。
非常感谢柳总刚对我们《变革中国》一书的宣传，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一个对《变革中国》一书的宣传。对于

我们的海外的中国者，我们都梦想着活着幸福和有尊严。坦率的讲，我们离这个梦想有还一定的距离，我们的制度
里面还有一些缺陷。如果不在下一步的改革中，割除这些毒瘤，我们可能对这个梦渐行渐远。改革需要不断的割出
旧法制，立新法。不仅让每一个加家庭都有他们的梦，让他们都有梦，给他们追梦创造一个宽容的环境。

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创造的改革红利出乎任何人的意外，最重要的一个
原因，中国坚持两条腿走路。中国观点里面一直有两个观点，不同来源，不同性质。北京主导的由上而下的改革，
有民间推导的由下至上的改革。从华国锋的十年经济规划，到邓小平时代由陈云支持的“新八字方针”，其目标是
为了拯救经济。

但与此同时，推动中国改革还有一股源源不断的力量，从沿海地区到深圳特区，从乡镇到城市个体户，他们
来自地方和民间，在《改革中国》中有第二股力量，他们虽然处在一个社会的边缘，但是是改革的先锋。要强调的
是，改革创新并不是任何的设计的结果，毛泽东改革以后，从大跃进、从文革的失败中，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他
们不再相信自己全知全能，一旦中央政府不再相信只有自己全能、只有自己才能掌握发展经济的金钥匙，他们就不

《王宁：中国下一步改革红利一定来自创新》    

  2013/4/21

新   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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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旨论坛：改革红利呼唤行动英雄

《“改革红利”下的商业可持续增长》  

  5月刊下   

小康财智

俞敏洪说，即便在路边做小生意，如果你有做生意的头脑，就一定会做成一个大企业。像沃尔玛就是这样的，

一开始就是一个小超市。因此，要从小做，慢慢建立品牌，就会做好。

文︱《小康·财智》记者 张志

实习记者 温晓薇

政府部门的“豪言壮语”并不是改革。当年小平同志没有豪言壮语，就只有非常朴实的一句话——“谁不改革

谁下台”。可我们看到的是宏伟的发展战略、宏观的战略。4月21日至22日，昆明，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的商

业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如是说。

“改革红利”是本届年会的主旨论坛，“改革”一词也成为与会嘉宾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豪言壮语不是改革红利

得不允许和承认地方实业和民间创新。
尤其是在1987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后，实事求是的作风创造了一个创新的格局。我们今天总结30多年的

改革经验，是为了看到下一轮的改革机遇。中国经济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在毛泽东去世的时候，这是世界第二
大贫困之一，美国《纽约时报》称之为我们伟大的故事，作为炎黄子孙感到骄傲，同时我们也会知道，我们没有太
多骄傲的资本。而且这项工作到目前还没有结束，中国目前有贫困人口1.28亿。

我们要有思想的开放市场，思想市场是一个要素的市场。市场经济依靠各种的生产要素，要素市场和产品市
场，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土地、包括劳动力，更包括知识。和要素市场对应的是产品市场，但是跟经济相关的有很
多，包括技术知识、也包括企业家的商业计划。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要优势，是能够让一个社会做到物尽其用、人
尽其才。但是因为缺乏知识的创新，中国在发展创新中的流通和应用领域障碍重重，力不从心，媒体独立、政交分
离，这都是赖以生存的保障。但是这些制度在共和国的成立以后，都关闭了，导致我们走的非常艰辛。

创新是左右市场发展的命脉，中国下一步的改革红利，一定来自于创新，而市场的缺位，已经成为制约发展的
障碍。如果没有的开放的思想，大多来自于的低成本，而且其中一个环节是环境成本没有考虑进去。很少有中国企
业，能够靠产品创新独步市场。没有开放的市场，中国社会缺乏平等和宽容性。同样没有的开放的市场，政府在处
理市场的时候，仍然是力不从心，这是下一轮改革的问题的关键。这个亮点究竟是下一轮改革是决定这个问题的一
个关键。

而开放思想市场，这是下一轮市场的重中之重。归根到底人是有思想的，人老大而扶小。所以知识的发现，积
累和使用是人的优势，开放的思想市场，能够给中国人一个自由、仁爱的心。给人一个平和的社会，这样的心态、
这样的社会，幸福而尊严的生活，就不再是梦想，而是生活的常态。改革尚未成功，企业家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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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认为，中国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商鞅的改革和邓小平的改革，不是谋求现有体制局部效率的改善，而

是突破现有的体制。

商鞅突破了现有的格局，打破了贵族基层，吸收了农民、贫民，参与到秦国的政治、秦国的军事和秦国的经济

发展中。邓小平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吸收了中国的农民、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中国的城市民众加入到改革的洪流

中来。

他们成功的第二点，是顶层放开和基层创新相结合，而不是一味地相信官僚经营阶层的顶层设计。邓小平和商

鞅并没有设计什么改革，他们只是总结了现实的一些创新，把政策在全国推广。如商鞅废井田开阡陌，这不是商鞅

的创造，而是在秦国有了几百年的实践演化而成的。邓小平的成功是肯定傻子瓜子在城市中的创新，把它变成党的

建设，变成法律的实践在全国展开。

改革是否需要顶层设计”的话题似乎也引起与会众多嘉宾的兴趣。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在随后的论

坛上对许小年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他说，政治社会等深层次的改革还是要从顶层来推动。现在我们国家特别需要

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特权，这里有很大的障碍，需要顶层设计来做。如邓小平打破终身制就是从

顶层来推动的改革。1993年人民币超发，如果朱镕基总理不是从顶层决策开始、坚决采取行动回笼人民币的话，现

在就会乱成一团了。发言时，柳传志还不无遗憾感慨：“可惜许先生不在，没法开展辩论。”

在与柳传志的对话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也谈及了顶层设计的问题。他说，其实中国的改革

没有顶层的设计也不行，但是问题是这个顶是顶在哪儿？是在中央最高层？还是在国务院各个部门？他认为，如果

改革由各个部门来设计，最后改革可能难以形成。中国的改革，很多问题需要高层的参与才能成功。

此前，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也表示，中国要重启改革，必须重视顶层设计，对当前的主要矛

盾和体制性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吴敬琏称，“顶层设计”来自网络工程，意思

是要从顶层开始向下一层一层地设计，这样各个子系统之间才能互联互通，才能协调。

拒绝跟风，创业全靠自己
本届绿公司年会开启了商业领袖夜问活动，少量参会代表现场与商业领袖进行私密对话，并向柳传志、马云和

曹国伟等商业领袖取经。夜问商业领袖，也许会在不经意间赢得新的商业机会。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云的“夜话”活动环节吸引了不少中小企业主和创业者参与。对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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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投资的兴趣，马云打趣道：“做任何事，今天会成功或一年之内会成功，我不做；只有五年后才会成功的事情，

我才会有兴趣，十年后成功的事情，我特别有兴趣。”而对于自己成功的秘诀，马云认为并不是因为自己厉害，他

觉得成功人士与普通人一样，只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吃的亏比别人多，但是我们不怕吃亏”。

当时，有来宾问马云，是否要带领一批中小型的企业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下成长。马云称，不要妄想别人能够帮

你带成大企业，没有人会帮你的，我们也不会帮你。世界就是这样，全靠自己努力。有时候碰到运气，就像郭靖吃

了一条蛇的血一样，就成功了。现在世界上失败的案例差不多，失败的人、成功的人背后都有一些秘诀，所以不要

期待谁会帮你，反正我们要帮你也帮不了什么，你自己帮自己，才是最大的帮助。别相信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

说帮你，其实是我们自己在忽悠自己。

除了马云，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在主题为“创业：从梦想到现实”

的导师论坛上，也分享了自己对创业的观点和建议。他认为，对于一个创业者而言，做一个企业都是从一无所有做

起，因此必须展望未来30年、20年可以做的事情。梦想不能脱离现实，现实任何时候都要有。然而像老黄牛一样拉

地的人是走不远的。

与马云的思路异曲同工，俞敏洪也特别不喜欢“这个事情赚钱，我就赶快做”，他拒绝跟风。他说，我们如果

要去模仿一种人，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你要以自己建渠道的方式销售，你的渠道建起来了，再建第二个、第三个，

最后慢慢产品在政府领导心目中建立品牌形象了，慢慢就出来了，再慢慢发展。但是你这么多的钱，大的有大的做

法、小的有小的做法，每一个做法都不一样。

释放改革红利，必须还权于市场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在开幕式上解释了“绿公司年会”中“绿”的含

义。 他说，这个“绿”指的不仅是一般的环保的绿，而是一个大绿的概念。就是把商业对社会、对人类的一切贡

献，都称为绿。其中，企业可持续发展便是这个范畴里重要的的一个方面。

柳传志认为，中国企业想要持续发展，有些东西要变，有些东西则不能变。他以自己的公司为例解释道，最起

码我们的远景和追求不能变，我们企业本身要有一个好的文化，这个不能变。除了文化以外，企业要有制定战略的

能力，根据环境的变化能够制定出好的战略，包括大幅度从自己所在的行业跳到另外的行业去，你要有所准备和很

强的执行力。

在另外一个会场，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则分享了万达如何从一个区域公司成长为一头“跳舞的

大象”。这其中经历了四次转型，一次转型是1993年到广东发展，万达从一个区域公司向全国区域公司迈进。第二次

转型，是2000年，从一个房地产公司，转变为共有产业的公司。第三次转型在2008年，万达向文化转变。第四次的

转型，万达收购了美国家集团，走向国际化。对万达的百年企业目标，王健林认为，企业传承中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龙永图说，企业深化改革的关键是解决或者说进一步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

系。他认为，企业和政府应该建立一个“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所谓“君子之交”，就是政府和企业相互尊

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同舟共济；所谓“淡如水”，就是这种关系不是那种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的关系，不是

那种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关系。要建立这样的关系，重点就是我们的政府，要对所有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一视同

仁，形成公平的待遇。

对这个问题，俞敏洪则更加直接地指出，政府管政治体制的改革，让老百姓管经济体制的改革。政府的手应该

要伸在他应该伸的地方，不应该伸在他不应该伸的地方。

此外，昆明市市长李文荣也表示，释放改革红利必须把经济发展摆在首位，必须还权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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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峰对话：突破跨国并购三重门

               论坛概况

议题主席/主持人：
大  龙  明思力中国主席

议题嘉宾：
郭广昌  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东生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朱  海  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裁及中国区总裁

高希文  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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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

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裁及中国

区总裁

郭广昌

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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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思力中国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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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道情况2

 《新闻播报：绿公司年会》
  播出时间：2013/4/21
  播出栏目：云南新闻联播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Q2MDY4NzYw.html

云南卫视

《跨国并购趋理性》  

  2013/4/26

新世纪周刊

4月21日，在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突破跨国并购三重门”分论坛上，参会企业家们纷纷对近年来的跨国并购热

进行了反思和经验总结。在他们看来，跨国并购前一定要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其中培养国际化的管理者尤为重要。

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中，不被信任乃至遭到质疑的事经常发生。对此，明思力中国主席大龙称，很多中国公

司在国外缺乏知名度，被并购的公司以及它们所在的商业环境并不熟悉中国买家。

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认为，当前一些中国企业与知名国外企业在价值观和文化上的差

别并不大，但如何让国外企业相信这个事实很不容易。复星的做法是，首先选择和知名国际投资公司合作，传递信

《中国绿公司年会专题片》
  播出时间：2013/5/12   
  时长：1小时

（三）高峰对话：突破跨国并购三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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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其次要真正为被投资方创造价值，让对方感觉到是在为他们做事。

复星曾经收购希腊著名时尚产品集团Folli Follie（芙丽芙丽）增发的9.5%股份。此前，复星还收购了法国连锁

度假酒店地中海俱乐部部分股权。

普遍的共识是，在并购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裁及中国区总裁朱海强调，并购是

没有选择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选择并购。若选择并购，首先要清楚是否有消化能力、资金能力、国际化管理

能力等；其次要明确知道要什么、能够给予什么，如果只考虑想要的，交易会有后遗症；第三，谈判时一定要“把

丑话说在前头”，“并购不是恋爱，而是结婚，一定要讲清楚谁煮饭，谁洗衣服。”另外，并购企业一定要有未来

的管理团队。

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也认为，并购前首先要对并购的困难和挑战有足够的研究和准备，同时并购前在资金和

管理团队方面也要有充分的准备，而且要认识到并购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有长远的规划。2004年，TCL借收购法

国汤姆逊彩电业务、阿尔卡特手机一举进军国际化，但国际化之路走得并不平坦。

郭广昌认为，心理准备比其他的准备更重要；同时，不要预设太多条件，只要以诚相待，会发现所有人都一样

《郭广昌的“并购经”：“光有钱不行，关键得有信任”》 

  2013/4/26  版位：C1  版面：新知

第一财经日报

“爱情是爱情，婚姻是婚姻，婚姻有风险，落实要谨慎，所以在并购以前，理性，理性，再理性。”说这话的不

是相亲节目的评委，而是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

在日前举办的“中国绿公司年会”上，一场名为“突破跨国并购三重门”的对话正在继续。在这场持续一个小时

的对话中，郭广昌以爱情和婚姻作比谈到，海外并购的心理准备比任何准备都更为重要。

“并购就像婚姻，当然软性是非常重要的，嫁个女儿不是看有没有钱，失败的婚姻比成功的要多得多，已经不容

易了。”在发言中，郭广昌一连提了三次“信任”，他认为，一个企业是否能做并购，要看其知名度、被信任度，是

否能支撑其开展并购海外事业。

“尤其不要听任何中介方的忽悠，因为日子是你过的，她只是媒婆。只要做好这些准备，成功与失败，都可以去

尝试。”郭广昌提醒道。

今年3月，郭广昌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复星今年的海外并购主要集中在消费品、金融和旅游等行业，地域主

要在欧美地区，此外，复星集团也将加大对环保产业的投资。

2010年，复星集团和全球最大私人股权投资公司之一的凯雷投资集团在上海签约，携手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全面的

战略合作，并共同成立一家私人股权投资公司，投资海内外的潜力项目。这一场被复星集团副董事长兼CEO梁信军解

释为“一见钟情”的联姻，从开始洽谈到达成协议只用了两三个月。

对此，郭广昌在昆明也进行了“解密”，他坦言，复星在这项合作的过程中，做了“几部曲”，他坦言，聘任美

国前财长斯诺加盟，就是为了获得“在价值观上一致”的信任。此外，郭广昌还谈到了“名片效应”，即通过投资一

家企业，打造声誉，让其成为复星日后进行并购的名片。

“我认为这种品牌的建立，肯定比你有钱更重要。”4月的昆明，午后春风微醺，郭广昌在台上不乏感性地说，

“我觉得任何理论性的东西，一旦变成了数字，就变成了标本。”

郭广昌说，并购过程就像恋爱和婚姻，从投资的角度，他是一个很理性的投资者，项目若在商业上得不到回报，

他可能不会做，而很多的时候，商业回报却难以计算，这个时候，要把对方的信任度都考虑进去，并理清自己的底线

在哪里，愿赌服输。

郭广昌说，他最欣赏的员工是，无论是赚了还是输了，都可以站起来就走，有理性的安排，不会是越陷越深，对

错都可以坦然面对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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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it urges cautious approach 

to overseas M&A  

环球时报英文版

Chinese enterprises should be more cautious and set up longer-term strategies when initiating oversea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 an increasingly popular activity among Chinese firms, entrepreneurs said at 

a summit in Kunming Sunday. 

"M&A is the most difficult way for an enterprise to enter foreign markets," Zhu Hai, president of China 

Schneider Electric, said in a discussion session at the Annual Summit of Green Companies 2013.

The current economic slowdown of developed countries, shrinking profit margins in some Chinese 

industries, and a fast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by Chinese firms have presented an opportunity for them to 

expand overseas, but "they need to fully prepare to avoid potential risks," Zhu said.

Zhu recently gave up a chance at an M&A deal just because there was no suitable manager to handle 

leadership overseas after the acquisition.

Forty-seven percent of Chinese firms with M&A plans were considering expanding overseas, consulting 

firm Grant Thornton said in a survey on April 16, compared with 26 percent in a similar survey in 2012.

Although enthusiasm for outbound investment is growing fast, enterprises must be committed to "fighting 

a long-term war," Li Dongsheng, chairman and CEO of TCL Group, said at the session.

TCL,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electronics makers, acquired TV producer Thomson SA of France in 

2003 and set up a joint company with mobile phone maker Alcatel in 2004, then suffered a net profit loss 

of HK$378.4 million ($48.7 million)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4 and was criticized by media for expanding 

overseas too quickly.

Li said he used to feel discouraged because he had planned to make a profit overseas within only two 

years. 

But he finally realized that the chief obstacles to his dream were his over-confidence in TCL's capital 

strength and the limited experience of Chinese managers. He says a longer-term strategy, including a multi-

national management concept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are the key factors for success.

TCL said on April 9 its net profits for the first quarter are projected to rocket roughly sevenfold year-

on-year, reaching up to 310 million yuan.

Guo Guangchang, chairman of Fosun High Techonology, said he has no overseas M&A plans as yet, 

because he needs first to develop a good reputation via other types of outbound investment such as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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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ECONOMY
 PC maker shifting focus for higher growth

People examine a scale model of a trade complex in Guiyang, capital of Southwest China’s Guizhou Province on 
Sunday. Local residents have been lining up recently to secure the purchase of properties in the building, mirroring 
the real estate frenzy that can be seen across the country. Photo: CFP

China’s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MLR) 
said Saturday that the country’s local govern-
ments sold 322,800 hectares of land to be used 
for construction in 2012, down 3.3 percent from 
2011.

The total value of sales contracts dipped 14.7 
percent year-on-year to 2.69 trillion yuan ($431 
billion), with 2.55 trillion yuan of deals closed 
through market-oriented means including auc-
tions and biddings, the MLR said in an annual 
report on national land resources.

By the end of 2012, the total acreage of mort-
gaged land in 84 major Chinese cities reached 
348,700 hectares, up 15.7 percent from a year 
earlier,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By the same time, the average price of residen-
tial land in 105 major cities stood at 4,620 yuan 
per square meter, up 2.3 percent year-on-year.

The MLR report also showed the amount of 
newly approved land for construction in 2012 
rose 0.6 percent from the previous year to 
615,200 hectares.

Xinhua

By Zhao Qian in Kunming

Chinese enterprises should 
be more cautious and set up 
longer-term strategies when 
initiating oversea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 an increas-
ingly popular activity among 
Chinese firms, entrepreneurs 
said at a summit in Kunming 
Sunday. 

“M&A is the most difficult 
way for an enterprise to enter 
foreign markets,” Zhu Hai, 
president of China Schneider 
Electric, said in a discussion 
session at the Annual Summit 
of Green Companies 2013.

The current economic slow-
down of developed countries, 
shrinking profit margins in 
some Chinese industries, and a 
fast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by 
Chinese firms have presented 
an opportunity for them to ex-
pand overseas, but “they need 
to fully prepare to avoid poten-
tial risks,” Zhu said.

Zhu recently gave up a 
chance at an M&A deal just 
because there was no suitable 
manager to handle leadership 
overseas after the acquisition.

Forty-seven percent of Chi-
nese firms with M&A plans 
were considering expanding 
overseas, consulting firm Grant 
Thornton said in a survey on 
April 16, compared with 26 per-
cent in a similar survey in 2012.

Although enthusiasm for 
outbound investment is grow-
ing fast, enterprises must be 

committed to “fighting a long-
term war,” Li Dongsheng, 
chairman and CEO of TCL 
Group, said at the session.

TCL,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electronics makers, ac-
quired TV producer Thomson 
SA of France in 2003 and set 
up a joint company with mobile 
phone maker Alcatel in 2004, 
then suffered a net profit loss 
of HK$378.4 million ($48.7 
million)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4 and was criticized by 
media for expanding overseas 
too quickly.

Li said he used to feel dis-
couraged because he had 
planned to make a profit over-
seas within only two years. 

But he finally realized that 
the chief obstacles to his dream 
were his over-confidence in 
TCL’s capital strength and the 
limited experience of Chinese 
managers. He says a longer-
term strategy, including a multi-
national management concept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are the 
key factors for success.

TCL said on April 9 its net 
profits for the first quarter are 
projected to rocket roughly sev-
enfold year-on-year, reaching 
up to 310 million yuan.

Guo Guangchang, chairman 
of Fosun High Techonology, 
said he has no overseas M&A 
plans as yet, because he needs 
first to develop a good reputa-
tion via other types of outbound 
investment such as private eq-
uity investment.

By Chen Dujuan 

Lenovo Group Ltd,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personal com-
puter (PC) producer by market 
share, said Friday that it was in 
preliminary negotiations for a 
potential takeover, following a 
media report saying the Chi-
nese firm was planning to ac-
quire a low-end server business 
from US technology firm In-
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IBM).

The company has yet to 
reach an agreement about the 
takeover and will announce any 
major steps forward in the deal, 
Lenovo said in a statement filed 
to the Hong Kong Stock Ex-
change Friday, without reveal-
ing the takeover target. 

The company also warned 
shareholders and potential in-
vestors that the takeover will 
not necessarily be completed. 

Lenovo’s share price surged 
9.46 percent Friday to close at 
HK$7.06 ($91 cents) following 
the news. 

IBM is seeking up to $6 bil-
lion for its low-priced x86 serv-
er business, which is widely 
used for support data centers, 
technology news website crn.
com reported Thursday, citing 

an anonymous industry execu-
tive. 

BlueFocus PR Consulting, 
which handles public relations 
for Lenovo, refused to com-
ment more on the takeover 
rumor when reached by the 
Global Times Sunday. 

However, BlueFocus said 
that since the PC business 
is expected to bring limited 
growth for Lenovo, the com-
pany has created a “PC-plus” 
strategy, shifting its focus to the 
consumer market with mobile 
phones and tablets as well as to 
the enterprise-level market with 
servers and storage products. 

In the server business, Levo-
no formed a joint venture with 
US storage provider EMC Corp 
last August to develop servers 
and networked storage equip-
ment, which boosted Lenovo’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Lenovo already has advan-
tages in brand and marketing 
channels in the sector, and if 
the deal goes through, the com-
pany’s server business will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Cao Yu-
jie, consultant director of Bei-
jing-based IT market research 
and consulting firm CCW Re-
search, told the Global Times 
Sunday.

IBM’s x86 server busines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nterprise-level market with a 
good profit margin, Cao said, 
but he noted that mobile de-
vices have higher added value 
for Lenovo. 

Lenovo has successfully ac-
quired IBM’s PC unit and has 
seen good business integra-
tion, so it will be much easier 
for Lenovo to take over new 
businesses such as the IBM 
x86 server business, Cao said. 
Lenovo spent $1.25 billion to 
buy IBM’s PC division in 2005.

IBM topped the world’s 
server market by revenue with a 
36.5 percent share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12, followed by 
HP’s 24.8 percent and Dell’s 
15.1 percent, according to in-
dustry consultancy IDC. 

Lenovo was not among 
the top 5 server firms dur-
ing the same period, and Gao 
Wenping, general manager of 
Lenovo’s server division, said 
the company held a 3 percent 
share of the world server mar-
ket in June, noting that Lenovo 
does not rule out acquisitions 
of server producers to increase 
its market share, which could 
make it one of the world’s top 
3 server manufacturers by 2015.

Lenovo in talks to buy 
IBM server business

China’s local govts 
sold less land for 
construction in 2012

Summit urges cautious 
approach to overseas M&A

Page Editor:
liqiaoyi@globaltimes.com.cn

（三）高峰对话：突破跨国并购三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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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并购：把对方的信任度考虑进去》 

  2013/4/22  版位：10版  版面：财经新闻

重庆商报

在当下的商业社会，跨国并购已然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途

径。

毫无疑问，跨国并购可以使企业在短时间内获得被并购企业知名的品

牌、先进的技术、成熟的营销体系，由一个本土企业成长为一个国际化企

业。但这样华丽的转身并非一路坦途，跨国并购之后的整合充满了坎坷与

不确定性。并购企业如何才能顺利达到并购之初的目的？

跨国并购像婚姻

“如果把企业比作人，把并购比作手术，考虑并购的企业，就像生了癌症的人，不开刀手术，可能活不长久，

开了这个刀，可能生活好一点，这听上去很残忍。”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昨日在会上坦言。

而站在投资的角度，在他看来，一个很理性的投资者必须要学会算账。“但是很多时候，商业回报是算不出来

的，因此在这个时候，你需要把对对方的信任度都考虑进去。”他说，“我的下属来跟我说，我进行一项并购的回

报是30%、40%，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他表示，“我更在乎我的投资和回报比是多少，底线在哪里，在不会输

的情况下，对方的团队是否值得信任？”

“跨国并购其实就像婚姻一样，有强弱双方，否则双方势均力敌，就很容易出现矛盾”他说。

要考虑消化能力

“在我看来，就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而言，首先要考虑自己的消化能力，包括资金、对国外文化的掌握、对国

际化企业的架构等能力。”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裁及中国区总裁朱海随后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那些

正在尝试或即将尝试海外并购的中国企业，还必须要明确知道自己要什么，你能给予并购对象什么？“如果只考虑

自己的，在完成并购之后，肯定会出现很多后遗症。”他说。

“我也有一个并购谈判，谈了很长时间，其实并不是双方在讨价还价，而是在商量未来如何一起去过日子，就

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而言，我想说的是，大家不要感觉好就匆忙走到一起，因为这不是谈恋爱，而是结婚。”朱海

提醒在场的上百位企业家，“在并购前，双方一定要讲清楚，未来谁做饭、谁洗衣服，就是要把所有的丑话都说在

前面，这样的合作在未来才有机会走得更远。”

并购注意软因素

尽管多位嘉宾认为并购前的准备必须要慎重，但诸多在场的参会者依然表示，即便非常慎重，仍然会感觉到并

购之后远没有达到事前想要的效果。

“在谈这个问题时，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过去9年在跨国并购方面的经验和教训。”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东生表示。

2004年，TCL曾进行过两次大的跨国并购，一是并购汤姆逊的彩电、一是并购阿尔卡特的手机。“两次都是全

球性并购，并让我们快速进入了欧洲和国际市场。”李东生表示，“但真正完成并购之后你会发现，你要实现你预

定的目标，其实挑战很大。”在他看来，主要的挑战就来自于并购过程中一些软性因素，比如双方的文化差异，各

自的沟通习惯等。

“为了消除差异，我们整整用了三年时间去协调和完善机制，这导致我们最初的计划是完成并购后两年内要实

现盈利，但基于这样一些事前并未料到的软因素影响，最终的并购离我们事前的计划和想象还是存在很大差距。”

他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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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53%的企业并购都是股东受伤》       

  2013/4/22  版位： A13  版面：政经 

都市时报

昨日“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高峰论坛之一，以“突破跨国并购三重门”为主题，主持人给出数据：“53%的

并购案使股东受到了损失，是失败的”。

并购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参加讨论的包括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裁及中国区总裁朱海、复星集团郭广昌先生、TCL集团李东生、拉法

基首席执行官高希文，上述嘉宾均参与或主导了成功的并购案。

对国际并购的讨论在保守氛围中开始。主持人给出数据——中国企业国际并购失败比率是其他金砖国家的两

倍，是欧美国家的四倍。朱海也称，并购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如果你可以不并购的话，千万不要选择这一条路。

“如果一个人病了，能够用西医的方法和中医的方法能够治好的话，他不会考虑到手术。大家一定要看好并购给你

带来的机会，也要看到风险。我希望大家有胆识很重要，但是要有理智。”

不过，对于仍需要大规模的并购以实现优势产业转移的中国，几位嘉宾还是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并购就像结婚 丑话要说在前

郭广昌属其中较为乐观的一个嘉宾，认为“53%的并购失败”算法并不合理。“并购就像婚姻一样，一定要有

强势和弱势，如以前我们绝大多数大陆和台湾的婚姻，都是大陆的女孩嫁到台湾去，但现在，也有台湾的小姑娘嫁

到大陆来。这就是双方的一个调整在发生变化。”

既然并购不是恋爱，是结婚，朱海认为，一定要讲清楚，未来谁做饭、谁洗衣服。要把所有的丑话说在前面，

这样的合作会走得比较快。且他的理念里，似乎还有些“门当户对”的观念：“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首先要注意

你的团队是不是国际化了？如果你自己不是国际化，要驾驭这个国际化就很难。”

不过，郭广昌却认为：“不要预设很多的条件，打开你的心灵去沟通，你会发现，其实人都是一样的。”

李东生是锲而不舍的代表：“做跨国并购是很有挑战的，所以作为企业领导人，一定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毅

力和准备。”

要保存被并购品牌的基因

讨论完了婚姻，并购强人们似乎开始讨论“孩子”，并购完成后，怎么对待并购中目标公司的品牌？李东生在

这方面经验丰富，但也有教训。TCL当年并购汤姆逊的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到今天为止，其在海外市

场仍用汤姆逊的品牌销售彩电，用阿尔卡特的品牌销售手机。

“要进入国外市场，通过并购取得客户的信任度，长远来看，如何与被并购品牌更好地协同，也是我们正在研

究的问题。”

李东生认为，要保持品牌竞争力和活力，“要把品牌的基因保存下来，这方面，我们在手机方面做得很成功。

我们阿尔卡特的设计团队保留了它原来的品位。所以品牌并没有因并购而下降，而是继续在提升。不过汤姆逊这个

品牌虽然我们还在用，但已经有所下降。这不是我们的本意，而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把它的品牌的基因能够很好地、

完整地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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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峰对话：突破跨国并购三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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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生：并购要具备协调能力》   

  2013/4/25  版位：A2   版面：特别报道

云南经济日报

我想花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将近9年，在跨国并购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教训的一些东西。
2004年，我们做了两个大的跨国并购，一个是并购汤姆逊的彩电、一个是并购阿尔卡特的手机。这两个都是全

球性的并购，当时我们并购了汤姆逊的彩电，我们成为全球彩电的前3名。另外并购阿尔卡特的手机项目，会使我们
市场份额进入全球的前10名。当然这两个并购可以让我们快速的进入欧洲和国际的市场。

这两个并购案，当时是从能够看得见的因素做分析。其实这些的因素要实现，要有一些在管理系统协调方面的
能力，要能够做得到。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大家做事的基本准则、习惯有很大的差异，沟通起来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消除这种差
异，整整用了3年的时间，大家沟通得还比较好。

“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就是

信仰。就是我们企业家，除了我们

本身是赚钱、是盈利，是担当，我们

应该有信心。”万科企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主席王石在谈及美丽

商业时给出了他的答案。

市场经济的商业伦理研究，溯

源商业活动中人与人的伦理关系，

已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是否能

突破底线，无限的追求利益，还是

坚守底线和伦理价值？王石坚定

的表示：伟大是熬出来的。

如果坚守底线和伦理价值，做

一个亿，会做得很好。但是如果突

破底线，可以做 10 个亿，20 个亿。

这是商业活动中存在的现象。

“突破底线能做 10 个亿、20 个

亿，但你突破底线能做 100 个亿

吗？ 1000 个亿吗？假定您做到

1000 个亿，你能守得住吗？底线是

要坚持的，你坚持了底线，才能做

到 100 个亿、1000 个亿，才能有良

性发展的空间。”

规规矩矩做的事，找了正确的

方向，虽然过程可能漫长，但创造

的价值就会越来越大。总之贵在

坚持，要熬的，伟大是熬出来的。

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在你发展

过程中，做大的目的是什么？

“得出一个结论是，我们为我

们的尊严活着，为我们的价值体系

活着，最后多大，要有结果，要有目

标。”王石的看法是：你要觉得这样

活着有意义，这是很重要的。

谈美丽的商业，如果缺少了信

仰，把信仰当做 GDP，把信仰当做

为了赚钱，一切为了赚钱和 GDP，
把一切牺牲了，这是很危险的。

如何从野蛮成长到赚钱盈利

承担责任，培养信用的价值体系是

企业家关注的问题。王石用自身

的财富积累、影响力的扩大，对自

身的反思回答了美丽商业。

“我们更应该从我们自己检

讨，我们过去存在的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信用危机，如何让我们

商业为例，我们从我们自己、从我

们的企业做起，从我们的重新重做

去诠释信用，我们的社会就一定会

存在。”

王石固然明白“大道当然，精

细制”的道理。一个从道的层面，

一个从术的层面，术的层面，实际

上就是技术保证，产品的质量，产

品的消费者喜欢，同时在成本控制

上要好控制。道的层面就是做人

要有底线，做企业要有底线。

绿，生命的摇篮。孕育了
人类，保护着生命，是所有生
命者的共同财富。如今，“绿
色”与“价值”越来越成为全球
性话题，“绿色”元素以各种形
式广泛展现在我们视野中。

2013 年 4 月 20 至 22 日于
昆明举行的“2013 中国绿公司
年会”上，绿意透露出的是“商
业的意义与持续增长”。

这里的“绿”不是指一般
环保的绿，而是一个大绿的概
念，把商业对社会、对人类的
一切贡献，都称为绿。

年 会 上 的 这 个 大 绿 的 概
念，不仅得到了很多中国企业
的认知，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
支持。

绿的思想
人们在说，如今的企业家

最大的扩张能力是责任扩张
能力。当然，一个共同的文明
愿景，首先要有一个共同的价
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要让绿
色最先从心灵的净化开始。

青岛啤酒经过 110 年能活
到今天，而且今后能够可持续
发展，就是因为作为酿酒行业
的龙头企业，他们酿酒的“酿”
就是用良心来做酒。这个良
心就是对品质的刻意追求，用
良心来做啤酒，这就是他们的
道。

今 天 的 道 和 过 去 的 道 还
不一样，过去人们是追求为美
誉、为自己负责的“良心”，现
在我们要把“良心”扩展成为

“责任”。
在 纵 向 上 他 们 有 一 个 共

同的愿景、共同的价值观，在
横 向 上 他 们 有 共 同 的 责 任 。
今天的企业家，最大的扩张能
力就是责任扩张能力。过去
他们是为财富、为资本负责，
今后他们要对社会负责，对后
代负责。

这种责任的扩张，才是企
业家真正的胸怀，有了这种胸
怀就有了文明的基础。对企
业 家 来 讲 ，有 了 这 种 信 仰 之
后 ，重 要 的 是 如 何 做 到 这 一
点。

在创造财富过程中，中国
还 处 于 一 个 相 对 高 碳 的 环
节。国家能采取的方法，只有
用法律约束、用行政调控来控
制高污染企业。如果我们的
企业都能向低消耗、低污染、
高产出的节能高效的生产方
式转变，就能为节能减排、为
绿色做出应有的贡献。国家
的产业结构要向微笑曲线的
两端调整。从中国制造到中
国创造，就是一种低碳经济模
式。

必须考虑的是，如何用云
南人的智慧形成我们专有的
知识和技术来获取这方面的
价值，如何用我们的产品来维
护我们的品牌，如何通过无形
资产、渠道和品牌提高我们的
附加值。

像成都宽窄巷那样，传统
服务业通过文化创意产生经
济 价 值 、树 立 品 牌 和 文 化 价
值，这种转型就是低碳转型。
在微笑曲线上我们就可以看
到低碳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就
是我们应有的做法和策略。

还 有 的 就 是 企 业 家 的 共
识、责任，以及与此相应的工
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调
整。如果没有形成一种共识，
没有承担对后代的环境责任，
将来会为此付出代价。

如 果 我 们 的 工 作 方 式 、
生 活 方 式 能 够 从 细 微 之 处 、
点 点 滴 滴 有 所 转 变 和 调 整 ，
那么我们绿色文明也一定能
够实现。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物 中 长 出
怒放的鲜花、刚刚刷过油漆的

房间便有着大自然般清新的
空气、汽车排气管中冒出一片
青葱的绿色植物，类似的电视
或平面广告越来越多的出现
在消费者的视线中，希望借用

“绿色”打造企业更为环保、更
具社会责任感的形象，近而将
消费者的信任转化为实实在
在的销售收入。

正 如 一 家 名 为 Clownfish
的可持续咨询公司创始人兼
首 席 执 行 官 黛 安 娜（Diana
Verde Nieto）所言：“绿色环保
已经不是蓝海，它是每个企业
必须提上议事日程的重要部
分。正确应用绿色概念，将令
企业业绩登上新台阶。”

对于企业家而言，行动起
来比一切都重要。

绿 色 是 一 个 优 秀 企 业 家
必 须 牢 牢 记 住 的 基 本 观 念 。
对于每一个企业家而言，最重
要是行动。大家都应该行动
起来，先把你的企业变“绿”。

绿的附加值
经 报 记 者 请 一 位 出 席

2013 中国绿公司年会嘉宾为
云南估值时，云南的投资价值
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的绿色
价值”。

“绿色价值”是云南发展
的最大优势，也是最充满投资
机会的领域。

当 云 南 省 委 书 记 秦 光 荣
希望借助出席 2013 中国绿公
司年会的企业家的智慧，帮助
云南戴好国家支持的‘八顶帽
子’，推动云南跨越发展时，这
份“绿色价值”尤显突出。

云 南 作 为 中 国 面 向 西 南
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对内推动
大发展，对外构筑大通道，加
快云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
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云南作为民族团结进步、
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努力
作 出 十 个 示 范 、实 现 三 大 跨
越。

云 南 作 为 国 家 绿 色 经 济
试点省，挖掘生物资源优势，
打造一批特色优势产业和名
牌产品势不可当。

云 南 作 为 国 家 旅 游 综 合
改革发展试验区，发挥高原风
光、民族风情、生态良好、气候
宜人等优势资源，在旅游二次
创业基础上，大力推进旅游业
融合发展。

云 南 作 为 中 国 清 洁 能 源
基地，发挥水能、风能、太阳能
等清洁能源优势，将积极推进
电价改革试点，为产业发展和
招商引资提供有力的能源保
障。

云 南 作 为 国 家 低 丘 缓 坡
未利用地开发利用试点。转
变用地方式,推进城镇和工业
上山，保护坝区农田，走出一
条符合云南实际的城镇化、工
业化发展新路子。

滇中产业新区，云南将抓
住滇中经济区被列入国家主
体功能规划确定的 18 个全国
重点开发区的机遇，全力以赴
加快滇中产业新区建设，推动
组团发展，实现产城融合。

昆 明 区 域 性 国 际 金 融 中
心和云南沿边金融综合改革
试验区。推进跨境人民币结
算业务，促进云南金融开放。

云 南 是 投 资 的 热 土 。 对
于投资者来说，云南快速增长
的投资需求意味着较多的投
资机会。如何挖掘云南的“绿
色价值”？要基于云南在协调
发展与保护关系、实现既有发
展又有绿色方面有很多现成
经验可用。

绿色不是诗情画意，而是
一种文明。如果这种文明成
为我们共同的愿景，绿色价值
就一定能实现。

“就好像人吃饭的的时候要吃

四个馒头才能吃饱，现在才吃了 3
个馒头，我们期待着吃最后一个馒

头。”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

传志如此形容中国民营企业过去

的峥嵘 30 年。

作为中国著名企业家，柳传志

期待民营企业走到更大更辉煌的

路，但也对未来企业的环境充满着

担忧，“这里面有国际的政治经济

环境，有中国的政治商业环境，有

自然环境，人文环境。”

为企业出谋划策，和企业家分

享创业立业经验果实的柳传志首

先紧抓一个核心词汇：求实。“我们

企业本身要有一个好的文化，这个

不能变，比如说‘求实’，不能迟到

就是一个‘求实’，答应的事情要做

到。除了文化以外，企业要有制定

战略的能力，根据环境的变化能够

制定出好的战略，包括大幅度从自

己所在的行业跳到另外的行业去，

要有所准备和很强的执行。”

拥有一个好的领导团队，在柳

传志看来也是企业发展不可或缺

的基石。“比如说像我的企业，原来

是做电脑的高科技企业，在 2000 年

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应

该把白天工作、晚上还要学习这样

艰苦的工作交给年轻人去做，我自

己进入到风险投资领域，通过这个

领域又继续做。”

在 13 年前“分身”的柳传志，一

方面继续专心做高科技，另一方面

成立了子公司做投资，并在投资领

域做得风生水起，佳音不断。

然而，并购 IBM，这个在当时被

大多数人所不看好的“大冒险”，才

是被业界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为

此，柳传志也并不讳言其对联想产

生的深远意义。

“如果我们不并购，企业今天的

营业额就还是 29亿美元，甚至不到，

或是变成一个很平庸的企业。因为

并购成功，今天的营业额走到了前

面，利润也发生了很多的变数。”

“蛇吞象”背后，自有联想的逻

辑，“由于我们提前进入到其他领

域，比如投资领域、房地产领域，后

面我们还有更新的技术，这样的

话，我们就可以支持高科技企业勇

于去创新和冒险，即使冒险失败、

创新失败，我们还是能够支持它继

续，不至于一无所有。”

落实到企业和企业家，柳传志

以联想和自己的历程为例简要勾

勒了发展历程。“1984 年我开始管

公司的时候刚从科学院出来，我就

要一点一点的收拾，通过十年的时

间，到了 90 年代末，公司的文化才

逐渐形成了正规。”

“今天我敢说，最早的做的最

好的公司，我们公司是其中一个。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曾经乱过，

但是我们把事想清楚，一步一步来

解决。”

“绿”的价值
南方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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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 10 年前、20 年前，我们

绝大部分的材料、原材料，包括对

外进口，包括远东（控股集团）原来

的材料也是进口的，但是现在不一

样。

如果这些前提不能得到很好的

改善，中国制造业还是非常困难

的。现在政府需要营造很好的环

境，比如法制环境、政策环境。

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加强监管，

目前好多产品，包括工业制造，我

们的食品和药品，有很多让人不放

心。问题出在哪里？

另外，还有很多的工厂，几乎有

2/3 的都是跨国的。如何改变这样

的环境？我觉得要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第一，重视产品质量，产品

质量不是靠现在来复制；第二，要

讲品牌，你这个附加值的品牌；第

三，要有质量好和重质量、重品牌

的性价比，要有可持续的管理方

式；另外，生产企业要自律。你无

论如何对于世界负责、也是对企业

负责。

远东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蒋锡培：生产企业要自律

我们要面对互联网、电子商务

的发展和面对国际化的竞争，以及

面对全球制造升级。一句话来概

括，一个是性价比、品牌的优势。

其实制造产业需要品牌，也需要形

象。只要这两个都有就可以克服

了。

我们问消费者，互联网给消费

者带来什么改变？如果把这个事

情弄明白了，是一个非常大的机

会。当然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大

的挑战，因为互联网给大家带来的

消费习惯，是用固有的经营模式，

那肯定是不能持续的。

对于我们来说，互联网颠覆了

我们固有的模式。在这样的情况

下，我们如何去改变？从另外一个

方面讲，到底给我们什么启发？从

传统来说，因为货要比 3 家。但在

互联网时代，货不是比 3 家，而是比

万家，容易比，方便程度完全不一

样。

互联网应该是品牌商的福星，

如果把品牌做好，可以在当下更好

的发展，更容易让你的品牌走向世

界。所以互联网的存在更是福星，

从短期来看是一个挑战，从未来看

是更大的福星。

美特斯邦威服饰董事长周成建：互联网是品牌商的福星

我想花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将近 9 年，在跨国并购方面的

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教训的一些东

西。

2004 年，我们做了两个大的跨

国并购，一个是并购汤姆逊的彩

电、一个是并购阿尔卡特的手机。

这两个都是全球性的并购，当时我

们并购了汤姆逊的彩电，我们成为

全球彩电的前 3 名。另外并购阿尔

卡特的手机项目，会使我们市场份

额进入全球的前 10 名。当然这两

个并购可以让我们快速的进入欧

洲和国际的市场。

这两个并购案，当时是从能够

看得见的因素做分析。其实这些

的因素要实现，要有一些在管理系

统协调方面的能力，要能够做得

到。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大家做

事的基本准则、习惯有很大的差

异，沟通起来比较困难。所以我们

消除这种差异，整整用了 3 年的时

间，大家沟通得还比较好。

TCL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东生：并购要具备协调能力

复星高科技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商业回报是算不出来的

听上去很悲观，并购像生了癌

症，不开这个刀，可能活得不长久，

开了这个刀，可能生活好一点。其

实我觉得应该没那么悲观。

我是一个很理性的投资者，我要

算帐，如果没有一个商业的回报，我可

能是不会做的。但很多的时候，商业

回报是算不出来的。所以这时候，你

要把对方的信任度考虑进去。

我是绝对不相信，我的下属来

跟我说，我的回报是 30%、40%。更

重要的我要听你的投资和回报会

不会输，更低的底线在哪里。就在

不会输的情况下，对方的团队是否

可以信任。如果投资还能够对我

们的幸福生活带来一点的生活价

值，比如说趁这个项目可以去旅游

一下，或者是投资一个酒、普洱茶、

太极拳的项目，我都会为这些项目

加分的。

蒋锡培

新浪财经讯 4月21日下午消息 绿公司年会今日在昆明城郊举行。明思力中国主席大龙在“议题主席论坛”上表

示，参加了很多中国在海外的并购案以后，我还是觉得我们中国的企业没有足够的重视这些软性因素，对于并购，

如何融资？如何考虑法律的事情？等等但是还是在浪费很多钱和时间，在软性因素当中。

以下是其讲话摘录：

我们这个组讨论的是并购的软性因素，我们得出几个关键的结论：
首先第一，我们说并购是一个别无选择的时候，必须得选择才做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如果能够有机发展，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当然我们也确认了中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越来
大，所以并购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第二，并购成功与否，不能谈一个绝对，我们谈得更多的不是成功而是失败，而是如何促进这个过程，如何这
个过程更顺，无论是从管理的贷款，还是从金融的角度。因为我们也听了龙永图先生的呼吁，我们要开有用的会。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些的直接的用处，我们列出了比较具体的方案，如何进行跨国并购，包括培训，包括谈谈过程
中，达到一个建立信用的效果。

我在这边的结论，还是这样，我们谈了具体的方法，但是以我个人的意见，参加了很多中国在海外的并购案以
后，我还是觉得我们中国的企业没有足够的重视这些软性因素，对于并购，如何融资？如何考虑法律的事情？等等
但是还是在浪费很多钱和时间，在软性因素当中。

我们刚才用了KBMG的案例报告，他们是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他们的报告中指出这些软性因素占另外一个因素
的成功与否，我觉得我们作为企业家，更应该认识到这一点。研究这个题目，正好是我和李董事长现在创办的全球
企业文化研究中心的宗旨。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

《大龙：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浪费很多钱和时间》     

  2013/4/21

新   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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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焦点论坛：“中国制造”的未来

               论坛概况

议题主席/主持人：
刘积仁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议题嘉宾：
刘永好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民生银行副董事长

杨绍鹏  海丰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周成建  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蒋锡培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徐海瑛  诺华集团（中国）总裁

郭秀闲  BT中国区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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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道情况2

 《“中国制造”面临三大困境 企业转型从小做起》

新华网

近年来，国内外大大小小的商品市场中国制造的身影随处可见，在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同时，“中国制造”也

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日前举行的昆明绿公司年会上，业界人士认为，在未来数年中，“中国制造”仍然充

满竞争力，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和推动力之一，然而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政策的变化，“中国制造”正面临多

重挑战，当前对于不少从事出口贸易的诸多企业而言，中国制造进入调整期，苦修内力，加强结构转型升级，通过

创新拉动是当务之急。

“中国制造”保持强势竞争力
全球四大会计事物所之一的德勤会计事物今年发布的全球制造业竞争能力的分析报告显示，中国的制造业竞争

力指数在当前以及未来五年仍将位居榜首，当前排名二、三位德国、美国将在五年后下滑至第四和第五位，而新兴

经济体重的印度将从第四名跃至第二，巴西从现在的第八名跃至第三。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积仁说，中国制造业的产值从2012年超过美国，成为成为世界最

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也是通过制造业，变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全球化的国家。

根据今年博鳌论坛上发布的《中国产业升级研究报告》，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种产品产量居

全球第一位，中国制造业产出约占世界的20％。

“中国改革开放给制造业带来很大的繁荣，全世界前二十大的航运公司，50％货量以上都是在中国。”中国最

大民营航运物流公司之一，海丰国际董事局主席杨绍鹏说，“中国制造”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活力的产品之一。

企业界人士认为，“中国制造”未来能够保持制造业竞争力领先主要因为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较低的劳动力

和原材料的成本；完善的供应链网络；政府大力投资制造行业，以及良好的政策环境包括鼓励或直接投资科技、雇

员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等。

众多来自海内外知名公司的企业家对“中国制造”的未来充满信心，认为其在一段时间内仍将引领世界。

英国电信中国区总裁郭秀闲说，中国制造业将通过持续发展获得美好的未来。刘积仁表示，“中国制造是国家

GDP的主要贡献者，中国就业的组成贡献者，也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贡献者，和中国许多的农民能够找到机会的贡

献者。”出于国家发展的根本需要和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认知，企业家应该对中国制造充满信心和希望。

全球制药保健行业跨国公司诺华集团中国区总裁徐海瑛认为，中国政府透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将是中国制造业保

持领先的重要因素。

制造企业面临多重挑战
尽管“中国制造”显示出强大的竞争力，但随着世界经济形势低迷，新兴经济体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和发达国家

不断加大高科技制造方面的传统优势，中国制造在渡过快速增长期后，后继困难不断凸现，特别从内部而言，国内

经济环境和政策调整变化，企业发展中问题持续显现，制造企业面临多重挑战。

首先是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制造业显现向其它国家转移趋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此前发布的报告显示，从

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中

国的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

据媒体报道，阿迪达斯在苏州工人的工资超过3000元。而该公司柬埔寨工厂工人的月薪为130美元，还不到苏

州工人工资的三分之一。

其次是制造业整体成本上升，价格优势难以延续，除了人口红利的消失外，原材料、能源和土地涨价、劳动力

成本和环保成本增加也导致出口制造业成本上升，使中国企业逐渐缺乏价格优势。渣打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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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成本上升使得在华发展的外资企业考虑转移工厂，最受欢迎的外国替代投资地是柬埔寨、孟加拉国和越

南。，人力供给不均衡现象突出

杨绍鹏表示，近两年来，外资转移趋势明显，包括欧盟在内的很多国家地区纷纷将外资转移至生产成本

更低的国家，“现在东南亚国家，就像我们80年代、70年代的样子，到处在建工业园区，对我们而言，大大

小小的制造业公司不断消失，所以我们制造业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难。

再次就是人力供给不均衡也给制造业带来冲击。刘积仁认为，一方面，低端制造业人员十分短缺，目前

在中国一个瓦匠、一个月嫂、一个保姆，收入比一个大学生都高，找一个这样的人都比较难。另一方面，在

高端制造业上，大学生毕业后工作找起来比较困难，制造产业还没有做好准备工作。

第四是“中国制造”的屡屡发生质量问题，使中国企业整体声誉受损，在国际市场上甚至出现“价廉物

不美”的说法，这都对出口企业产生一定的影响。

郭秀闲认为，当前中国制造业良莠不齐，特别是在食品制造领域，受到了很大的挑战，特别对于牛奶等

某些具体食品而言，不良制造商导致整个产业链受损严重。

杨绍鹏说，国外一个螺丝放上去，20年不变，我们的东西，一弄就漏水了。“中国制造”的问题在于缺

乏精细化，只有做精、做细，才能保证质量，做到百年产品。

第五就是民营经济“小”和“散”等综合能力的欠缺等问题也对“中国制造”的品牌化和国际化造成了

不小的影响。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认为，和国外先进国家比，中国民营企业有相应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单体规模太小、技术科技创新不够、产品安全和质量上需要提升、生产单位不足，生产单位较小，难以通过

规模化提升竞争力。

另外，人民币升值、知识产权体系不够完善等宏观经济政策也对“中国制造”形成了诸多挑战。

转型升级中期待多维创新
要保持“中国制造”长期的竞争力，一方面是国家在金融经济等宏观政策上给予相应的调整和照顾，进

一步完善企业经营环境，另一方面企业要苦练内功，提高自身竞争实力。

业界人士一致认为，对于制造型企业来说，创新是中国制造型企业面对挑战最根本和最有效的应对之

策，只有通过多维度创新进行转型升级，加强质量、突出品牌，加强整合，创新是“中国制造”的唯一出

路。

“创新无处不在，创新比比皆是，谁不创新，谁被淘汰，谁创新，谁发展。”刘永好说。

诸多知名企业家认为，对于“中国制造”而言，创新不仅仅限于产品和技术上，更需要理念上，思想

上，管理上的多维创新。刘积仁表示，中国制造企业的创新并不一定是做伟大的事情，而在于日常的管理。

就是为了生存而发展，所采取的精细的管理；为了创造更多的利润，更多的效率，组织所做的一系列的创新

活动。

“其实越不是创新的、越需要创新。”刘永好认为，行业组织结构的创新在新一轮的发展调整中尤其重

要，中国养殖业发展中龙头企业发挥的重要影响值得制造业借鉴。他说，国内养殖业正是通过通过组织结构

和运营方式的创新，产生了一批转型升级的龙头企业，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规模化、产业化的新型农产

业初见端倪。在中国农村经济的转型中，龙头企业也在创新中重新定位，不仅成为行业的引领者、组织者，

也是企业市场的的开拓者。

创新中科技进步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对制造型企业来说，主动抓住科技进步、技术发展的机会十分重

要，一些企业的经验表明，企业除了新产品、新研发外，也要善于利用现场的现代科技手段来推动企业运营

方式的转变。

美特斯邦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成建表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通信方式曾经对服装业产生了重大冲

击，一段时间内模仿复制成风，现代科技颠覆了服装制造业的传统生产和营销模式。然而现代科技也使得渠

道更加多样性，更容易让品牌走向世界。短期看新技术的运用是一个挑战，但从长期看却改变了服装业以往

的粗放型、快速享受中国红利时代的经营模式，进入以创新为主、复制为辅的新方式。

此外，当“中国制造”走向高端产业时，创新成本也越来越高。许多业界人士建议，在新一轮国际制造

竞争的大潮中，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合力创新事半功倍。 徐海瑛表示，当今高新技术和产品的创新会越来

难，甚至需要投几十亿的美金，花几十年的时间，所以如今的创新更趋向于多个单位的联合创新。诺华在上

海正和复旦大学一起建设一个研发中心，让中国优秀的科学家一起参与企业的创新。

（四）焦点论坛：“中国制造”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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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的出路

刘梅 樊甜甜 |文

2012 年，中国GDP成为世界亚军，中国的制造业

超越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然而，

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并不是一条平坦大道。经过多年

发展，制造业的概念已经由原来的实体产品制造，

扩展到服务配送等领域。除此之外，各种结构性改变等要素也在重

塑制造业的未来。

在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上，诸多企业家分享了他们对制造业当

前与未来的看法，并认为唯有创新才能提升中国制造业的长期竞争力。

首先，消费环境的内忧外患。“如果外界的政策环境和法制环

境得不到很好的改善，中国的制造业还是很困难的。”江苏远东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蒋锡培说。过去，中国制造业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

土地成本，以及丰富的资源和优惠的政策快跑了 30年。随着改革

的深入以及全球制造业的升级，中国劳动力的优势不再明显，制造

中心开始向越南、菲律宾等其他亚洲国家转移。另外，中国近 2/3

的制造业工厂是跨国性质的，国外的竞争也构成了威胁。再加上经

济全球化，以及出口的萎缩，中国制造业更是无法独善其身。

其次是互联网与消费者变化的冲击。互联网催生了电子商务的

发展，进一步激化了竞争。消费者行为和习惯的改变，对制造业的

品牌和形象塑造提出了更的挑战。而中国制造业重生产轻营销的传

统观念，品牌营销理念尚未完全建立，加上创新能力的相对匮乏，

在实践中也面临着困难。

另外，产品质量与行业监督乏善可陈。中国的工业制造，特别

是食品和药品，正面临质量危机。之前曝光的种种有害添加剂和“毒

胶囊”等负面新闻，使得老百姓对国产品牌信心消减。“与其归因

于不良制造商，更应该说产业链非常的复杂。”英国电信中国区总

裁郭秀贤说：“产业链需要经过多年的发展，今天出名的公司，他

们的成功是经过几十年的改造成果。”而产业链的发展与企业的责

任、政府职责和社会风气等因素息息相关。

上述悲观因素也正在酝酿着改变。中国企业家指出，可以通过

企业创新与转型，来帮助中国制造业走出泥潭：

1.用好新技术。制造业和零售业要看到新技术带来的新的发展

机会，而不是行业的消亡。 “互联网颠覆了我们固有的模式。”美特

斯邦威董事长周建成说，“当互联网让曾经的货比三家变成货比万

家时，产品差异化就显现出来，而品牌塑造的过程就是建立差异化

的过程。”另外他认为，互联网应该是品牌商的福星，它增加了渠

道的多样性，虽然短期加剧了竞争压力，但企业如果迅速反应以适

应电商的平台，正是实现品牌转型，抓住消费者的新机会。

2.人才及研发驱动创新。由研发的投资，带动人才的培育，进

而带动创新。据诺华集团（中国）总裁徐海瑛介绍，诺华 2009 年宣

布投资在上海建立第三大研发中心，该研发中心除诺华员工外，还

跟复旦大学一起合作，不断积累人才优势。

3.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除了技术创新，还有商业模式创新。据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介绍，新希望的创新是从饲料大王转型为

肉蛋奶产业，为数百万计的农民提供技术服务、经营服务、市场服务，

在帮助农民的同时，获得自身竞争力的提升，并将饲料这个大家认

为低端的产业带向了全球化创新的模式。

4.优化体制。政府应为制造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东软集

团董事长刘积仁说：“政府应把发展制造业的口号，变成对中小企业

的关注。此外，关注创业环境、关注整个社会对投资者的安全性等

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其次，国家体制创新也是企业家们关注的焦点，

山东海丰国际航运集团的董事长杨绍鹏特别提到了中国最大的红利

就是体制，创新灵活的体制有利于激发民间创业，对于税收和产业

也有好处。

5.重拾企业家精神。中国制造业的地位的延续，关键还是要靠

企业家精神。中国企业家精神在国外制造业显现着先天的优势，国

内制造行门槛低、竞争充分，成就了中国企业家勤奋、敢于创业的

特质。因此拥有中国企业家基因的企业，在海外市场的资源利用率

更高。

“中国企业家在过去的 30年间，几乎都是和一个不完美的环境

在争斗着，而每一次都是以胜利的结果来总结我们自己的问题。同

样再一次以新的埋怨和压力，来看待我们新的发展。中国制造业会

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而拉动力是创新。”刘积仁说。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的困扰下，
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的优势还能持续多久？

（本文作者张波是上海翼码市场部总监，著有《O2O：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商业革命》一书）

《“中国制造”的出路》
  6月刊   版面：新视野

商业价值

（四）焦点论坛：“中国制造”的未来



59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传播报告

《中国制造：货比三家不够，

  应该货比万家》  

  2013/4/22  版位：B10   版面：财经新闻

重庆商报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制造”昔日的魅力光环正在逐渐消退。

一边是跨国公司将制造工厂搬离中国，另一边是高端制造业开始向美日等发达国家本土回流。那么在未来，中

国制造将面临哪些挑战？又该如何进行应对？

适应习惯变化

“在我看来，中国制造业未来将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来自于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另一方面来自于

国际化的竞争和全球制造业升级。”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成建在会上表示。

但在他看来，要想克服这两方面的压力，说起来也很简单。“首先是产品的性价比，其次是品牌，只要有了这

两条，其实克服压力并不难。”他坦言。

“比如对于我们而言，互联网颠覆了我们的固有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思考自身如何去改变？或者

换句话讲，这样的颠覆到底带给我们哪些启发？”周成建表示。在他看来，互联网时代，消费者的购买习惯从以前

的“货比三家”转变为如今的“货比万家”，这就要求制造型企业必须要主动适应这种消费习惯的变化。

扩大生产单位

那么，中国制造未来的发展策略究竟如何？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昨日在会上表示。去年新希望的饲料产量

和产品销量，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数一数二的。但新希望的综合能力如果跟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这

样的差距一方面来自于我们的生产规模较小，其次是我们的技术科技创新做得不够，此外，食品安全、生产单位过

小，都是局限所在。”他说。

基于此，最近几年，新希望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逐步扩大生产单位，并通过这一手段来提升企业竞争力。“具

体的做法就是从一个单纯饲料企业，转型成为一个肉蛋奶产业，比如我们会联合数百万计的农民，通过为他们提供

相应的技术服务、经营服务、市场服务，从而在他们获得成长的基础上，扩大新希望企业的总体生产单位。”他介

绍，“在我看来，这应该算是中国制造在未来持续做大做强的有效途径。”

要为自己负责

在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蒋锡培看来，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发展，更多的还是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

和约束，目前包括工业制造在内的很多产品，尤其是食品和药品，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来自

于监管。

“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作为企业，我们自身首先就应该重视产品质量，其次是要有品牌意识。企业不

要想着你是在为社会负责，其实你这么做了，也是在为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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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发展要“放水养鱼”》 

  2013/4/22  版位：A18版

春城晚报

最新发布的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研究报告中，中国的制造业在当前和未来5年内均被视为竞争力最强劲的国

家。但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使得“中国制造”的魅力光环逐渐消退，“中国制造”的明天在哪里？

刘永好：转型变革让国内外并行

新希望集团近年来迈开了其全球化步伐，该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论坛上表示，经过30多年的努力，公司在国内

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如今也开始加快了在全球的投资步伐，目前在南非、土耳其、巴基斯坦、俄罗斯、印度等国都

已经或正在进行投资。中国的养殖业门槛低，竞争充分，但具有中国企业勤奋努力的基因，在国外的投资也显现出

了一些优势，“别人每天干4小时，我们干8小时。”目前在国外的投资回报率和利润率甚至高于国内。他表示，希

望海外的投资与国内的投资发展双向并行，共同发展。

而对于制造业的前景，他认为，越是传统产业，越需要创新与变革。

周成建：互联网不是克星是福星

随着淘宝大军规模的扩大，很多实体店沦为网购者的“试衣间”。“无论怎么活，都要活下去”，对于这个问

题，上海美特斯邦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成建乐观回应。他表示：“其实我个人认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产业，

什么样的产品，核心是产品品质的问题”。

周成建表示，如今制造业需要面对互联网及电子商务的发展；面对国际化的竞争，即全球制造业升级；面对消

费者的消费习惯变化。这对于固有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方式是一个颠覆，但同时也是机会。只要企业拥有创新能力，

互联网就不是企业的克星而是福星。

杨绍鹏：放水养鱼激发创业热情

海丰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杨绍鹏认为，中国的制造业最大问题在于：“现在谁还有创业的激情？谁还

想创业？如果大家都不想创业，20年以后，还会有大的企业出来么？”如果没有从零开始，就没有中国制造业的前

途。如今，企业面临众多门槛，这不仅仅是企业的问题，还是社会环境的问题。只有“放水养鱼”，激发对于制造

业的创业热情，让创业者的梦能够实现，才会有中国制造业的未来。

刘积仁：中国制造业未来是创新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积仁表示，中国企业家在过去的30年间，几乎都是和一个不完美

的环境在争斗着，而每一次都是以胜利的结果来总结我们自己的问题。同样再一次以新的埋怨和压力，来看待我们

新的发展。所以相信中国制造业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而拉动力是创新。本报记者

昨晚 9 点半，绿公司年会
的重头戏之一“马云夜话”上
演，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马云回答了现
场参与者的提问。

提问：什么是“商业的未来”？
马云：谢谢！这题目有点

大，商业的未来，我不知道从
哪儿讲起。我是 94 年年底开
始做互联网，那时候很多人不
知道互联网是什么，做任何
事，今天会成功的事情，我不
会做。10年后成功的事情，我
会特别有兴趣，因为坚定了方
向，一步一步往前走。

未来的机会大挑战也非
常大，我觉得互联网还有十年
可以做，当然这未必是对的。
所以我认为未来三十年，比前
三十年更有挑战。

提问：中小型企业如何发展？
马云：不要妄想别人的企

业能够帮你带成大企业，没有
人会帮你的。世界就是这样，
全靠自己努力，努力也得有运
气。有时候碰到运气，就像郭
靖吃了一条蛇的血一样，就成
功了。现在世界上失败的案
例差不多，失败的人、成功的
人背后都有一些秘诀，所以不
要期待谁会帮你，你自己帮自
己，才是最大的帮助。

提问：作为一个未来领
袖来说，应该具备什么样的
潜质？

马云：应该要脚踏实地，
是平凡也好、是伟人也好，都要
脚踏实地。不能把梦想变成
空想、乱想。很多人的梦想都
经受不住考验，人家说东就是
东，西就是西。所以梦想也得
脚踏实地。 本报记者 陈伶娜

想成为企业领袖
一定要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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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冯仑说，近几年来，我们思考更
多的是我们跟社会的关系，就是美丽
得你自己美丽，别人也美丽，如果你

自己在屋里美丽，那这事没有办法证
明，所以企业的公益化就开始越来越
多。然后大家就朝着美丽走了，每年
的公益慈善捐款就多了。现在所有

国内私募公益基金的数量大概将近
1800家，已经超过了此前公家公益
基金的数量，但在美丽了以后，底线
也要越来越高。 本报记者戴川

刘积仁
中国制造业未来是创新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刘积仁表示，中国企业
家在过去的30年间，几乎都是和一
个不完美的环境在争斗着，而每一次
都是以胜利的结果来总结我们自己
的问题。同样再一次以新的埋怨和
压力，来看待我们新的发展。所以相
信中国制造业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而拉动力是创新。 本报记者陈伶娜

在国际资本市场唱空中国背景
下，中国还有机会吗？中国在发展中
如何吸收全球化资本？招商银行行
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给出了自己
的观点。

“过去30年，中国是全球化最
大受益者。据统计，现在对外资
最有吸引力的10个国家中，已经
有8个是发展中国家。”马蔚华表
示，南亚的增长趋势还要高于东
亚，中国企业面临挑战与机遇。

马蔚华给出一组数据：上世

纪九十年代，中国利用外资和中
国资本走出去的比例是 18 比 1，
现在已经上升为2比1，国际机构
预测，今后这个比例还会发生变
化，中国资本走出去比例还将增
加，“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都遇到困境，对中国资本走出
去是很好的机遇。”

马蔚华认为，中国企业目前
遇到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
比新兴市场其他国家减弱等问
题，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减少，中

国企业对外投资显得尤为重要，
金融危机之后，是中国企业走出
去最好的时机。“经过金融危机，
西方国家意识到不能只靠虚拟经
济，还需要再工业化，但面临资金
不足的尴尬，他们欢迎中国资本
进入，这就是中国资本的机会。”

而新兴市场方面，在发达国家资本
收紧的情况下，也很希望中国企业家带
着中国资本走出去，让中国发展红利与
全球资源形成更好结合。

首席记者杨抒燕

昨日下午，万科企
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主席王石在“美
丽商业：平衡价值与利
益”的焦点讨论上表
示，既要坚持底线也希
望能够做大是要熬
的。企业家除了赚钱，
还应该有信仰。如果
缺少了信仰，把信仰当
做GDP，把信仰当做
为了赚钱，把一切牺牲
了，这是很糟糕的。

一位听众提问：我是搞通信的，
在企业发展中，我现在如果坚守我的
底线和伦理价值，我做一个亿，会做
得很好。但是如果我突破底线，我可
以做10个亿，20个亿，我该如何选择？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主席王石亮明自己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说，你突破底
线能做 10 个亿、20 个亿，你突破

底线能做 100 个亿吗？1000 个亿
吗？假定您做到 1000 个亿，你能
守得住吗？底线是要坚持的，你
坚持了底线，才能做到 100 个亿、
1000个亿，才能发展。

第二个观点，坚持底线也能
够做到 100 亿、1000 亿的，那要熬
的。伟大是熬出来的。

我们企业家应该有信仰。中

国现在的问题是普遍的信仰缺失。
谈我们美丽的商业，如果缺少了信
仰，把信仰当做GDP，把信仰当做为
了赚钱，一切为了赚钱和GDP，把一
切牺牲了，这是很糟糕的。我们更
应该自我检讨，如何从野蛮成长到
赚钱盈利承担责任，培养我们信用
的价值体系，我们过去存在很大问
题，就是我们的信用危机。

在“美丽商业”焦点论坛上，
中坤投资董事长黄怒波表示，征
服了死亡的恐惧每个人都伤痕累
累，这就叫美丽商业。会后，他简
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谈及本报曾报道过的其与普
洱市签订的 500 亿高端旅游休闲
度假项目，黄怒波表示，旅游地产
是未来地产业的方向，尤其在云

南这样山青水绿的地方，旅游地
产更是前景无限。之所以选择在
普洱投资，看中的不只是云南的
购买群体，更有全国乃至全世界
对云南的关注，关注就是生产力。

黄怒波表示，中国的城镇化
速度非常快，尤其在旅游地产开
发方面，中国还有巨大的发展空
间，旅游地产还有一个特质就是

不可替代性，旅游的魅力就在于
它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景，所
以从长远看，不容易形成泡沫。

焦点论坛结束之时，云南红
苹果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
瑜琼盛情邀请台上几位嘉宾去昭
通考察风土人情，会后黄怒波表
示，相信一定会有机会联合与会
企业家一起去昭通走走。

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朱新礼说：“中午的时候，有媒体
朋友看见我，他说，朱总你汇源果
汁还卖吗？我说我天天在卖。他
说，不是果汁，是你的公司。周一
晚上的时候，王石从美国打来电

话，他说，朱总听说你的公司要把
股份卖掉？我说没有的事，我没有
在任何时候说把公司卖掉的话。”

汇源果汁在2008年的时候因为
可口可乐出了一个很高的价钱买我们
的这个股东的位置。我还有一个意图

就是借助可乐这条船，把我将近40个
工厂通过可口可乐卖到全世界所有
可乐的体系里，这是有合同在先的，
这样做对中国的果农和果园是有利
益的。所以这4年以来，我一直坚持要
把果汁做得更好，让渠道、产品更优化。

黄怒波 会考虑去昭通考察

朱新礼 只卖果汁不卖汇源

冯仑 公益让企业更美丽

马蔚华 中国资本走出去面临双重机会

最新发布的全球制造业竞争力
指数研究报告中，中国的制造业在
当前和未来5年内均被视为竞争力
最强劲的国家。但是，劳动力成本
上升等因素使得“中国制造”的魅力
光环逐渐消退，“中国制造”的明天
在哪里？

中国制造业
发展要“放水养鱼”

论 道

刘永好
转型变革让国内外并行

新希望集团近年来迈开了其全
球化步伐，该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
论坛上表示，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
公司在国内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如
今也开始加快了在全球的投资步
伐，目前在南非、土耳其、巴基斯坦、
俄罗斯、印度等国都已经或正在进
行投资。中国的养殖业门槛低，竞
争充分，但具有中国企业勤奋努力
的基因，在国外的投资也显现出了
一些优势，“别人每天干 4 小时，我
们干8小时。”目前在国外的投资回
报率和利润率甚至高于国内。他表
示，希望海外的投资与国内的投资
发展双向并行，共同发展。

而对于制造业的前景，他认为，
越是传统产业，越需要创新与变革。

周成建
互联网不是克星是福星

随着淘宝大军规模的扩大，很多
实体店沦为网购者的“试衣间”。“无论
怎么活，都要活下去”，对于这个问题，
上海美特斯邦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成建乐观回应。他表示：“其实我个
人认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产业，什么
样的产品，核心是产品品质的问题”。

周成建表示，如今制造业需要
面对互联网及电子商务的发展；面
对国际化的竞争，即全球制造业升
级；面对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变化。
这对于固有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方式
是一个颠覆，但同时也是机会。只
要企业拥有创新能力，互联网就不
是企业的克星而是福星。

杨绍鹏
放水养鱼激发创业热情

海丰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
主席杨绍鹏认为，中国的制造业最
大问题在于：“现在谁还有创业的激
情？谁还想创业？如果大家都不想
创业，20 年以后，还会有大的企业
出来么？”如果没有从零开始，就没
有中国制造业的前途。如今，企业
面临众多门槛，这不仅仅是企业的
问题，还是社会环境的问题。只有

“放水养鱼”，激发对于制造业的创
业热情，让创业者的梦能够实现，才
会有中国制造业的未来。

议题主席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周明佳摄

观 点

（四）焦点论坛：“中国制造”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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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经济日报

我认为中国制造十分重要，因为它是中国GDP的主要贡献者，是中国就

业的组成贡献者，也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贡献者，也是中国许多农民能够找

到机会的贡献者。

所以中国制造业的衰落，在某种程度上，在其他行业还不能够崛起不能

够代替的情况下，我们重视制造业也就是重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企业过去的发展，实际上中国的民营企业都是创新者，因为他们赚

了钱，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道，创新不一定是技术，创新有商业模式。而创新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扎扎实实的卓越的运行，通过精细的运行，通过扎

扎实实的努力，而不要想每一天都做乔布斯、做盖茨，而做好我们的工作是

中国的创新之路，也是我们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一个根本之路。

我们应该相信中国制造业，第一，是国家发展的根本需要，第二，我们

还是充满希望，这个希望来自于中国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同样。再一次以

新的埋怨和压力来看待我们新的发展，所以相信中国制造业会有一个更好的

未来，而拉动力是创新。 

汇源果汁集团
董事长朱新礼：

只卖果汁不卖汇源

新东方集团董事长俞敏洪：

队伍不带不行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云南发展要抓住效率

东软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刘积仁：

相信中国制造业未来
冯仑是中国企业界的“段子

派”掌门，坚信所有的商业真相

和管理智慧都在“段子”里。事

实也如此，冯仑诙谐幽默的言语

间道出的是对商业独特的视角与

感悟。

“对钱表示敬意不行，还得对

诚信表示敬意，美丽商业大概就是

好人做买卖和做买卖让人学好。”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冯仑表示。

在他看来，所谓美丽商业构造

必须是好人来做这个买卖，如果不

是好人通过做买卖就变成好人，如

果买卖做大了大家都成好人。

不是企业只要做到盈利、纳

税，就算履行了企业的责任，要做

到美丽商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都

发展了，部分人有钱了，觉得有钱

了就牛，对于个人而言不是关键，

但是你得对钱表示敬意。”

早些年，冯仑和他的伙伴开始

涉及海外市场，“对于成熟的市场

经济体系来说，他们对于投资等方

面要求给我们是很大的触动。”

当时，我们带着钱去做这个

事，却发现对方怎么半天不反应，

后来慢慢知道了大家在考察，考

察你是不是合格交易对手，看你

在海外的信用卡是不是有过不良

记录，看你在中国有没有税收问

题，甚至看你说的话能不能兑现，

然后他们就到中国来看开了一个

名单，说必须把这些人请到一块

吃饭。

大概过了第三个年头才开始

谈事情，这件事给我摧残了一段时

间以后，我觉得对钱表示敬意不

行，还得对诚信表示敬意。

对于诚信而言，在冯仑的心

里已经传输到每个神经末梢，企

业的社会公益化成了其关注的新

焦点。

我们跟社会的关系，就是你的

美丽得你自己美丽，别人也美丽，

如果你自己在屋里美丽，那这事没

有办法证明，所以企业的公益化就

开始越来越多。

然后，大家就朝着美丽走了，

大家每年的公益慈善捐款就多

了。还有一个数字，现在所有国内

的私募的公益基金的数量大概将

近 1800 家。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

云正与圈内好友构思筹办中国企

业家创业者大学，并计划在两年内

办起来。这一消息，是马云在 2013
年中国绿公司年会“马云夜话”上

透露的。

同时，面对挤满厅堂的听众，

马云更耐心地授道解惑。“不要妄

想企业能够帮小企业带成大企业，

没有人会帮你的，我们也不会帮

你。世界就是这样，全靠自己努

力，努力也得有运气。现在世界上

失败的案例差不多，失败的人、成

功的人背后都有一些秘诀，所以不

要期待谁会帮你。”

马云直言，自己帮自己，才是

最大的帮助。面对会议支持人王

中军抛出的“商业的未来”的宏大

命题，马云选择了回顾梳理自己的

“触网”史。

“我从 1994 年年底开始做互联

网，那时候很多人不知道互联网是

什么，10 多年以前讲互联网，都认

为是瞎编的东西：中国实体经济都

没有做好，实体都做得那么累，怎么

跑出虚拟的网上购物？但是 10 年

前我们相信这个东西会有戏，10 年

过去了，淘宝十岁，也有点眉目

了。”

在电子商务领域取得举世瞩目

的成绩后，马云立足当下，开始思考

未来。“我对 5 年、8 年、10 年以后要

做什么特别有兴趣，因为昨天大家

拼的是记忆，未来大家拼的是想象，

想象要的是基于现实的理想。”

对于未来，马云有自己的预判

标准：所有人觉得好的时候，我觉

得灾难就临近了；所有人觉得是灾

难的时候，我觉得机会来了。

为此，喜欢想象未来的马云，

为听众简明概括了自己预判的未

来中国走势：前 30 年很顺的公司，

很可能面对后 30 年不顺的挑战。

“前 30 年部分人富起来了，富

起来的人希望未来更好，还有很多

没有富起来的人希望好起来，所以

我认为未来 30 年比前 30 年更有挑

战。”马云预警道，

而对于不那么遥远的未来，马

云充斥的是憧憬之情。“5 月 10 号

后我不再担任（阿里巴巴）CEO，所

以我现在特别期待这一天，5 月 11
号以后爱干嘛干嘛，先睡 3 个月的

觉，11 点起床，吃个早饭，睡个午

觉，再溜达一圈，吃个晚饭。”

马云笑言，休息 3 个月后会尝

试去“折腾”其他行业，“我们这些

人停不下来，预计进军的大方向一

个是教育、创业，一个是绿色、环

保，第三个可能还是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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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买卖让人学好冯仑：

不会放弃“折腾”马云：

我认为中国制造十分重
要，因为它是中国GDP的主要
贡献者，是中国就业的组成贡
献者，也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
贡献者，也是中国许多农民能
够找到机会的贡献者。

所 以 中 国 制 造 业 的 衰
落，在某种程度上，在其他行
业还不能够崛起不能够代替
的情况下，我们重视制造业
也 就 是 重 视 中 国 经 济 的 发
展。

中国企业过去的发展，
实际上中国的民营企业都是
创新者，因为他们赚了钱，他
们有他们自己的道，创新不
一定是技术，创新有商业模

式。而创新一个很重要的概
念，就是扎扎实实的卓越的
运行，通过精细的运行，通过
扎扎实实的努力，而不要想
每一天都做乔布斯、做盖茨，
而做好我们的工作是中国的
创新之路，也是我们中国制
造业发展的一个根本之路。

我们应该相信中国制造
业，第一，是国家发展的根本
需要，第二，我们还是充满希
望，这个希望来自于中国企
业家的企业家精神。同样。
再一次以新的埋怨和压力来
看待我们新的发展，所以相
信中国制造业会有一个更好
的未来，而拉动力是创新。

商 界 论 道Bbusiness seminar

在 企 业 传 承 中 ，最 重 要
的是创新精神。上规模的集
团公司一定要有创新品质，
同时要发展文化，如果没有
文化，公司肯定发展不长远、
肯定要消失。

万 达 在 昆 明 有 大 量 投
资，并推进了多种基础设施
建设，受到了良好的评价，同
时，这次绿公司年会又选择
在昆明召开，这些都是昆明
的良好机遇，也是我对云南

感觉良好的原因。
云南与发达地区客观上

存在差距，虽然云南投资环
境有提高，但与上海、江苏、
浙江、广东相比还有差距，还
不是一流环境。

不 是 云 南 对 招 商 不 热
情，最大的问题是办事效率
较低。资本就是抓住效率，
我们如果能够在效率方面提
高一点，就可能抓住更多投
资和发展机遇。

严 肃 地 讲 ，没 有 企 业 敢
说 自 己 的 内 训 做 到 百 分 之
百。企业必须重视建设从理
论到企业轮岗的学习机制，
要挑一些企业内部能力突出
的人来带一批人，并一直循
环下去。

有 几 个 机 制 ，一 个 是 学
习机制，从理论学习到企业
的轮岗，从老带新，这个很重
要。还有要挑一些企业内部
很好的人带一批人，一直带
下去。

要 选 一 些 靠 谱 的 年 轻
人，一上来就往管理岗位上

培训。新东方把有在基层管
理经验的人，提拔到中层管
理的岗位上，精挑细选出来
以后，作为高层管理干部做
准备的。

最 重 要 还 是 带 ，一 年 到
头，带队伍很重要，我花的最
多的时间，就是给新东方的
科技企业人才，跟他们吃饭
聊天，听冯仑的讲座。

所以未来大家特别好的
是一个看到更多人才自地方，
外面来，企业的东西能够就做
好，不能带人就拉倒了，自己
一个人干也不是什么好的。

前几天王石从美国打来
电话，他说朱总听说你的公
司要把股份卖掉吗？我说没
有的事。

当初可口可乐确实给出
了优厚条件：2008 年，在他们
准备出 25 亿买我们股东位置
的时候，汇源每年销售额还
不到 20 亿元。

1992 年 创 办 汇 源 果 汁 ，
自己也没有想到能把它做成
一个品牌，我在当时有一个

意图，就是借助可口可乐这
条船把我将近 40 个工厂的产
品卖到全世界所有它的体系
中，这也是有合同在先的，如
果这样做对中国的果农和果
园是有利益的。

这 4 年多以来，我一直坚
持要把果汁做得更好，让渠
道、产品更优化，既然我们的
国人都爱这个品牌，那我就
借助这个机会把它做成一个
大品牌。

总 策 划：李 陶 策划：喻 波 彭 波
统 筹：彭 波
执行记者：南方锐 彭 波 龙 锐 普腾中木
摄 影：周明佳

在 2013 中国绿公司年会

答谢秀上，大佬们按秩序登

上舞台走秀，各具特色，风采

不凡，完美展现了企业家们

的另一面。

牛根生秀出的诙谐问候

王健林合一秀祝福

王石阔步秀

马云秀太极

柳传志庄严秀军礼

《徐海瑛：中国药业竞争力比较大》
  2013/4/21 

新   浪 

新浪财经讯 4月21日下午消息 绿公司年会今日在昆明城郊举行。诺华集团(中国)总裁徐海瑛在“中国制造”的未

来焦点论坛上表示，中国的药业竞争力是比较大的，公司具有人才优势，行政也在变得越来越透明。

以下是其讲话摘录：

徐海瑛：诺华是一家总部在瑞士的全球排名一二的企业。首先回答张总的问题，从我们企业的特点来看，中国

的药业还是竞争力比较大的，包括创新性药物缓冲药，疫苗等。药物的特点，还跟快销，它是一个附加值的。另外

它跟研发是相关的，我们的公司是有研发队伍的，是全程参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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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讯 4月21日下午消息 绿公司年会今日在昆明城郊举行。BT中国区总裁郭秀闲(Eliza Kwok)在“中国制

造”的未来焦点论坛上表示，中国应考虑教育是否给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教育，启发他们的创造力，启动他们企业家

的精神。

以下是其讲话摘录：

郭秀闲：谢谢刘老师，我是BT中国区的郭秀闲，也说了满口的香港音的普通话，希望大家包容。我很想说，中

国的电信，从制造开始转型的。我们过去一直在建造从无线、互联网等全球的搭建方面，我们也做了一百多年这样

的工作了。但是随着市场不停的变化过程中，因为我们客户在宣传的时候，电信每一家都可以买得到，但是他需要

的是一个长久的合作，而且为他带来增值服务的。所以我们也慢慢转型变成一个的服务型的行业，就像刘老师说，

更多由IT驱动，带动我们行业的发展。我回头一看，目前我们中国的制作业，也是良莠不齐。

我们中国的制造业尤其是跟我们行业相关联的，比如说华为，它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制造商了，它取缔了过去

很多大的比如说摩托罗拉[微博]等网络的制造商。现在已经跟世界上最大的网络商齐并。我们从电信去看华为，它最

大的一个特点是创新，产品的创新。创新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在互联网方面，在腾讯的微信、QQ，阿里巴巴[微博]的阿里云等等，其实他们都是在世

界上，同样的领域当中，已经突破了国际的一些品牌。我们的航天、军用服务，制造业已经超越了人们对中国国家

制造业的一个看法。当然它也有它的，我们现在不能完全说它是弊端，但是需要改良的。比如说前面提到的食品安

全，比如说牛奶的制造等等产品，目前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但是这个产业链，它其实也不是说有不良的制造商在里

面，而是这个产业链非常的复杂。产业链需要经过多年的发展，无论是在今天出名的公司，其实他们的成功，并不

是他们从做牛奶才开始成功，而是经过几十年的改造。

借用拿破仑说的一句话“中国是一个沉睡的狮子，让它深睡，睡醒了以后，它会改变世界的。”我认为中国的

未来，确实在今天中国绿公司年会上，看到我们这么优秀的企业家，他们就是为了中国制造了这样的大环境，让我

们能够改变世界。我特别同意杨总说的，对企业家的鼓励。我们一定要积极的鼓励下一代，因为今天的成就，需要

一个的发展，这个发展不仅仅是需要在我们这一代人。他是需要我们三代人三代人的坚持，和他们优越的发展，这

样才会成功。

我认为我们企业家中有两位，比尔盖茨、乔布斯，他们都没有进行过大学教育，但是他们的家庭没有给他们压

力，社会给他们创新的精神，是积极的。回看我们的中国，教育是否给我们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教育，给他们启发，

启发他们的创造力，启动他们企业家的精神。这个从教育方面，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而不是怎么样去看待创业的年

轻人。以及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去寻找更多，跟你志趣相投的。所有的成功，吸收外来的一

些经验。

其实我们的制造业的未来，可以通过总结刚才领导人的发言，其实是可以可持续发展到未来的。这是我的发

言，谢谢！

《郭秀闲：教育应启动下一代企业家的精神》
  2013/4/21 

新   浪 

刚才我提到的药物是研发，研发是人才配给的。我们是比较早的，我们是2009年宣布投资，已经在上海建立了

第三大研发中心。我们的人才优势，实际上随着这几年经济的发展，我们的海归比较多。研发的队伍对我们来讲是

一个很重要的吸引力。另外一点是市场的吸引力，因为从医疗保健品来看，中国近三年以来，比较有亮点的。我们

公司在每年增长是20%。你是为客户制造的。

再一点是政策和外围，最近这几年，我们的行政也在变得越来越透明，透明程度也不断的提高。如果讲一些，

我们从经验上感到的挑战，制造业，负担比较重。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新加坡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但是我们有一

个企业在那里，因为新加坡政府为了吸收大的企业进入，它在税收等政策上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我们主要是跟发

达国家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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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红利》  

  5月25日刊   版面：经济动向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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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焦点论坛：城镇化：机会与风险

               论坛概况

议题主席/主持人：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议题嘉宾：
侯云春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刘晓光  北京首创集团董事长、首创股份董事长、首创置业董事长

胡葆森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沈国军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1

焦点论坛：城镇化：机会与风险

侯云春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原副主任

胡葆森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沈国军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刘晓光

北京首创集团董事长、首创股份董事长

首创置业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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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出时间：2013/4/23
  播出栏目：云南新闻联播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Q3MDE2MDE2.html

云南卫视

《城镇化应符合人口转移规律》
  2013/4/24  版位：3版   版面：财经新闻 

中华工商时报

在当前我国经济面临投资与出口后劲不足等问题的背景下，城镇化因其综

合承载能力被寄予厚望，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为了避免空城现象、避免

成为新一轮的圈地等问题，需要精心策划，追求符合人口转移规律的城镇化。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2013年中国绿公司年会间隙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人往哪里走与政府把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到符合要求，这两

点有可能是不一致，这就造成了一方面人口转移的地方投资不足，另一方面政

府主导建设的新城区没人去或者人口流量达不到临界点，造成浪费，最终无法

解决城镇化过程中人口的转移和资源的合理配置等问题。”

“美国的城市化率79%，每年有4000万人移动住处，其中800万人换州而

               报道情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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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经

居。最近，底特律从1700万人减到了70万，而美国的总人口并没有减少，这说明，底特律减少的人口到了别的城

市去了。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城镇化发展中有很多不可控因素，运用行政手段去强制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基本是失效

的。如果强行使用行政手段来控制城镇化，就会错误的配置资源。”

周其仁认为，就像大都市永远都“拥堵”，“拥堵”就说明投资不足，大城市会说承载力有限，即便户口不开

放，也有很多人涌来，另一边却是很多县城、新的开发区，基础设施虽好，就是没有人气。城镇化过程中要知道是

有客观规律的，人往哪去是有信号的，要利用这个信号来决定。

“城镇化也要吸收工业化阶段的教训。”周其仁认为，我国工业化是后起的，所以比较急，政府可以在里面起

更大的作用，这种认识有可能在城市化阶段重现。根据工业化教训看出，政府是铿锵有力，也有很大的优势，有高

质量的官员、专家系统为其服务，把发达国家的正路、弯路都看明白了，可能会走的更好一点，但是政府来主导的

过程还可能有更多的不确定，比如说，美国人均5000美元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手机，我们现在是人均5000美元，但是

不可能完全重复美国当时5000美元时走的路。

对于“城镇化是否也是新一轮的圈地运动”，周其仁认为，这不要一概而论，首先不能圈错地；而在圈对地的

时候，新增就业和提高收入的同时分配的合理性很重要，农民得多少、开发商得多少、政府得多少，要有个大体合

理的分配。

“现在很多城市规划是政府做的，但是也会招投标，面向社会公众参与，这样的苗头都有，现在城市化，要让

这种新的体制机制步伐快一点。笼统的讲，城镇化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对于政府，要多向市场学习，注意市

场信号，对企业讲，城市建设，与单一的项目和投资有很大的外部性，有公众性，执行下去会互相都受影响，不是

完全的商业利益受主导。”周其仁说，公众性需要政府出面主导，企业政府要合作。

“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也是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国军在2013年绿公司年会中所阐述的观点。

“规划的主体是政府，比如投资一定不是从政府来，绝大多数是社会资金，那社会资金怎样才能流向这个项

目，主要是政策。沈国军认为是三方面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政策不配合，不可能流动，主要还

是要尽快地配合出台，把社会资金引入到小城镇建设的领域中去。

沈国军说，市场来主导新的城市化进程，政府来引导，宏观的规划由政府来牵头，具体的规划实施由市场来做。

《城镇化红利在哪里》
   6月刊

105

市场企划

在全国上下处于建设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城镇化红利开始逐渐释放，我们在享受到

城镇化红利的同时，从投资的角度也会想，“新型城镇化和传统城镇化究竟有何不同？最

关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有哪些投资机会？”

而就在过去的那个冬天，北京市的雾霾天气开始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绿色、环保、节

能未来会是发展的重点吗？投资这些“绿公司”有机会吗？

在2013年4月21日在昆明举办的中国绿公司年会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全国政协的候选委员侯云春认为，在新型城镇化中，产业的优化升级是重点。

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认为，未来的新型城镇化中，小城镇需要七八万个，农民解决

户口，市民解决就业，所以未来新型城镇化一定会做到五个平衡，“资源的平衡、产业的

平衡、文化的平衡、生态的经横、权利的平衡”。

城镇化红利在哪里？

104 MONEY TALKS  June  2013

105

谈到机会，刘晓光认为，城镇化与房地产息息相关，未来房地产商的战略

布局会有所调衡。事实上，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价值洼地，根

据数据统计，没有城市户口的人消费低于拥有城市户口的人30%，而这部分销

售空间对企业来说是有意义的，此外，城镇化进程中的转移、补充、服务业的

支撑都是未来的价值洼地，都有投资机会存在。

事实上，英国的城市化从不到20%，到现在的70%，大概用了120多年的时

间来发展，其他国家平均也用了80年的历时。中国可能会持续甚至多一点的历

时。如果把过去的20年集中比作上半场，中国的20年就是中国的50%（不充分

的50%），70%，甚至可能还要更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逐

渐向城市转移，这也就是一开始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不断集约的过程，同时也

是发生了工业的城市化的创新成果、研究成果，包括工业化的成果逐渐向下一

级城市延伸的过程，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所以这样的城镇化今后可能发生

在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进行。

事实上，谈到城镇化红利就不能不提房地产市场的突飞猛进，城镇化红利

中，在房地产市场上的获利是最显著的。对于中小型的地产商来说，未来中小

城市就是他们的主战场。

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沈国军为我们举例说明，“我们在北京门

头沟区两三年前就开始做的一个小城镇改造项目。在此之前周边有13个村在山

坡上，项目完成后现在山坡上基本上没有人住了，都来到了新的城镇中居住，

事实上在谈城镇化红利的同时，政府在基础设施、管理的配合包括养老的商业

配套等方面，都投入了很多的资源。”

在沈国军看来，未来城镇化在建设中，可以有一些个性化的东西是最好

的，“我个人觉得新的城市化进程要少建一些办公楼，多建一些民生设施，跟

老百姓有关系的民生设施、医疗、教育，包括今后的敬老院、养老院等等一些

教育机构、职业教育机构，应该在这方面多建一些，少建一些行政机关的办公

楼。少做一些人造景观，多留一些民族文化方面的建筑。”

那么未来，人口和投资机会会向哪里倾斜？是不是中小城市是未来的发展

重点？

对此，首创集团刘晓光认为，跟着市场价格走就是正确的。而胡葆森则认

为，城市化不是房地产，因为城镇化要解决三个转换，第一个是居住方式的转

换。第二生产方式的转换，仅仅是把旧地拆了还在那儿种地也不叫城镇化。第

三个身份的转换，从农民变成了市民。

事实上，在胡葆森看来，在过去的20年中，所形成的52%的城镇化率，并

不充分，现在有2500万进城务工人员，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他们还没

有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所以说城镇化要先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

105MONEY TALKS  Jun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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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学精英谈中国城镇化 

 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  

  2013/4/21  版位：B02   版面：财经.资讯 

生活新报

新型城镇化依然大力优化第三产业

问：国家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理念，在各位看来，这种新兴城市化建设，有哪些新的内涵？

侯云春：近些年提出来的建设新型城镇化理念，究竟新在哪里，从产业环节来看，与传统的城镇化道路并不是

一致的，从内容来看，新型城镇化是对之前好的经验的一个总结。新型城镇化应该是产业集群，任何一个城市产业

的支撑点都是这个城市的重点，产业支撑不光是第一产业，还有二三产业，这个产业支撑应该是产业进入优化的过

程。

刘晓光：新型城镇化作为近些年提出的一个新的理念，不光是一个城市进程问题，而是涉及到多个行业层面，

其中以地产行业为主，但是一个存在的共识是，城市化并不是单纯的房地产化，包括城镇人口转移、产业重新布

局，都应该成为城镇化进程中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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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机会，刘晓光认为，城镇化与房地产息息相关，未来房地产商的战略

布局会有所调衡。事实上，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价值洼地，根

据数据统计，没有城市户口的人消费低于拥有城市户口的人30%，而这部分销

售空间对企业来说是有意义的，此外，城镇化进程中的转移、补充、服务业的

支撑都是未来的价值洼地，都有投资机会存在。

事实上，英国的城市化从不到20%，到现在的70%，大概用了120多年的时

间来发展，其他国家平均也用了80年的历时。中国可能会持续甚至多一点的历

时。如果把过去的20年集中比作上半场，中国的20年就是中国的50%（不充分

的50%），70%，甚至可能还要更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逐

渐向城市转移，这也就是一开始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不断集约的过程，同时也

是发生了工业的城市化的创新成果、研究成果，包括工业化的成果逐渐向下一

级城市延伸的过程，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所以这样的城镇化今后可能发生

在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进行。

事实上，谈到城镇化红利就不能不提房地产市场的突飞猛进，城镇化红利

中，在房地产市场上的获利是最显著的。对于中小型的地产商来说，未来中小

城市就是他们的主战场。

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沈国军为我们举例说明，“我们在北京门

头沟区两三年前就开始做的一个小城镇改造项目。在此之前周边有13个村在山

坡上，项目完成后现在山坡上基本上没有人住了，都来到了新的城镇中居住，

事实上在谈城镇化红利的同时，政府在基础设施、管理的配合包括养老的商业

配套等方面，都投入了很多的资源。”

在沈国军看来，未来城镇化在建设中，可以有一些个性化的东西是最好

的，“我个人觉得新的城市化进程要少建一些办公楼，多建一些民生设施，跟

老百姓有关系的民生设施、医疗、教育，包括今后的敬老院、养老院等等一些

教育机构、职业教育机构，应该在这方面多建一些，少建一些行政机关的办公

楼。少做一些人造景观，多留一些民族文化方面的建筑。”

那么未来，人口和投资机会会向哪里倾斜？是不是中小城市是未来的发展

重点？

对此，首创集团刘晓光认为，跟着市场价格走就是正确的。而胡葆森则认

为，城市化不是房地产，因为城镇化要解决三个转换，第一个是居住方式的转

换。第二生产方式的转换，仅仅是把旧地拆了还在那儿种地也不叫城镇化。第

三个身份的转换，从农民变成了市民。

事实上，在胡葆森看来，在过去的20年中，所形成的52%的城镇化率，并

不充分，现在有2500万进城务工人员，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他们还没

有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所以说城镇化要先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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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葆森：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大约持续4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将此前的20年比作上半场的话，今后的20年将是

国内城镇化进程的下半场，前者进程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而后20年，也是大中城市和小城市同步进行的城市化，

其中对于农村来说也是不断集中的一个过程，这种新型城镇化也让目前各中小城市的发展需要保持齐头并进。

沈国军：新型城镇化更应该是产业的重新布局，目前来看，中国现有的城镇化和产业配套问题，在很多地区都

存在，这也造成城镇化进程后，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城市问题，所以新的进程在产业布局方面很有必要，不能像以前

那样单纯地以工业为基础，包括第三产业中的高新、金融和服务业，都应该成为新型城镇化需要重点布局的内容。

同质化、城市空心化城镇化进程中的“绊脚石”

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需要注意哪些原则，重点应该解决什么问题？

周其仁：城镇化迅速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避免同质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的中国尤为重要，西方国家用了

上百年的时间逐步完成的城镇化进程，中国只进行了几十年，虽然速度方面可观，不过这种过快的发展趋势，也让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存在过急的情况，包括千篇一律，也造成中国城市同质化严重，缺少文化积淀。

侯云春：城镇化进程中需要防止城市空心化，而这，也要求有足够的产业支撑，这里面不光是第二产业，也需

要产业结构优化。新型城镇化一个目标是资源持续的城镇化，包括房地产的容量和资源的支撑，我们现在要考虑环

境和资源的存在，包括交通、智能化等，都是我们城镇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

刘晓光：中国的城镇化不是单纯地农民进城，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城市人口的流动也更为明显，这也要求我们

在城镇化进程中，需要解决包括就业机会和产业机会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布局各类城市所需要的产业机遇点，制造

新的生产投资机遇。另外，在城镇化进程中，应该避免摊大饼形式，形成更加完善的城市功能区，让劳动力转移本

身产生的城市消费拥有更大的空间。

三类城市中等城市最有前景

问：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一直都有大中小城市发展的问题，各位看来，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需要如何处理各

类城市之间的关系？

侯云春：从产业角度来看，各类城市所具备的城市功能有所不同，大城市的产业集聚和总部经济效应，中等

城市作为居住和生活区域功能，而小城镇则可以在产业转移、服务行业等特色重点吸引足够的城市人口，所以大、

中、小城镇应该协调发展。

刘晓光：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中等城市最有前景。包括其承载力和人口转移都最优秀，而在此前世界银行在给

中国政府的建议中，也同样认为中国最值得城镇化发展的一个种类是中等城市。中型城市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市场价

格原因，其中一个主导就是房价问题，从三类城市来看，中等城市的房价最为合理。

胡葆森：这三类城市应该齐头并进，中国农民工的特点，让城市人口也面临三元结构。这说明我们今天说的

52%的城镇化率是不充分的，很大程度上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化没有完成。所以我说城镇化下一步先不要说主战场在哪

儿，先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否则再进来的农民就承载不了，所以今后的20年下半场一定是特大型城市、中型城

市和小城市同时进行，我认为都是主战场。

解决规划问题市场、政府要结合

问：城镇化面临一个普遍问题就是规划问题，从目前来看，政府主导的规划产生的滞后、不合理问题也是社会

争议的焦点，你们认为城镇化进程需要如何做好规划？

周其仁：市场、政府要找到一个结合的方式，同样政府做规划也有做得水平好的，也有做得差的。西方现在城

市建设当中有一个叫做使用者缺位的问题，你住在里面没有发言权。比如我们的出租车司机，他有很多知识，但是

这个没有纳入到管理体系中去。

沈国军：规划要整合设计资源和城镇资源来做。我个人观点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市场来主导新的城市化

进程，政府来引导，宏观的规划由政府来牵头，具体的规划实施由市场来做。如果完全是政府来主导，我觉得跟以

前30年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可能还是很多人造景观和政府办公楼之类的，可能关注民生的东西会少一点，自然环保

的东西可能会少一点。

刘晓光：一定是一手找市长，一手找市场。刚才胡葆森讲的应该是相应的主体。第二个主要看是什么样的城

市。现在我们做的天津的未来城，我们自己跟美国人做的规划，依靠政府来指导，几万人的小城镇更可以做。

（五）焦点论坛：城镇化：机会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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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城镇化是大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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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经济日报

 不要认为城市化是书记的事，是大家的事，这大概是目前可以讲的观点。

我们在城镇化方面要加大社会机制的作用，我的观点是根据历史工业化来的。

现在城镇化利用低有一个原因，大的镇有100多万人，但是不能叫市。所

以这个在我们研究的范围叫城市设立机制的改革，就是什么地方可以城市。

现在也开了很多城镇，但是真正变成实践这种例子还是很少。我们还是在

这个过程当中权重份额太高，这也导致很多城市失败。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是

可以有使用者来参与设计，公众来参与城镇化的规划。

这些年在各地的实践当中，特别是划定的城乡统筹改革须作一些实践，我

们进行了观察，有一些土地完全是由公家拿来，要变成一部分农民土地可以直

接入市，农村土地可以直接进入市场。为了做好这件事，不能侵权。所以为了

做好市场，要奠定市场的基础那就是不要侵权。 

2013年中国绿公司年会于4月21日在中国昆明召开，网易财经在期间采访了河南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胡葆森龙先生。

文字实录如下：

网易财经：您一直提到城镇化，我看到您官网上写的生态联盟这块也打造了中国新型的生态城镇，今年中央提出

了一个新型化城镇发展，和以往有什么不同，而且现在大家也把一些焦点集中在地产行业这块，您觉得这一块对整个

行业的利好您有怎样的一个看法？

胡葆森：我们现在就是新一届的政府在十八大之后提出，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将把城镇化作为整个推动中国经济

和社会进步的一个主要的抓手，由此我们现在也开始思考整个中国的房地产产业，应该怎么样和中国的城镇化，在今

后很长一个时期这样一个大事来结合。首先我们先解决认识问题，过去二十年中国的城市化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现

在提出的城镇化实际上等于主战场就不是一个单一的大中城市了，但也不是说主战场就转移到小城镇了，转移到中小

城镇了，也不是这样的，今后的二十年是在大中城市加中小城镇，在同步推进，就等于把城市化推进的范围更大了，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

第二，城市化也不是房地产化，因为城镇化或者叫城市化，最终一个充分的城市化，是要让农民，不是单单一个

让农民进城的问题，也不是单单一个农民进城以后买了一个新房，住到城市的问题，它是必须完成三个转换：一个是

居住方式的转换，也就是从农村搬到城市居住，第二生产方式的转换，从原来在农村种地，变成到城市务工，第三个

转换也很重要，就是要从农民的身份转变为一个城市的市民的身份。

如果这三个转换没有完成，那么我们所说的中国的城镇化是不充分的城镇化，就像现在我们说，在中国的城镇现

在有大约2.6亿人，他们虽然已经工作在城市、居住在城市，但是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那么这2.6亿人如果刨除掉的

话，中国的城镇化率现在还不足35%，那么所以说，也就是我们下一步的城镇化首先要解决刚才讲的这2.6亿已经进城

的务工人员的身份问题，这个身份问题也就带来了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就是各种福利、教育、医疗各种福利，这种

政策能不能让这2.6亿人逐步的也要享受到这样一个，就纳入到这个覆盖的范围里。

另外它也不是房地产化，房地产只是解决了他一个居住方式的转换问题，他的就业，当然房地产也在解决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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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资本全球化给中国企业带来什么

样的挑战？未来，中国资本的新机

会是什么？如何将中国红利与全

球资源实现高效对接？成为关注

的焦点。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失败率

很高，我们遇到很多不符水土的

事，我们缺少政府的服务，缺少

金融机构的服务，缺少管理的水

平，缺少投资各种风险的判断。

所以这是我们在取得成绩的时

候，遇到的一系列挑战。”招商银

行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给

出了他的见解。

“过去 30 年中，中国是全球化

最大的受益者，中国吸收外资的总

量超过了 1 万亿美元，中国吸引外

资的数量在发展中国家中位列第

一位。”

但是今天不得不看到，我们

尽 管 还 是 第 一 位 ，但 遇 到 了 挑

战。近年来，东盟、南亚在对外

资吸引力方面增长趋势还要高于

东亚。

事实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

步伐在不断加快，连续 10 年处在

金融危机背景下，仍没有停止高

增长。

“但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失败

率很高，这是我们在取得成绩的时

候，必须思考的问题。”马蔚华认

为，中国企业目前遇到生产成本提

高，产品的竞争力可能比新鲜市场

其他国家弱等问题，随着中国人口

红利减少，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显得

尤为重要。

因此，在今天全球资本化的

历史时代，中国仍然是有足够的

能力成为外资愿意投资的国家，

所以我们未来利用外资正好结

合中国经济的转型，我们利用外

资就得为其服务。无论是技术

领域、高端服务业领域，在保护

环境领域等，都要加大吸收外资

力度。

另外，中西部过去偏重在同

步吸收，在马蔚华看来，将来要

加大在西部、中西部的力度，今

天中西部成为了中国经济新的

增长点。

“金融危机之后，是中国企业

走出去最好的时期。”值得关注的

是，金融危机以后发达经济体受

到了严重性的紧张，他们缓和流

动性。这种情况下，他当然需要

中国的企业投资，使他们走出资

金困境。

西方进入一个再工业化的过

程，包括新能源的支持、包括对传

统制造业的改造。

然而，金融危机以后，西方遇

到了困难，也希望中国的资本能够

帮助他们完成这个再工业化的过

程。

而新兴市场方面，在发达国家

资本收紧的情况下，新兴市场非常

欢迎中国的资本进入。

金融危机最紧张的阶段过去

时，发达的经济体仍需要资本，所

以中国的企业应带着中国资本走

出去。成为了全球最亮丽的、令

人瞩目的经济资本。

马蔚华认为，如何在中国经济

发展过程中，让中国的发展红利，

能够在全球和全球的资源，更好

的结合，来为中国现代化服务是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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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的机遇与挑战马蔚华：
行动迅速 协同高效 操作规范 保障有力

2013年中国移动西南大区
应急通信演练在昆明举行

经报讯 （记者 李跃辉）
4 月 23 日，由中国移动云南

公司承办的 2013 年中国移

动西南大区暨国家一类保障

队伍应急通信演练在昆明成

功举行。云南省政府应急管

理办公室主任陈建华，云南

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赵宁、

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副总经

理、中国移动云南省应急通

信管理局局长高玉芬等单位

领导及相关责任人，中国移

动云南公司网络部领导和有

关省市移动公司网络部经理

及相关人员 100 余人现场观

摩了本次演习活动。

赵宁在讲话中表示，此

次在昆明举行的由中国移动

云南公司承办的 2013 年中

国移动西南大区暨国家一类

保障队伍应急通信演练，既

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

战备应急通信要求的重要体

现，也是进一步提高应急通

信处置能力和履行企业社会

责任的具体行动。一直以

来，应急通信保障都是云南

通信行业的重点工作之一，

也是通信企业服务社会经济

发展大局的具体要求。中国

移动云南公司是云南省内应

急通信保障的骨干力量，在

云南省各年的自然灾害、重

大等突发事件的通讯保障工

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赵

宁同时希望中国移动云南公

司进一步提高认识，建立健

全应急通信保障体制机制，

夯实网络保障基础，加强能

力建设和物资储备，加强队

伍建设和人员培训，进一步

加强后勤和安全保障，把应

急通信保障工作推向一个新

的高度。

高玉芬在致辞中说，应

急通信保障涉及人民安危、

社会稳定，搞好应急通信保

障工作是中国移动义不容

辞的社会责任。近年来，在

云南省委省政府、行业主管

部门和集团公司的正确领

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下，中国移动云南公司重

点加强应急队伍建设，有效

地提升了应急保障能力，圆

满完成各项应急通信保障任

务，为强化通信保障，打造

放心网络做出了自己应有的

贡献。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诸

如地震、泥石流、森林火灾、

冰雪等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

频发，是一个受灾面广、灾

情严重的省份。为确保网络

安全畅通，进一步提高通信

应急能力，中国移动云南公

司应急通信保障队伍 10 年

来累计执行各种应急通信保

障任务 650 余次，派出应急

通信车辆 1200 余次，动用通

信应急设备 2.4 万余套，共出

动各类应急保障人员及通信

服务人员 6.5 万余人次。实

现灾区通信可及、信息可

及，有效保持了“生命线”通

信全线畅通。高玉芬表示，

此次应急通信演练能在云南

昆明进行，是各级主管部门

对中国移动云南公司的信任

和厚爱，也是对云南公司应

急通信保障工作的检验和促

进，为公司提供了一次非常

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作为

承办单位，中国移动云南公

司公司将进一步未雨绸缪

地提升综合应急通信保障

能力，实现灾情流程闭环管

理，秉承“正德厚生 臻于至

善”的核心价值理念，不断

提升防灾救灾能力，始终践

行攻坚克难的工作作风，承

担起全省范围内的日常移

动通信保障工作，为全省应

急通信保障工作提供高效、

快速服务；落实国家工信

部、中国移动总部大区应急

保障工作要求，承担跨省支

援职责，全面实现区域内应

急保障工作的协同，坚决做

好客户通信保障。

据悉，此次应急演练活

动由中国移动云南公司、重

庆公司、贵州公司的应急通

信保障队伍、预备队伍和云

南军区官兵共 780 人参加。

演练活动包括 11 个科目，即

启动红橙黄蓝应急预案，降

低网络负荷；开启红色预案

和优先接入功能，保证重要

人员通信；为灾区指挥部提

供电力保障；地面传输光缆

及电力中断，超级基站自动

倒换；运送海事卫星电话至

灾区，保障抢修通信联络；

开通卫星应急通信车，保障

灾区指挥部通信畅通；油机

车、应急物资车进入灾区保

障；通信光缆抢修；开通大

型应急车，解决灾民安置点

通话容量；单兵系统将现场

实况传送到部队信息处理指

挥方舱；开通搭建临时营业

点，提供充电、报平安等服

务。本次演练模拟在云南滇

中地区一个遭受地震灾害的

受灾现场，通过一连串的小

场景，包括应急通信响应、救

灾指挥保障、通信网络全面

修复、军地联动开展救援、客

户关怀等场景，辅以应急通

信保障车、卫星通信保障车、

应急通信供电车、便携式卫

星通信站、海事卫星电话等

装备，通过应急人员技能展

示，充分展现中国移动应急

通信保障队伍在抗灾抢通信

过程中多样的保障手段和高

效有序的工作能力。

学者论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
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城镇化
是大家的事

不要认为城市化是书记的事，
是大家的事，这大概是目前可以讲
的观点。我们在城镇化方面要加
大社会机制的作用，我的观点是根
据历史工业化来的。

现 在 城 镇 化 利 用 低 有 一 个 原
因，大的镇有 100 多万人，但是不能
叫市。所以这个在我们研究的范
围叫城市设立机制的改革，就是什
么地方可以城市。

现在也开了很多城镇，但是真
正 变 成 实 践 这 种 例 子 还 是 很 少 。
我们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权重份
额太高，这也导致很多城市失败。
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是可以有使用
者来参与设计，公众来参与城镇化
的规划。

这些年在各地的实践当中，特
别是划定的城乡统筹改革须作一
些实践，我们进行了观察，有一些
土地完全是由公家拿来，要变成一
部分农民土地可以直接入市，农村
土地可以直接进入市场。为了做
好这件事，不能侵权。所以为了做
好市场，要奠定市场的基础那就是
不要侵权。

企业家就是给消费者打工

有观点认为前 30 年创造财富，
后 30 年追求利益。如何理性追趋
权利，推动社会进步？我理解，就
是如何先尽义务，后享权利。

如 果 人 们 不 能 享 受 这 个 权
力 ，就 不 可 能 有 义 务 感 。 好 比 一
个 奴 隶 ，不 可 能 说 我 有 什 么 义
务 。 只 有 自 由 人 、享 受 了 人 的 结
构 的 人 权 的 人 ，才 享 有 责 任 感 和
义务感。

美 国 人 的 义 务 感 为 什 么 这 么
强？全世界捐赠，无论从捐钱的角

度、还是提供服务的角度，都是全
社会最好的，因为美国人享受的权
利是最充分的。

从体制上来讲，我们不应该说
让每一个人享受他天然的应有的
权利，好比他的自由、他对自由的
表达，他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我
们做企业，本身就是一个人追求幸
福的权利，如果一个人不让我们做
企业，否定我们的权利，在计划经
济体制下，没有这个权利。这是误
导的。

我们前 30 年创造利益，后 30 年
追求意义。你们在这个过程中享
受了利益和财富，真正的收益者是
普通老百姓。而且在市场经济的
企业家就是给老百姓打工，给消费
者打工，就是伺候人的，伺候好了，
就创造了财富。所以创造财富就
是既得利益者，不是先创造财富，
后来追求。如果在创造利益的过
程中，就是一种痛苦，就不要创造
了。如果不尽义务，就没有人买你
的单。

经济学家张维迎：

总 策 划：李 陶 策划：喻 波 彭 波
统 筹：彭 波
执行记者：南方锐 彭 波 龙 锐 普腾中木
摄 影：周明佳

 《胡葆森：城镇化不是房地产化》

网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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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但实际上整个就业还是主要靠发展生产，当然房地产作为第三产业的一部分，它也在解决就业方面扮演了一定

的载体的角色，但是还不能把它单一的说成是一个房地产化，房地产只是解决了一个居住方式的问题。

地产商，下一步的城镇化我想主要是从两个角度，一个是中小型的地产商，中小型的地产商下一步应该把自己的

主战场从大中城市转移到中小城镇，中小城市去，主动的去把自己战略的指向，把今后自己的主战场主动的提前转移

到中小城市去，去谋划自己的布局，完成自己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模型的设计；第二个是大中型的地产商，应该在巩

固已经进入的大中城市的这样一个市场范围的基础上，向中小城市要增量，因为每个企业每年要持续的增长，你的增

量从哪儿来？我觉得应该是在巩固既有的大中城市的这样一个市场定位，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向中小城市要增量，这

是我觉得地产企业下一步需要关注的两个方面。

网易财经：刚才您也提到中小企业和大中型的企业，也是会朝中小城市发展，但是我了解到一些企业，比如像招

商还有富力这些，他们选取的这种中小企业，比如说富力就说要有它自己的指标，要有300万人口的，或者是各方面就

业的。

胡葆森：他们现在很多企业主要还是，当然因为大中城市的空间也非常大，因为中国有四个直辖市：北京、上海、

天津、重庆，还有280个地级城市，像富力、招商这种排在前20位的地产商，现在基本上还集中在这些大中城市，最多也

就是到了地级市，现在中国还有349个吧，大约349个县级城市，现在像这种排在前20位的地产商基本上还都没怎么进这种

县级市，所以现在对他们来讲，可能主战场还主要是在刚才讲的，建立300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在进行。（选）

《沈国军：户改没什么大不了 全国人民不可能都到北京》
  2013/4/21 

凤凰网 

4月21日，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沈国军在出席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分论坛“城镇化红利在哪

里”时表示，户籍制度大家都怕改，其实真正改了我认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沈国军称，全国人民到北京也不可能，全居住上海也不可能。我个人认为(户籍制度)是应该放开的。

以下是文字实录：

沈国军：我认为这样（指户籍制度）对公民不公平，我认为应该取消。现在经济发达了，户口流动很复杂，

如果300天的雾霾，你也愿意呆着吗？因为现在北京人也有很多人也愿意来单位工作的。我认为户籍制度大家都怕

改，其实真正改了我认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全国人民到北京也不可能，全居住上海也不可能。我个人认为

是应该放开的。

很多南方人现在出现问题了，意大利是让年青人出城，将来应该考虑到一个反复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央将来是

不是应该有一个特别的财政支出，对大量的农民工应该有一个经济补贴。

《大城市不能放开户口PK取消户籍 商界领袖争议城镇化》  

云南网

“中小城市将来可以给户口，大城市不能给，一给北京、上海要爆炸了。”这是北京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的

观点。“中国的城镇化应以人为本，少以工业化为基础去做，少以政府主导。”这是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主席胡葆森的观点。“取消户籍，建议从县城和小城市取消，最后分10—15年在大城市取消。” 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沈国军认为。4月21日，在2013中国绿公司“城镇化：机遇与风险”焦点论坛上，与会商界领袖各执

（五）焦点论坛：城镇化：机会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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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表达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思考和心得。

刘晓光：大城市不能给户口 中小城市可以
北京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在“城镇化：机会与风险”的焦点论坛上表示，将来新城镇一定要做

到五个平衡，资源的平衡、产业的平衡、文化的平衡、生态的经横、权利的平衡，农民进城不给户口

也是人权和人性的问题。

城镇化要有新的生长方式，投资方式，告别老的模型来更大规模地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它可能

会给企业提供出更多的平等的发展机会，它拉动了内需。

中小城市将来可以户口，大城市能不能给，现在严格来说不能给，一给北京、上海要爆炸了。

胡葆森：城镇化多以人为本 少工业化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葆森表示，中国城镇化必须坚持几个原则，坚持发展生产优

先的原则，解决就业是第一要务；要坚持自愿、公开、透明的原则；要坚持让农民要成为城镇化最大

的收益者原则；要坚持一个逐步推荐的原则，要避免一哄而起。

城镇化进程要做的是一定要以人为本，不能像以前老城镇化以工业基础去做。今后我希望中国的

城镇和多以人为本，少以工业化为基础去做。另外，少以政府主导，多以市场的方式去。

新的城市化一定要有一些个性化的东西，少建一些办公楼，多建一些民生设施，多建一些跟老百

姓有关系的民生、医疗、教育设施，包括今后的敬老院、养老院等等。少做一些人造景观，多留一些

民族文化方面的建筑。少破坏环境，多留一些自然的东西。这是我们今后新城市化进程过程应该去做

的，这样我们新城镇化建设才不会走偏。

现在很多城市建设过程中，人造景观特别多，真正能够弘扬我们传统文化留下来的东西很少。

沈国军：建议小城市五年之内取消户籍
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沈国军建议，城镇化应先从县城取消户籍做起。从小城市开始取

消，五年之内取消户籍的限制，最后在大城市取消户籍，分10—15年的时间去施行。

我认为现行户籍政策对公民不公平，应该取消。现在经济发达了，但户口流动很复杂，如果一个

地方300天的雾霾，你愿意呆着吗？ 

侯云春：北京上海不能放开户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表示，新型城镇化是对原来传统城镇化成功的经验的坚持，在

过去城镇化存在的问题或者走的弯路要注意克服。 

新型城镇化应该是产业集群，现在污染很快，都市性的城市要防止产业的共性化，有一些城市要

防止老化；要考虑房地产的容量和资源的支撑，考虑环境和资源的存在；智能的城镇化，包括交通、

智能化，这个是我们现代生活非常重要的。

大、中、小城镇应该协调发展。城市发展来说有一个自然要素的集中和效益最大化问题，一般来

说200万人口到500万人口的城市资源要素是最好的。

要改变一个东西，没有新的东西替代，说起来痛快，但是不解决问题，北京的户口、上海的户口

能放开吗？不能放开。社会保障是问题，只有解决这个前提性的问题，否则轻易把户口放开只能带来

更大的问题。

周其仁：要有公众来参与城镇化规划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在表示，不要认为城市化是书记的事，是大家的事。可以由

使用者来参与设计，公众来参与城镇化的规划。

这些年在各地的城乡统筹实践当中，我们进行了观察，一些土地完全由国家支配。要让一部分农

民土地可以直接进入市场，为了做好这件事，不能侵权，这是奠定市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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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焦点论坛：资本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

               论坛概况

议题主席/主持人：
马蔚华  招商银行行长兼首席执行官

议题嘉宾：
白乐威爵士  英中贸易协会主席

曹国伟  新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汪潮涌  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邓   锋  北极光创投创始人、董事总经理

曾璟璇  渣打银行大中华区主席

1

焦点论坛：资本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

马蔚华

招商银行行长兼首席执行官

白乐威爵士

英中贸易协会主席

曹国伟

新浪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

邓锋

北极光创投创始人、董

事总经理

汪潮涌

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

兼总裁

曾璟璇

渣打银行大中华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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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道情况2

 《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论坛》
  播出时间：2013/4/23
  播出栏目：云南新闻联播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Q3MDE2MDE2.html

云南卫视

 《马蔚华：目前是企业走出去的好机会》 
  2013/4/25  版位：D08  版面：金融咨询 

京华时报

云南经济日报

 “过去30年，中国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据统计，现在对外资最有吸引力的10个国家中，已经有8个是发展中

国家。”招商银行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在中国企业家协会日前主办的绿公司年会议题主席论坛现场表示，南亚

的增长趋势还要高于东亚，中国企业面临挑战与机遇。 

马蔚华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失败率很高，缺少政府的服务，缺少金融机构的服务，缺少管理的水平，缺少

投资各种风险的判断，但目前也是企业走出去很好的机会。 

马蔚华认为，金融危机之后，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最好的时机。“经过金融危机，西方国家意识到不能只靠虚拟

经济，还需要再工业化，但面临资金不足的尴尬，他们欢迎中国资本进入，这就是中国资本的机会。”

《马蔚华：走出去的机遇和挑战》 
  2013/4/25  版位：A4   版面：特别报道 

第 一 现 场The first scene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资本全球化给中国企业带来什么

样的挑战？未来，中国资本的新机

会是什么？如何将中国红利与全

球资源实现高效对接？成为关注

的焦点。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失败率

很高，我们遇到很多不符水土的

事，我们缺少政府的服务，缺少

金融机构的服务，缺少管理的水

平，缺少投资各种风险的判断。

所以这是我们在取得成绩的时

候，遇到的一系列挑战。”招商银

行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给

出了他的见解。

“过去 30 年中，中国是全球化

最大的受益者，中国吸收外资的总

量超过了 1 万亿美元，中国吸引外

资的数量在发展中国家中位列第

一位。”

但是今天不得不看到，我们

尽 管 还 是 第 一 位 ，但 遇 到 了 挑

战。近年来，东盟、南亚在对外

资吸引力方面增长趋势还要高于

东亚。

事实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

步伐在不断加快，连续 10 年处在

金融危机背景下，仍没有停止高

增长。

“但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失败

率很高，这是我们在取得成绩的时

候，必须思考的问题。”马蔚华认

为，中国企业目前遇到生产成本提

高，产品的竞争力可能比新鲜市场

其他国家弱等问题，随着中国人口

红利减少，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显得

尤为重要。

因此，在今天全球资本化的

历史时代，中国仍然是有足够的

能力成为外资愿意投资的国家，

所以我们未来利用外资正好结

合中国经济的转型，我们利用外

资就得为其服务。无论是技术

领域、高端服务业领域，在保护

环境领域等，都要加大吸收外资

力度。

另外，中西部过去偏重在同

步吸收，在马蔚华看来，将来要

加大在西部、中西部的力度，今

天中西部成为了中国经济新的

增长点。

“金融危机之后，是中国企业

走出去最好的时期。”值得关注的

是，金融危机以后发达经济体受

到了严重性的紧张，他们缓和流

动性。这种情况下，他当然需要

中国的企业投资，使他们走出资

金困境。

西方进入一个再工业化的过

程，包括新能源的支持、包括对传

统制造业的改造。

然而，金融危机以后，西方遇

到了困难，也希望中国的资本能够

帮助他们完成这个再工业化的过

程。

而新兴市场方面，在发达国家

资本收紧的情况下，新兴市场非常

欢迎中国的资本进入。

金融危机最紧张的阶段过去

时，发达的经济体仍需要资本，所

以中国的企业应带着中国资本走

出去。成为了全球最亮丽的、令

人瞩目的经济资本。

马蔚华认为，如何在中国经济

发展过程中，让中国的发展红利，

能够在全球和全球的资源，更好

的结合，来为中国现代化服务是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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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的机遇与挑战马蔚华：
行动迅速 协同高效 操作规范 保障有力

2013年中国移动西南大区
应急通信演练在昆明举行

经报讯 （记者 李跃辉）
4 月 23 日，由中国移动云南

公司承办的 2013 年中国移

动西南大区暨国家一类保障

队伍应急通信演练在昆明成

功举行。云南省政府应急管

理办公室主任陈建华，云南

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赵宁、

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副总经

理、中国移动云南省应急通

信管理局局长高玉芬等单位

领导及相关责任人，中国移

动云南公司网络部领导和有

关省市移动公司网络部经理

及相关人员 100 余人现场观

摩了本次演习活动。

赵宁在讲话中表示，此

次在昆明举行的由中国移动

云南公司承办的 2013 年中

国移动西南大区暨国家一类

保障队伍应急通信演练，既

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

战备应急通信要求的重要体

现，也是进一步提高应急通

信处置能力和履行企业社会

责任的具体行动。一直以

来，应急通信保障都是云南

通信行业的重点工作之一，

也是通信企业服务社会经济

发展大局的具体要求。中国

移动云南公司是云南省内应

急通信保障的骨干力量，在

云南省各年的自然灾害、重

大等突发事件的通讯保障工

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赵

宁同时希望中国移动云南公

司进一步提高认识，建立健

全应急通信保障体制机制，

夯实网络保障基础，加强能

力建设和物资储备，加强队

伍建设和人员培训，进一步

加强后勤和安全保障，把应

急通信保障工作推向一个新

的高度。

高玉芬在致辞中说，应

急通信保障涉及人民安危、

社会稳定，搞好应急通信保

障工作是中国移动义不容

辞的社会责任。近年来，在

云南省委省政府、行业主管

部门和集团公司的正确领

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下，中国移动云南公司重

点加强应急队伍建设，有效

地提升了应急保障能力，圆

满完成各项应急通信保障任

务，为强化通信保障，打造

放心网络做出了自己应有的

贡献。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诸

如地震、泥石流、森林火灾、

冰雪等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

频发，是一个受灾面广、灾

情严重的省份。为确保网络

安全畅通，进一步提高通信

应急能力，中国移动云南公

司应急通信保障队伍 10 年

来累计执行各种应急通信保

障任务 650 余次，派出应急

通信车辆 1200 余次，动用通

信应急设备 2.4 万余套，共出

动各类应急保障人员及通信

服务人员 6.5 万余人次。实

现灾区通信可及、信息可

及，有效保持了“生命线”通

信全线畅通。高玉芬表示，

此次应急通信演练能在云南

昆明进行，是各级主管部门

对中国移动云南公司的信任

和厚爱，也是对云南公司应

急通信保障工作的检验和促

进，为公司提供了一次非常

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作为

承办单位，中国移动云南公

司公司将进一步未雨绸缪

地提升综合应急通信保障

能力，实现灾情流程闭环管

理，秉承“正德厚生 臻于至

善”的核心价值理念，不断

提升防灾救灾能力，始终践

行攻坚克难的工作作风，承

担起全省范围内的日常移

动通信保障工作，为全省应

急通信保障工作提供高效、

快速服务；落实国家工信

部、中国移动总部大区应急

保障工作要求，承担跨省支

援职责，全面实现区域内应

急保障工作的协同，坚决做

好客户通信保障。

据悉，此次应急演练活

动由中国移动云南公司、重

庆公司、贵州公司的应急通

信保障队伍、预备队伍和云

南军区官兵共 780 人参加。

演练活动包括 11 个科目，即

启动红橙黄蓝应急预案，降

低网络负荷；开启红色预案

和优先接入功能，保证重要

人员通信；为灾区指挥部提

供电力保障；地面传输光缆

及电力中断，超级基站自动

倒换；运送海事卫星电话至

灾区，保障抢修通信联络；

开通卫星应急通信车，保障

灾区指挥部通信畅通；油机

车、应急物资车进入灾区保

障；通信光缆抢修；开通大

型应急车，解决灾民安置点

通话容量；单兵系统将现场

实况传送到部队信息处理指

挥方舱；开通搭建临时营业

点，提供充电、报平安等服

务。本次演练模拟在云南滇

中地区一个遭受地震灾害的

受灾现场，通过一连串的小

场景，包括应急通信响应、救

灾指挥保障、通信网络全面

修复、军地联动开展救援、客

户关怀等场景，辅以应急通

信保障车、卫星通信保障车、

应急通信供电车、便携式卫

星通信站、海事卫星电话等

装备，通过应急人员技能展

示，充分展现中国移动应急

通信保障队伍在抗灾抢通信

过程中多样的保障手段和高

效有序的工作能力。

学者论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
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城镇化
是大家的事

不要认为城市化是书记的事，
是大家的事，这大概是目前可以讲
的观点。我们在城镇化方面要加
大社会机制的作用，我的观点是根
据历史工业化来的。

现 在 城 镇 化 利 用 低 有 一 个 原
因，大的镇有 100 多万人，但是不能
叫市。所以这个在我们研究的范
围叫城市设立机制的改革，就是什
么地方可以城市。

现在也开了很多城镇，但是真
正 变 成 实 践 这 种 例 子 还 是 很 少 。
我们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权重份
额太高，这也导致很多城市失败。
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是可以有使用
者来参与设计，公众来参与城镇化
的规划。

这些年在各地的实践当中，特
别是划定的城乡统筹改革须作一
些实践，我们进行了观察，有一些
土地完全是由公家拿来，要变成一
部分农民土地可以直接入市，农村
土地可以直接进入市场。为了做
好这件事，不能侵权。所以为了做
好市场，要奠定市场的基础那就是
不要侵权。

企业家就是给消费者打工

有观点认为前 30 年创造财富，
后 30 年追求利益。如何理性追趋
权利，推动社会进步？我理解，就
是如何先尽义务，后享权利。

如 果 人 们 不 能 享 受 这 个 权
力 ，就 不 可 能 有 义 务 感 。 好 比 一
个 奴 隶 ，不 可 能 说 我 有 什 么 义
务 。 只 有 自 由 人 、享 受 了 人 的 结
构 的 人 权 的 人 ，才 享 有 责 任 感 和
义务感。

美 国 人 的 义 务 感 为 什 么 这 么
强？全世界捐赠，无论从捐钱的角

度、还是提供服务的角度，都是全
社会最好的，因为美国人享受的权
利是最充分的。

从体制上来讲，我们不应该说
让每一个人享受他天然的应有的
权利，好比他的自由、他对自由的
表达，他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我
们做企业，本身就是一个人追求幸
福的权利，如果一个人不让我们做
企业，否定我们的权利，在计划经
济体制下，没有这个权利。这是误
导的。

我们前 30 年创造利益，后 30 年
追求意义。你们在这个过程中享
受了利益和财富，真正的收益者是
普通老百姓。而且在市场经济的
企业家就是给老百姓打工，给消费
者打工，就是伺候人的，伺候好了，
就创造了财富。所以创造财富就
是既得利益者，不是先创造财富，
后来追求。如果在创造利益的过
程中，就是一种痛苦，就不要创造
了。如果不尽义务，就没有人买你
的单。

经济学家张维迎：

总 策 划：李 陶 策划：喻 波 彭 波
统 筹：彭 波
执行记者：南方锐 彭 波 龙 锐 普腾中木
摄 影：周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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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对中企海外上市前景持乐观态度》 

中国证券报

近日，在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举办的“第六届中国绿公司年会”上，商界领袖展开了对中国企业赴海外上市前景

的讨论，传达了对于中国企业赴海外市场融资的信心。　　 

上市公司行为或留不好印象　　 

针对近期中国企业在美国的退市潮，新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曹国伟称，过去两年我国赴美国上市公司存在一些

破坏游戏规则的行为，给美国资本市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这可能会“连累”欲赴海外上市企业。　　 

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汪潮涌说，尽管前景不明，但“机会是有的，对未来我们很乐观。”他认为，海外融资平

台对中国企业感兴趣的最大原因还是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最大的红利，就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对于近期中国

企业遇到的低谷，他认为这是“价值的低谷”，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上，经历过起起伏伏的周期。他说，目前来看，

中国的企业不像过去那么具备吸引力，这主要是要素成本上升的原因，中企海外上市的热潮减退，证明了中国企业所

面临的挑战。具体来说，北极光创投董事长邓锋提出道，目前“两头在外”——外资在中国投资企业，随后在国外上

市——的情况非常不好，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资本商场上市受阻，“去年在全球海外上市的中企只有十几家。”　　 

尽管目前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遇到低潮期，曹国伟从资本逐利的角度认为，资本一定会追逐投资回报率较高的项

目，中国企业应抓住机会，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现在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时间，但是市场一定会开放。”　　 

招商银行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认为，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遇到了流动性问题，纷纷紧缩，也影响了海

外市场的活跃程度。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开始再工业化的进程，包括新型工业的发展和对于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国外

的工业化也需要中国的资本，这也是中国资本界的机遇。　

　 

尊重国际市场游戏规则　　 

曹国伟认为，目前美国市场上的中企遭“冷遇”的情况，与中国企业本身的行为方式有一定关系。他说，当公司

越来越国际化的时候，游戏规则就改变了，需要按照国际惯例进行操作。　　 

“走出去第一步很容易，有专业人士帮助上市，但是上市之后如何维护国际市场的运作？”曹国伟提出了一个问

题，他认为这是需要企业谨慎对待的。“中国的企业存在一种愿望或者文化，那就是希望自己的公司上市，如果能够

赴美国上市，则认为是巨大的荣耀”，他说，但是如果上市企业不符合国际规则，往往会被国际市场所惩罚。这些行

为可能会给未来中国走出去的公司带来伤害，中企应该吸取已有的经验教训，从失败的案例中，分析出经验教训。　

　 邓锋也认为，不同的市场，对于资本监管、董事制度等等细节要求往往比中国本土市场对中国企业的要求更高，这

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种锻炼。　　 

曹国伟说，中国企业不能“为了上市而上市”，上市应是公司的融资手段而非目的。短时间的获利和包装，很难

让公司获得长久的发展。过去上市公司多集中于高科技行业，未来中企海外上市应当扩展行业，做出让国外投资者更

感兴趣的行业和公司来。渣打银行大中华区主席曾璟璇认为，中国企业需要认清自己值得投资的“点”，中国企业如

有自己的技术强项，有方方面面的优势，就需要往产业上游走，对技术进行“增值”。邓锋则认为，国外投资者除了

需要发现中国企业的价值，还需要企业不断增加价值，这需要企业做好本土化，解决“水土不服”的问题。市场和文

化差异下，需要渐进式地开展深度的国际资本合作，积累人才和经验。

（六）焦点论坛：资本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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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蔚华：中国资本走出去面临双重机会》
  2013/4/22  版位：A18版

《白乐威：中国企业要有远见》
  2013/4/21  

白乐威爵士：我觉得中国的企业，表现的非常不错，因为现在整个情况是低迷的，尤其比起前几年。我们现在

也在经受着考验，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资本，投入到大综商品之中。对于中国五年的发展计划，当我们和中国的企业

来进行对话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他们的这种意识中，他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快速的来获取利润。而且我觉得在未

来中国的企业需要更加的远视和预见性，尤其是对于产品的合作性。

比如说我们英国，我们在非洲建立企业已经有很长久的历史，而且我想这种关系还会在未来得持续下去，这

种行业的合作。我们也希望在中国和英国企业之间的合作，可以借鉴我们之前和非洲之间合作的基础，不仅仅是从

资源方面来进行合作，而且是从其他的技术、其他的附加值方面，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发展，更加具有潜

力。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我们有一些中国的企业，在英国不断的寻求发展，而且有一家企业已经是在我们那里建

立了一个产业园，还包括一个购物的园区。我们看到，他们未来还非常具有前景的。

我很高兴的一点，就是在英国，我想我们现在和华为，在英国的合作是非常成功，尤其是在研发方面。我们在

这方面可能会获得更大的利润，我想这是我们跟美国的不一样。之前我也见过华为的老总，他们希望把他们的同事

派到英国来进行合作。同时他们也希望在社会责任方面开展合作。

我想所有这些合作的领域，都可以给我们的创造未来得机遇，因为有的时候，人们希望能够找到合作的领域，

在金融的创造领域，所以我认为中国和英国的合作将会有很多的前景。

昨晚 9 点半，绿公司年会
的重头戏之一“马云夜话”上
演，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马云回答了现
场参与者的提问。

提问：什么是“商业的未来”？
马云：谢谢！这题目有点

大，商业的未来，我不知道从
哪儿讲起。我是 94 年年底开
始做互联网，那时候很多人不
知道互联网是什么，做任何
事，今天会成功的事情，我不
会做。10年后成功的事情，我
会特别有兴趣，因为坚定了方
向，一步一步往前走。

未来的机会大挑战也非
常大，我觉得互联网还有十年
可以做，当然这未必是对的。
所以我认为未来三十年，比前
三十年更有挑战。

提问：中小型企业如何发展？
马云：不要妄想别人的企

业能够帮你带成大企业，没有
人会帮你的。世界就是这样，
全靠自己努力，努力也得有运
气。有时候碰到运气，就像郭
靖吃了一条蛇的血一样，就成
功了。现在世界上失败的案
例差不多，失败的人、成功的
人背后都有一些秘诀，所以不
要期待谁会帮你，你自己帮自
己，才是最大的帮助。

提问：作为一个未来领
袖来说，应该具备什么样的
潜质？

马云：应该要脚踏实地，
是平凡也好、是伟人也好，都要
脚踏实地。不能把梦想变成
空想、乱想。很多人的梦想都
经受不住考验，人家说东就是
东，西就是西。所以梦想也得
脚踏实地。 本报记者 陈伶娜

想成为企业领袖
一定要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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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冯仑说，近几年来，我们思考更
多的是我们跟社会的关系，就是美丽
得你自己美丽，别人也美丽，如果你

自己在屋里美丽，那这事没有办法证
明，所以企业的公益化就开始越来越
多。然后大家就朝着美丽走了，每年
的公益慈善捐款就多了。现在所有

国内私募公益基金的数量大概将近
1800家，已经超过了此前公家公益
基金的数量，但在美丽了以后，底线
也要越来越高。 本报记者戴川

刘积仁
中国制造业未来是创新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刘积仁表示，中国企业
家在过去的30年间，几乎都是和一
个不完美的环境在争斗着，而每一次
都是以胜利的结果来总结我们自己
的问题。同样再一次以新的埋怨和
压力，来看待我们新的发展。所以相
信中国制造业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而拉动力是创新。 本报记者陈伶娜

在国际资本市场唱空中国背景
下，中国还有机会吗？中国在发展中
如何吸收全球化资本？招商银行行
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给出了自己
的观点。

“过去30年，中国是全球化最
大受益者。据统计，现在对外资
最有吸引力的10个国家中，已经
有8个是发展中国家。”马蔚华表
示，南亚的增长趋势还要高于东
亚，中国企业面临挑战与机遇。

马蔚华给出一组数据：上世

纪九十年代，中国利用外资和中
国资本走出去的比例是 18 比 1，
现在已经上升为2比1，国际机构
预测，今后这个比例还会发生变
化，中国资本走出去比例还将增
加，“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都遇到困境，对中国资本走出
去是很好的机遇。”

马蔚华认为，中国企业目前
遇到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
比新兴市场其他国家减弱等问
题，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减少，中

国企业对外投资显得尤为重要，
金融危机之后，是中国企业走出
去最好的时机。“经过金融危机，
西方国家意识到不能只靠虚拟经
济，还需要再工业化，但面临资金
不足的尴尬，他们欢迎中国资本
进入，这就是中国资本的机会。”

而新兴市场方面，在发达国家资本
收紧的情况下，也很希望中国企业家带
着中国资本走出去，让中国发展红利与
全球资源形成更好结合。

首席记者杨抒燕

昨日下午，万科企
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主席王石在“美
丽商业：平衡价值与利
益”的焦点讨论上表
示，既要坚持底线也希
望能够做大是要熬
的。企业家除了赚钱，
还应该有信仰。如果
缺少了信仰，把信仰当
做GDP，把信仰当做
为了赚钱，把一切牺牲
了，这是很糟糕的。

一位听众提问：我是搞通信的，
在企业发展中，我现在如果坚守我的
底线和伦理价值，我做一个亿，会做
得很好。但是如果我突破底线，我可
以做10个亿，20个亿，我该如何选择？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主席王石亮明自己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说，你突破底
线能做 10 个亿、20 个亿，你突破

底线能做 100 个亿吗？1000 个亿
吗？假定您做到 1000 个亿，你能
守得住吗？底线是要坚持的，你
坚持了底线，才能做到 100 个亿、
1000个亿，才能发展。

第二个观点，坚持底线也能
够做到 100 亿、1000 亿的，那要熬
的。伟大是熬出来的。

我们企业家应该有信仰。中

国现在的问题是普遍的信仰缺失。
谈我们美丽的商业，如果缺少了信
仰，把信仰当做GDP，把信仰当做为
了赚钱，一切为了赚钱和GDP，把一
切牺牲了，这是很糟糕的。我们更
应该自我检讨，如何从野蛮成长到
赚钱盈利承担责任，培养我们信用
的价值体系，我们过去存在很大问
题，就是我们的信用危机。

在“美丽商业”焦点论坛上，
中坤投资董事长黄怒波表示，征
服了死亡的恐惧每个人都伤痕累
累，这就叫美丽商业。会后，他简
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谈及本报曾报道过的其与普
洱市签订的 500 亿高端旅游休闲
度假项目，黄怒波表示，旅游地产
是未来地产业的方向，尤其在云

南这样山青水绿的地方，旅游地
产更是前景无限。之所以选择在
普洱投资，看中的不只是云南的
购买群体，更有全国乃至全世界
对云南的关注，关注就是生产力。

黄怒波表示，中国的城镇化
速度非常快，尤其在旅游地产开
发方面，中国还有巨大的发展空
间，旅游地产还有一个特质就是

不可替代性，旅游的魅力就在于
它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景，所
以从长远看，不容易形成泡沫。

焦点论坛结束之时，云南红
苹果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
瑜琼盛情邀请台上几位嘉宾去昭
通考察风土人情，会后黄怒波表
示，相信一定会有机会联合与会
企业家一起去昭通走走。

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朱新礼说：“中午的时候，有媒体
朋友看见我，他说，朱总你汇源果
汁还卖吗？我说我天天在卖。他
说，不是果汁，是你的公司。周一
晚上的时候，王石从美国打来电

话，他说，朱总听说你的公司要把
股份卖掉？我说没有的事，我没有
在任何时候说把公司卖掉的话。”

汇源果汁在2008年的时候因为
可口可乐出了一个很高的价钱买我们
的这个股东的位置。我还有一个意图

就是借助可乐这条船，把我将近40个
工厂通过可口可乐卖到全世界所有
可乐的体系里，这是有合同在先的，
这样做对中国的果农和果园是有利
益的。所以这4年以来，我一直坚持要
把果汁做得更好，让渠道、产品更优化。

黄怒波 会考虑去昭通考察

朱新礼 只卖果汁不卖汇源

冯仑 公益让企业更美丽

马蔚华 中国资本走出去面临双重机会

最新发布的全球制造业竞争力
指数研究报告中，中国的制造业在
当前和未来5年内均被视为竞争力
最强劲的国家。但是，劳动力成本
上升等因素使得“中国制造”的魅力
光环逐渐消退，“中国制造”的明天
在哪里？

中国制造业
发展要“放水养鱼”

论 道

刘永好
转型变革让国内外并行

新希望集团近年来迈开了其全
球化步伐，该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
论坛上表示，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
公司在国内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如
今也开始加快了在全球的投资步
伐，目前在南非、土耳其、巴基斯坦、
俄罗斯、印度等国都已经或正在进
行投资。中国的养殖业门槛低，竞
争充分，但具有中国企业勤奋努力
的基因，在国外的投资也显现出了
一些优势，“别人每天干 4 小时，我
们干8小时。”目前在国外的投资回
报率和利润率甚至高于国内。他表
示，希望海外的投资与国内的投资
发展双向并行，共同发展。

而对于制造业的前景，他认为，
越是传统产业，越需要创新与变革。

周成建
互联网不是克星是福星

随着淘宝大军规模的扩大，很多
实体店沦为网购者的“试衣间”。“无论
怎么活，都要活下去”，对于这个问题，
上海美特斯邦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成建乐观回应。他表示：“其实我个
人认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产业，什么
样的产品，核心是产品品质的问题”。

周成建表示，如今制造业需要
面对互联网及电子商务的发展；面
对国际化的竞争，即全球制造业升
级；面对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变化。
这对于固有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方式
是一个颠覆，但同时也是机会。只
要企业拥有创新能力，互联网就不
是企业的克星而是福星。

杨绍鹏
放水养鱼激发创业热情

海丰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
主席杨绍鹏认为，中国的制造业最
大问题在于：“现在谁还有创业的激
情？谁还想创业？如果大家都不想
创业，20 年以后，还会有大的企业
出来么？”如果没有从零开始，就没
有中国制造业的前途。如今，企业
面临众多门槛，这不仅仅是企业的
问题，还是社会环境的问题。只有

“放水养鱼”，激发对于制造业的创
业热情，让创业者的梦能够实现，才
会有中国制造业的未来。

议题主席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周明佳摄

观 点

《曹国伟：上市不能仅为短期获利》
  2013/4/21  

金融界

曹国伟：我前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跟朋友聊起来，已经上市了13年，也可能是也民营企业上市最早的一个

公司，我们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道路，有很多的体会和经验。我们的经验可能不能完全从我们这里吸取很多的东西，

因为我们的产业比较特殊。

刚才马行长也谈到，其实我们走出去越来越多。从走出去来说，互联网这个行业，吸引外资最多，也是最有效

果的。当然这个行业也是比较特殊。只有我们这些VC，特别是有国外资本的VC们才会去投，因为互联网行业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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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焦点论坛：资本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

风险，高回报的行业。很多人认为，新的媒体，互联网的行业是一个很大的金矿但是很多人没有认识到，比如说你

投100个公司下去，只有零点几个公司成功。现在也有很多的民间资本介入这个领域，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们是可以

跟大家分享，有很多大家共同的地方。

一方面，我们走出去，我们发现有两个问题，非常重要。一个是当你的公司越来越国际化的时候，接触国际资

本市场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游戏规则改变了。我们需要按照国际惯例进行操作。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发现的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走出去第一步很容易，上市很容易，往往这个时候我们有

专业人士，有投资银行、律师，帮我们去上市。但是后来我们如何去维护我们国际市场的运作？我们往往确这方面

的经验，我们往往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所以一个是对游戏规则的了解和运用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人才的问题，是我

们特别特别需要去注意的两个方面。

其实大家在最近的两年里听的比较多的，美国的市场如何发展，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上市了，但是在这两年也是很快速的下市了。很多的市值，几块钱到几毛钱都有。所以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很多公司

都发生了。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民营企业要走出去，应该考虑国际市场。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考虑它是否有

能力去上市。很多人更多的是为了上市而上市。忘掉了上市的目的是什么。上市公司以后，它往往做很多的公司，

可能不符合我们说的国际上的规则，不符合惯例，往往被国际市场所惩罚。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是对于我们

中国很多公司，在未来走出去的话，它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伤害。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公司如何吸取这些教训，能够

从这些公司的失败的案例里面，找到这些我们的教训也好、经验也好，能够希望我们走得更好。

我觉得现在中国有很多企业有一个共同的，我不知道是一种愿望，还是一种文化，特别希望自己的公司可以上

市。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如果他能够去国外，特别是去美国是一个很大的荣耀。但是我觉得从我们自己操作的公

司和投资的经营来说，其实我们走每一步上市，绝不是任何一个公司的目的，它是一个手段。要不就是融资，你认

为这个市场融资环境特别好，它给你的融资估价比较高需末。觉得市场比较好的时候，你会去融资。

为了上市而上市的话，往往会有一个问题，你可能为了上市短时间的获利，短时间内包装自己，很难让公司

长久的发展。如果我们上市的确对未来发展有帮助的话。的确我们应该去寻找，上市的这样的机会。讲回来，现在

是不是很好的机会，我觉得主要看哪各行业吧，就像马行长讲的，我们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中国的对外投资越来

多，比例越来越高，我们发现很多的投资集中在国有企业，比如说石油、能源，其实真正的民营企业出去比较少。

其实我们出去上市的公司里面也这样，在我们这个行业，高科技公司比较多一点，因为它的概念比较能够让国外的

投资能够理解。

但是我觉得，未来得话，中国公司能够上市的话，应该不仅仅局限于高科技的行业，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够

在不同的行业能够走出去。现在的确在美国，是中国上市的一个低潮。一个方面中国市场被看空，另外过去两年上

市公司的行为，在资本市场留下不太好的印象。

我觉得，我们讲资本的一个全球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个趋势代表了，资本一定会去追逐，它的投资回

报率最高的这样一些项目。如果真正要去抓住这个机会，还是要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其实我们去外边投资的话，到

最后，除了我们有钱，到底我们给境外的投资者增加什么？要么是管理的，或者是效率方面提升一个价值，其实我

们在外外面投资我们没有优势，希望在国外上市的话，如果它不能给股东长时间的带来一个合理的回报，这些企业

很难去持续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综合的问题，但是回过头来说，现在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但是这个市场一定会开

放。但是真正能够去接受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利用好这样的机会，还是自身企业的问题和效率的问题。谢谢！

金融界

《汪潮涌：中国最大的红利是我们的市场》
 2013/4/21  

汪潮涌：中国对国际资本吸引力的下降，刚才马行长讲了祥实的例子。中国不像20年、30年以前，无论是产

业资本还也吸引力。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中国到海外上市，都不像以前那么热，所以这个证明了是一个很大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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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邓锋：掌握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很重要》
  2013/4/21  

邓锋：中国对外投资和并购功率不高。甚至比在过于的企业到中国的并购的成功率还要低。这个问题之一是对

中国市场不了解，也包括本土化人才的问题。但是对于国际资本的不了解，是很大的问题。

其实刚才潮涌讲了一些问题，可能大家都很清楚，PE风投，最早是在外资进到中国，我们所谓两头在外，就是

外资在中国的投资，最后在国外上市。最近一段时间，情况非常不好。首先是在上市的市场，就是无论是美国资本

市场，还是中国的资本市场，中国市场受阻。在全球只有几家上市。

我觉得无论从监管层面也好，刚开始证监会刚开始开放，45号文对于上市会经好一点。你要知道，你跟国际资本打

交道，是有好处的。但是你要知道，游戏规则是什么。非常要注意一点，我们不能按照你自己想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包

括一些资本的监管，董事的制度等等这些可能对中国本土要求更高一点。所以我们企业家这一块需要锻炼一下。

关于中国资本在国际市场上，我认为机会还是很多的。例如可以买一些低价资产，中国的投资也可以有一些消

费、服务业，甚至是一些高科技，这个长期我是很看好。但是如果我说的话，我提两点建议：第一，这个事近期也

没有这么乐观。我觉得，这个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因为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水土不服的问题，就像中国企业初期，不

合国外的合作的话，你可能会有问题，中国资本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有钱，觉得便宜，就去投，所以失败的就会很高

的。就像日本80年代默契和90年代初期投资一样，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战。原因是现在中国的要素成本增加，中国赚钱的利润率高

第二个，我们如何处理我们自己结构性的资本短缺和结构性资本盈余的关系，一方面我们的民营企业很缺欠。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的中投公司有大把大把的花不出去的钱，光买美国就买了1.2亿美元。

第三，如何面临我们的整个社会，我们整个国家从消费者30年的财富积累，变到今天去理财，能够使财富不缩水。

第四个挑战，我们过程中间接融资比例多大，直接融资比例太小。

第五大挑战，我们的投资资本境内的投资，还是境外的投资，过去非常习惯于于大规模的投资，量大。能够把

大笔资金用好，可是我们广大的缺乏资金的中小企业，他的企业规模小，非常风险，风险也比较高，没有很好的资

本对接和支持，所以这是第五个挑战。

第六各条战，我们如何解决，我们中国资本走出去，过程中，所面临的人才困境，我们对目标国，无论是并购

还是新设工厂，销售体系。

汪潮涌：当然，中国资本在国际上也是有机会的。对于未来，我们是很乐观的，包括曹国伟说的，资本市场，

对中国海外上市不待建的态度，从我的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在海外，经历过起起伏伏的周期，有的时候可以把中国

公司捧上天，有的时候落到谷底。相对来讲中国的价格是低的，是价值的低谷。现在我们在发中概股的投资基金，

有很多的投资者很感兴趣。因为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创造了一批非常有投资价值的公司，中国最大的红

利，就是我们的市场，我们的巨大人口的消费市场。

今年我和马行长一起去以色列，以色列他们很多高科技的公司，包括现代农业，他们很羡慕中国的市场，我技

术再高潮，但是我的人口只有七八百万人口，所以他们非常欢迎中国的PE和中国的企业家到以色列去投资，把他们

的技术带到中国来，把企业做大。我觉得这种的跨境的模式是存在的。

从以色列回来以后，我去了非洲坦桑尼亚，它像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时候，现在车上跑的都是破破烂烂的，现在

中国的车都在满街跑，我们的产品有优势。我们对于发达国家，我们有市场的优势。所以我们作为PE来讲，我们

人民币和外币，各占一半，我投外币，我就是投中国市场所需要的资源、品牌、技术。人民币的投入，中国这边教

育、文化、健康、旅游、高端消费、新能源环保，这些就是在国内能够有新兴市场的前景的公司。所以我觉得，机

会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存在的。



78

（六）焦点论坛：资本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

金融界金融界

《曾 璇：与国际资本合作首先要清楚自身的长项》   

 2013/4/21  

曾璟璇：关于中国资本和全球资本高效的对接，我想从点线面三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接轨，点就是投资的点，

这个比较简单，就是我们有一个有钱看中，在外国有一个特别的机构，符合我们的需要，这个是无论我们是从一个

股权投资的角度也好，想买他的技术也好。这一一块特别去做。这个是我们有钱，可以往外国买，外国有钱，可以

到中国来买，最重要的是吸引力。

线是特别一点，也是我们中国需要注意的，就是机遇。就是我们说的技术层面，我们只往自己发明的专业权

走，高科技、互联网、医疗，我们对干细胞的钻研，方方面面我们有很大的优势，这些优势可以加上我们的基金，

就是我们要往上游的，更高的技术，我们可以去以色列买，我们可以投资在美国，可以投资在欧洲，虽然美国有时

候，比较小心。比如我们还是有比较欢迎的，我一个朋友在欧洲，他去买全世界做得最好的，救护车，这些是中小

企业，但是他们有最好的技术，也欢迎你去买，这里有一个例子，既然我做技术性的车辆，可以买这样的车床，对

于我的技术就是增值。就是上游。

我们看东南亚，这两年增长比较快，可能受西方的金融危机的情况。你看菲律宾去年的增长50%、60%。他们

的技术性比我们低，他们人工比我们低，我们可以往那边去分担我们制造的工序，这是线。

还有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也可以吸引外面的基金来看我们，最要紧的是我们要很清晰的把自己自身的长项，

我们跟别的地方要了解外国的同行，让他们了解我们的分别性是在哪里。这样也会直接吸引投资。

另外是面，可以多元化，一是我们应该如何拿资金，刚才几位专家说我们可以去上市。你看香港是我们国家的

口，一个对外非常好的窗口，人民币国际化之后，我们的融资尤其是在债券融资这块发展的很快。你看香港融资这

一块，存款大概是6000多亿，但是发债，去年的发债，已经到了三千多亿，三千多亿，你说大吗？可能比起我们国

内不大，但是以这样的比较性，存款才是六千亿。而且基金运用非常好，接轨就是接外国接轨，现在看日本，他要

不停的印钞。如果觉得我们中国企业好，我们很多的房地产，我们在中国筹款有问题，我们拿资金有问题，我们去

香港很多的房地产，在香港发债，发的非常好，非常迅速，而且价格也比国内低，成本比较低，资金来源多元，这

是面的其中一块吸引基金。

现在说美国，刚才马行长说，他自己为了把经济复苏，美国制造。我看报道，关于他们的家具，有它本土的商

位。有一个特别成功的。我们是在这个环节是非常有丰富经验的，也是有我们的能够，有资金、有能力，我们可以参

与这些，是从一个行业，一个行业这样去参与，这是一个在人家的地域性，面去投。当然我听，王石他最近一个报道

在提倡，我们去美国买房地产这也是一块面的投资。当然最简单轻松的就是，我有钱，不同的行业，赚钱潜力够的，

我就投钱去买。浙商这一块做的非常成功，无论是投他的潜力，企业性潜力，市场的潜力等等，我们都可以考虑。

第一个要学习进渐。第二个是解决水土不服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资本也要想到一条，要在那一个地方进

行的投资，你要那个地方进行投资，所以要对那个地方进行了解。要不就做不好。有些事你可以跟一些国际上的资

本合作，假如你做的那个事，比如说美国做事，需要他本地合作。

第二个建议，除了价值的发现，可以找价值合适，你低谷了投了一下，还要增加价值，这个可能更联系到本

土化的问题，你怎么可以给你投的企业价值。或者我中国有自己的市场，就这些都是很好的，你能否整合过来，文

化有多大的差异，有没有一些的国际化的人才，有本土人才为你工作。如果有一点点来，是可以，如果这些没有，

你需要开始慢慢的建立这些东西，不要想着我有很多很多的钱，一上来我就可以吃个胖子。所以我的建议是一点点

来，跟外国合作，做好本土化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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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焦点论坛：美丽商业：平衡价值与利益

               论坛概况

议题主席/主持人：
王  石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议题嘉宾：
朱新礼  中国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   仑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田溯宁  中国宽带资本董事长

王文京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黄怒波  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1

美丽商业：平衡价值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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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卫视

《“美丽商业”是“美丽中国”的一部分》
  2013/4/22  版位：A2   版面：要闻  

昆明日报

作为今年中国绿公司年会的亮点之一，昨日，主办方安排了六场平行论坛，分别由著名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担
任议题主席，分别就创业、企业转型、城镇化、资本全球化、商业伦理、“中国制造”的未来等话题与议题嘉宾展
开互动与讨论。六场平行论坛，场面热烈，场场爆满。

城镇化要做到5个平衡

《城镇化：机遇与风险》焦点论坛中，大家达成共识：新型城镇化对于中国的未来，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机会，
这个机会不仅是政府的，也是企业的。

北京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认为，城镇化是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挖掘发展潜力的一个重要内容，城
镇化过程要与新型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未来的城镇一定要做到5个平衡，即：资源的平衡、产业的平衡、文化的平
衡、生态的平衡、权利的平衡。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葆森建议，未来的城镇化必须坚持几个原则：坚持发展生产优先的原则，解
决就业是第一要务；坚持自愿、公开、透明的原则；坚持让农民成为城镇化最大受益者的原则；坚持逐步推进的原
则，既不能一哄而起，也不能一蹴而就。

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沈国军建议，城镇化进程中一定要多以人为本，少以工业化为基础；少以政府
主导，多以市场的方式推进；少一些千城一面的建设，多做一些个性的城镇化建设；少建一些政府办公楼，多建一
些民生设施；少做一些人造景观，多留一些民族文化建筑；少破坏环境，多保留自然资源。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则认为，城镇化不只是政府的事，要让公众参与城镇化的规划。目前，完
全由市场来主导城镇化还不现实，但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加大社会机制的作用。

               报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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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除了盈利还要有担当

发达的市场经济必须有商业伦理为支撑，溯源商业活动中的伦理关系，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昨日的焦点论坛上，王石、朱新礼、冯仑、田溯宁、王文京、黄怒波围绕“美丽商业”的话题，就社会关注的

商业伦理进行探讨。
几位企业家以自身的经历及思考为例，共同探讨商业价值与商业利益的关系。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企业缺少了

信仰，或仅仅把赚钱当做信仰，就会牺牲企业发展的本质，这是很糟糕的事情。“美丽商业”是“美丽中国”的一
部分，目前中国的企业已经进入了把道德和信仰问题放在更重要位置的阶段，企业家除了以盈利为目的，还要有担
当。虽然目前中国商业普遍存在由于信仰缺失而导致的信用危机，但是仍要抱乐观的态度，相信“美丽商业”一定
会实现。

广大企业也应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为社会培养诚信价值体系做出努力。

产业的核心是产品品质

劳动力成本上升使“中国制造”的魅力光环逐渐消退。一边是跨国公司将制造工厂搬离中国，另一边是高端制
造业开始向美日等发达国家本土回流，为此，中国制造面临的挑战和应对已成为关注的焦点。

海丰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杨绍鹏在“中国制造”的焦点论坛上表示，中国的制造业正面临外资逐步转
移的困难。如果没有从小开始、从零开始的创业，将来制造业没有前途。“让每个人都有创业的梦，中国梦才有未
来。”

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成建表示，无论什么样的产业，核心是产品品质的问题。制造产业需要
品牌，也需要形象，只有这两个有了，才能克服电子商务发展和国际化的竞争。他认为，互联网应该是品牌商的福
星。在互联网时代，货比三家更方便了，销售的产品只有品质做好了，才可以让消费者更容易知道。如果商家把品
牌做好，可以在当下更好地发展，也更容易让你的品牌走向世界。

做企业一定要有诚信的根基

在这个充满机会，每个人都以创业为荣的时代，梦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如何将梦想变为现实？新东方
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在导师论坛上表示，一件事情要做成功须具备三个要素：一个是
自身的能力，一个是能力的提升，还有一个则是资源。

俞敏洪表示，在中国做企业，一定要有诚信的根基。企业这个圈字不仅是建立在前瞻性上，更是建立在大家的
信任基础上。

俞敏洪提出，要让孩子能够做自己适合的事业，“我的孩子最喜欢到艰苦的地方去体验生活。希望我的孩子能
够做自己适合的事业。孩子要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人品，他的成绩好不好，不应是我们要关注的，
我最反感把孩子培养成官二代、富二代。”

《王石：坚持就是信仰》
  2013/4/25  版位：A4   版面：特别报道 

“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就是

信仰。就是我们企业家，除了我们

本身是赚钱、是盈利，是担当，我们

应该有信心。”万科企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主席王石在谈及美丽

商业时给出了他的答案。

市场经济的商业伦理研究，溯

源商业活动中人与人的伦理关系，

已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是否能

突破底线，无限的追求利益，还是

坚守底线和伦理价值？王石坚定

的表示：伟大是熬出来的。

如果坚守底线和伦理价值，做

一个亿，会做得很好。但是如果突

破底线，可以做 10 个亿，20 个亿。

这是商业活动中存在的现象。

“突破底线能做 10 个亿、20 个

亿，但你突破底线能做 100 个亿

吗？ 1000 个亿吗？假定您做到

1000 个亿，你能守得住吗？底线是

要坚持的，你坚持了底线，才能做

到 100 个亿、1000 个亿，才能有良

性发展的空间。”

规规矩矩做的事，找了正确的

方向，虽然过程可能漫长，但创造

的价值就会越来越大。总之贵在

坚持，要熬的，伟大是熬出来的。

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在你发展

过程中，做大的目的是什么？

“得出一个结论是，我们为我

们的尊严活着，为我们的价值体系

活着，最后多大，要有结果，要有目

标。”王石的看法是：你要觉得这样

活着有意义，这是很重要的。

谈美丽的商业，如果缺少了信

仰，把信仰当做 GDP，把信仰当做

为了赚钱，一切为了赚钱和 GDP，
把一切牺牲了，这是很危险的。

如何从野蛮成长到赚钱盈利

承担责任，培养信用的价值体系是

企业家关注的问题。王石用自身

的财富积累、影响力的扩大，对自

身的反思回答了美丽商业。

“我们更应该从我们自己检

讨，我们过去存在的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信用危机，如何让我们

商业为例，我们从我们自己、从我

们的企业做起，从我们的重新重做

去诠释信用，我们的社会就一定会

存在。”

王石固然明白“大道当然，精

细制”的道理。一个从道的层面，

一个从术的层面，术的层面，实际

上就是技术保证，产品的质量，产

品的消费者喜欢，同时在成本控制

上要好控制。道的层面就是做人

要有底线，做企业要有底线。

绿，生命的摇篮。孕育了
人类，保护着生命，是所有生
命者的共同财富。如今，“绿
色”与“价值”越来越成为全球
性话题，“绿色”元素以各种形
式广泛展现在我们视野中。

2013 年 4 月 20 至 22 日于
昆明举行的“2013 中国绿公司
年会”上，绿意透露出的是“商
业的意义与持续增长”。

这里的“绿”不是指一般
环保的绿，而是一个大绿的概
念，把商业对社会、对人类的
一切贡献，都称为绿。

年 会 上 的 这 个 大 绿 的 概
念，不仅得到了很多中国企业
的认知，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
支持。

绿的思想
人们在说，如今的企业家

最大的扩张能力是责任扩张
能力。当然，一个共同的文明
愿景，首先要有一个共同的价
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要让绿
色最先从心灵的净化开始。

青岛啤酒经过 110 年能活
到今天，而且今后能够可持续
发展，就是因为作为酿酒行业
的龙头企业，他们酿酒的“酿”
就是用良心来做酒。这个良
心就是对品质的刻意追求，用
良心来做啤酒，这就是他们的
道。

今 天 的 道 和 过 去 的 道 还
不一样，过去人们是追求为美
誉、为自己负责的“良心”，现
在我们要把“良心”扩展成为

“责任”。
在 纵 向 上 他 们 有 一 个 共

同的愿景、共同的价值观，在
横 向 上 他 们 有 共 同 的 责 任 。
今天的企业家，最大的扩张能
力就是责任扩张能力。过去
他们是为财富、为资本负责，
今后他们要对社会负责，对后
代负责。

这种责任的扩张，才是企
业家真正的胸怀，有了这种胸
怀就有了文明的基础。对企
业 家 来 讲 ，有 了 这 种 信 仰 之
后 ，重 要 的 是 如 何 做 到 这 一
点。

在创造财富过程中，中国
还 处 于 一 个 相 对 高 碳 的 环
节。国家能采取的方法，只有
用法律约束、用行政调控来控
制高污染企业。如果我们的
企业都能向低消耗、低污染、
高产出的节能高效的生产方
式转变，就能为节能减排、为
绿色做出应有的贡献。国家
的产业结构要向微笑曲线的
两端调整。从中国制造到中
国创造，就是一种低碳经济模
式。

必须考虑的是，如何用云
南人的智慧形成我们专有的
知识和技术来获取这方面的
价值，如何用我们的产品来维
护我们的品牌，如何通过无形
资产、渠道和品牌提高我们的
附加值。

像成都宽窄巷那样，传统
服务业通过文化创意产生经
济 价 值 、树 立 品 牌 和 文 化 价
值，这种转型就是低碳转型。
在微笑曲线上我们就可以看
到低碳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就
是我们应有的做法和策略。

还 有 的 就 是 企 业 家 的 共
识、责任，以及与此相应的工
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调
整。如果没有形成一种共识，
没有承担对后代的环境责任，
将来会为此付出代价。

如 果 我 们 的 工 作 方 式 、
生 活 方 式 能 够 从 细 微 之 处 、
点 点 滴 滴 有 所 转 变 和 调 整 ，
那么我们绿色文明也一定能
够实现。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物 中 长 出
怒放的鲜花、刚刚刷过油漆的

房间便有着大自然般清新的
空气、汽车排气管中冒出一片
青葱的绿色植物，类似的电视
或平面广告越来越多的出现
在消费者的视线中，希望借用

“绿色”打造企业更为环保、更
具社会责任感的形象，近而将
消费者的信任转化为实实在
在的销售收入。

正 如 一 家 名 为 Clownfish
的可持续咨询公司创始人兼
首 席 执 行 官 黛 安 娜（Diana
Verde Nieto）所言：“绿色环保
已经不是蓝海，它是每个企业
必须提上议事日程的重要部
分。正确应用绿色概念，将令
企业业绩登上新台阶。”

对于企业家而言，行动起
来比一切都重要。

绿 色 是 一 个 优 秀 企 业 家
必 须 牢 牢 记 住 的 基 本 观 念 。
对于每一个企业家而言，最重
要是行动。大家都应该行动
起来，先把你的企业变“绿”。

绿的附加值
经 报 记 者 请 一 位 出 席

2013 中国绿公司年会嘉宾为
云南估值时，云南的投资价值
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的绿色
价值”。

“绿色价值”是云南发展
的最大优势，也是最充满投资
机会的领域。

当 云 南 省 委 书 记 秦 光 荣
希望借助出席 2013 中国绿公
司年会的企业家的智慧，帮助
云南戴好国家支持的‘八顶帽
子’，推动云南跨越发展时，这
份“绿色价值”尤显突出。

云 南 作 为 中 国 面 向 西 南
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对内推动
大发展，对外构筑大通道，加
快云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
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云南作为民族团结进步、
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努力
作 出 十 个 示 范 、实 现 三 大 跨
越。

云 南 作 为 国 家 绿 色 经 济
试点省，挖掘生物资源优势，
打造一批特色优势产业和名
牌产品势不可当。

云 南 作 为 国 家 旅 游 综 合
改革发展试验区，发挥高原风
光、民族风情、生态良好、气候
宜人等优势资源，在旅游二次
创业基础上，大力推进旅游业
融合发展。

云 南 作 为 中 国 清 洁 能 源
基地，发挥水能、风能、太阳能
等清洁能源优势，将积极推进
电价改革试点，为产业发展和
招商引资提供有力的能源保
障。

云 南 作 为 国 家 低 丘 缓 坡
未利用地开发利用试点。转
变用地方式,推进城镇和工业
上山，保护坝区农田，走出一
条符合云南实际的城镇化、工
业化发展新路子。

滇中产业新区，云南将抓
住滇中经济区被列入国家主
体功能规划确定的 18 个全国
重点开发区的机遇，全力以赴
加快滇中产业新区建设，推动
组团发展，实现产城融合。

昆 明 区 域 性 国 际 金 融 中
心和云南沿边金融综合改革
试验区。推进跨境人民币结
算业务，促进云南金融开放。

云 南 是 投 资 的 热 土 。 对
于投资者来说，云南快速增长
的投资需求意味着较多的投
资机会。如何挖掘云南的“绿
色价值”？要基于云南在协调
发展与保护关系、实现既有发
展又有绿色方面有很多现成
经验可用。

绿色不是诗情画意，而是
一种文明。如果这种文明成
为我们共同的愿景，绿色价值
就一定能实现。

“就好像人吃饭的的时候要吃

四个馒头才能吃饱，现在才吃了 3
个馒头，我们期待着吃最后一个馒

头。”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

传志如此形容中国民营企业过去

的峥嵘 30 年。

作为中国著名企业家，柳传志

期待民营企业走到更大更辉煌的

路，但也对未来企业的环境充满着

担忧，“这里面有国际的政治经济

环境，有中国的政治商业环境，有

自然环境，人文环境。”

为企业出谋划策，和企业家分

享创业立业经验果实的柳传志首

先紧抓一个核心词汇：求实。“我们

企业本身要有一个好的文化，这个

不能变，比如说‘求实’，不能迟到

就是一个‘求实’，答应的事情要做

到。除了文化以外，企业要有制定

战略的能力，根据环境的变化能够

制定出好的战略，包括大幅度从自

己所在的行业跳到另外的行业去，

要有所准备和很强的执行。”

拥有一个好的领导团队，在柳

传志看来也是企业发展不可或缺

的基石。“比如说像我的企业，原来

是做电脑的高科技企业，在 2000 年

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应

该把白天工作、晚上还要学习这样

艰苦的工作交给年轻人去做，我自

己进入到风险投资领域，通过这个

领域又继续做。”

在 13 年前“分身”的柳传志，一

方面继续专心做高科技，另一方面

成立了子公司做投资，并在投资领

域做得风生水起，佳音不断。

然而，并购 IBM，这个在当时被

大多数人所不看好的“大冒险”，才

是被业界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为

此，柳传志也并不讳言其对联想产

生的深远意义。

“如果我们不并购，企业今天的

营业额就还是 29亿美元，甚至不到，

或是变成一个很平庸的企业。因为

并购成功，今天的营业额走到了前

面，利润也发生了很多的变数。”

“蛇吞象”背后，自有联想的逻

辑，“由于我们提前进入到其他领

域，比如投资领域、房地产领域，后

面我们还有更新的技术，这样的

话，我们就可以支持高科技企业勇

于去创新和冒险，即使冒险失败、

创新失败，我们还是能够支持它继

续，不至于一无所有。”

落实到企业和企业家，柳传志

以联想和自己的历程为例简要勾

勒了发展历程。“1984 年我开始管

公司的时候刚从科学院出来，我就

要一点一点的收拾，通过十年的时

间，到了 90 年代末，公司的文化才

逐渐形成了正规。”

“今天我敢说，最早的做的最

好的公司，我们公司是其中一个。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曾经乱过，

但是我们把事想清楚，一步一步来

解决。”

“绿”的价值
南方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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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就是信仰王 石：

柳传志：求实是企业发展的基石

商界论道

我记得 10 年前、20 年前，我们

绝大部分的材料、原材料，包括对

外进口，包括远东（控股集团）原来

的材料也是进口的，但是现在不一

样。

如果这些前提不能得到很好的

改善，中国制造业还是非常困难

的。现在政府需要营造很好的环

境，比如法制环境、政策环境。

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加强监管，

目前好多产品，包括工业制造，我

们的食品和药品，有很多让人不放

心。问题出在哪里？

另外，还有很多的工厂，几乎有

2/3 的都是跨国的。如何改变这样

的环境？我觉得要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第一，重视产品质量，产品

质量不是靠现在来复制；第二，要

讲品牌，你这个附加值的品牌；第

三，要有质量好和重质量、重品牌

的性价比，要有可持续的管理方

式；另外，生产企业要自律。你无

论如何对于世界负责、也是对企业

负责。

远东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蒋锡培：生产企业要自律

我们要面对互联网、电子商务

的发展和面对国际化的竞争，以及

面对全球制造升级。一句话来概

括，一个是性价比、品牌的优势。

其实制造产业需要品牌，也需要形

象。只要这两个都有就可以克服

了。

我们问消费者，互联网给消费

者带来什么改变？如果把这个事

情弄明白了，是一个非常大的机

会。当然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大

的挑战，因为互联网给大家带来的

消费习惯，是用固有的经营模式，

那肯定是不能持续的。

对于我们来说，互联网颠覆了

我们固有的模式。在这样的情况

下，我们如何去改变？从另外一个

方面讲，到底给我们什么启发？从

传统来说，因为货要比 3 家。但在

互联网时代，货不是比 3 家，而是比

万家，容易比，方便程度完全不一

样。

互联网应该是品牌商的福星，

如果把品牌做好，可以在当下更好

的发展，更容易让你的品牌走向世

界。所以互联网的存在更是福星，

从短期来看是一个挑战，从未来看

是更大的福星。

美特斯邦威服饰董事长周成建：互联网是品牌商的福星

我想花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将近 9 年，在跨国并购方面的

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教训的一些东

西。

2004 年，我们做了两个大的跨

国并购，一个是并购汤姆逊的彩

电、一个是并购阿尔卡特的手机。

这两个都是全球性的并购，当时我

们并购了汤姆逊的彩电，我们成为

全球彩电的前 3 名。另外并购阿尔

卡特的手机项目，会使我们市场份

额进入全球的前 10 名。当然这两

个并购可以让我们快速的进入欧

洲和国际的市场。

这两个并购案，当时是从能够

看得见的因素做分析。其实这些

的因素要实现，要有一些在管理系

统协调方面的能力，要能够做得

到。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大家做

事的基本准则、习惯有很大的差

异，沟通起来比较困难。所以我们

消除这种差异，整整用了 3 年的时

间，大家沟通得还比较好。

TCL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东生：并购要具备协调能力

复星高科技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商业回报是算不出来的

听上去很悲观，并购像生了癌

症，不开这个刀，可能活得不长久，

开了这个刀，可能生活好一点。其

实我觉得应该没那么悲观。

我是一个很理性的投资者，我要

算帐，如果没有一个商业的回报，我可

能是不会做的。但很多的时候，商业

回报是算不出来的。所以这时候，你

要把对方的信任度考虑进去。

我是绝对不相信，我的下属来

跟我说，我的回报是 30%、40%。更

重要的我要听你的投资和回报会

不会输，更低的底线在哪里。就在

不会输的情况下，对方的团队是否

可以信任。如果投资还能够对我

们的幸福生活带来一点的生活价

值，比如说趁这个项目可以去旅游

一下，或者是投资一个酒、普洱茶、

太极拳的项目，我都会为这些项目

加分的。

蒋锡培

云南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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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在中国个人信仰就是钱钱钱 国家信仰就是GDP》     

  2013/4/21 

凤凰网 

凤凰财经讯 4月21日，在绿公司年会上，王石谈到信仰时称，现在中国的信仰就是钱，国家信仰就是GDP，个

人来讲一切就是钱钱钱。

论坛上，黄怒波称王石是他登上珠峰的领路人，并讲述了三次登珠峰的感悟。“我在想这个过程很残酷，你

可能死亡，你有山友留在那儿，但是回去把每个人祭奠了，这个时候就升华了，残酷的登山就变成了美丽的企业，

征服了死亡的害怕，征服了死亡的恐惧，那在经历了商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伤痕累累的，但是我们都是不是很

帅，这就叫美丽商业”。

王石接着谈到，“我们一个是提到了信仰、死亡，提到了死亡之后的灵魂。我们现在中国的信仰就是钱，国家

信仰就是GDP，个人来讲一切就是钱钱钱。实际上谈到登山，谈到各位对死亡的谈到，就谈到了信仰的问题。”

前几天王石从美国打来电话，他说朱总听说你的公司要把股份卖掉吗？我说没有的事。

当初可口可乐确实给出了优厚条件：2008年，在他们准备出25亿买我们股东位置的时候，汇源每年销售额还不

到20亿元。

1992年创办汇源果汁，自己也没有想到能把它做成一个品牌，我在当时有一个意图，就是借助可口可乐这条船

把我将近40个工厂的产品卖到全世界所有它的体系中，这也是有合同在先的，如果这样做对中国的果农和果园是有

利益的。

这4年多以来，我一直坚持要把果汁做得更好，让渠道、产品更优化，既然我们的国人都爱这个品牌，那我就借

助这个机会把它做成一个大品牌。

《朱新礼：只卖果汁不卖汇源》
  2013/4/25  版位：A3   版面：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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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源果汁集团
董事长朱新礼：

只卖果汁不卖汇源

新东方集团董事长俞敏洪：

队伍不带不行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云南发展要抓住效率

东软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刘积仁：

相信中国制造业未来
冯仑是中国企业界的“段子

派”掌门，坚信所有的商业真相

和管理智慧都在“段子”里。事

实也如此，冯仑诙谐幽默的言语

间道出的是对商业独特的视角与

感悟。

“对钱表示敬意不行，还得对

诚信表示敬意，美丽商业大概就是

好人做买卖和做买卖让人学好。”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冯仑表示。

在他看来，所谓美丽商业构造

必须是好人来做这个买卖，如果不

是好人通过做买卖就变成好人，如

果买卖做大了大家都成好人。

不是企业只要做到盈利、纳

税，就算履行了企业的责任，要做

到美丽商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都

发展了，部分人有钱了，觉得有钱

了就牛，对于个人而言不是关键，

但是你得对钱表示敬意。”

早些年，冯仑和他的伙伴开始

涉及海外市场，“对于成熟的市场

经济体系来说，他们对于投资等方

面要求给我们是很大的触动。”

当时，我们带着钱去做这个

事，却发现对方怎么半天不反应，

后来慢慢知道了大家在考察，考

察你是不是合格交易对手，看你

在海外的信用卡是不是有过不良

记录，看你在中国有没有税收问

题，甚至看你说的话能不能兑现，

然后他们就到中国来看开了一个

名单，说必须把这些人请到一块

吃饭。

大概过了第三个年头才开始

谈事情，这件事给我摧残了一段时

间以后，我觉得对钱表示敬意不

行，还得对诚信表示敬意。

对于诚信而言，在冯仑的心

里已经传输到每个神经末梢，企

业的社会公益化成了其关注的新

焦点。

我们跟社会的关系，就是你的

美丽得你自己美丽，别人也美丽，

如果你自己在屋里美丽，那这事没

有办法证明，所以企业的公益化就

开始越来越多。

然后，大家就朝着美丽走了，

大家每年的公益慈善捐款就多

了。还有一个数字，现在所有国内

的私募的公益基金的数量大概将

近 1800 家。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

云正与圈内好友构思筹办中国企

业家创业者大学，并计划在两年内

办起来。这一消息，是马云在 2013
年中国绿公司年会“马云夜话”上

透露的。

同时，面对挤满厅堂的听众，

马云更耐心地授道解惑。“不要妄

想企业能够帮小企业带成大企业，

没有人会帮你的，我们也不会帮

你。世界就是这样，全靠自己努

力，努力也得有运气。现在世界上

失败的案例差不多，失败的人、成

功的人背后都有一些秘诀，所以不

要期待谁会帮你。”

马云直言，自己帮自己，才是

最大的帮助。面对会议支持人王

中军抛出的“商业的未来”的宏大

命题，马云选择了回顾梳理自己的

“触网”史。

“我从 1994 年年底开始做互联

网，那时候很多人不知道互联网是

什么，10 多年以前讲互联网，都认

为是瞎编的东西：中国实体经济都

没有做好，实体都做得那么累，怎么

跑出虚拟的网上购物？但是 10 年

前我们相信这个东西会有戏，10 年

过去了，淘宝十岁，也有点眉目

了。”

在电子商务领域取得举世瞩目

的成绩后，马云立足当下，开始思考

未来。“我对 5 年、8 年、10 年以后要

做什么特别有兴趣，因为昨天大家

拼的是记忆，未来大家拼的是想象，

想象要的是基于现实的理想。”

对于未来，马云有自己的预判

标准：所有人觉得好的时候，我觉

得灾难就临近了；所有人觉得是灾

难的时候，我觉得机会来了。

为此，喜欢想象未来的马云，

为听众简明概括了自己预判的未

来中国走势：前 30 年很顺的公司，

很可能面对后 30 年不顺的挑战。

“前 30 年部分人富起来了，富

起来的人希望未来更好，还有很多

没有富起来的人希望好起来，所以

我认为未来 30 年比前 30 年更有挑

战。”马云预警道，

而对于不那么遥远的未来，马

云充斥的是憧憬之情。“5 月 10 号

后我不再担任（阿里巴巴）CEO，所

以我现在特别期待这一天，5 月 11
号以后爱干嘛干嘛，先睡 3 个月的

觉，11 点起床，吃个早饭，睡个午

觉，再溜达一圈，吃个晚饭。”

马云笑言，休息 3 个月后会尝

试去“折腾”其他行业，“我们这些

人停不下来，预计进军的大方向一

个是教育、创业，一个是绿色、环

保，第三个可能还是投资。”

A3
2013.4.25

做买卖让人学好冯仑：

不会放弃“折腾”马云：

我认为中国制造十分重
要，因为它是中国GDP的主要
贡献者，是中国就业的组成贡
献者，也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
贡献者，也是中国许多农民能
够找到机会的贡献者。

所 以 中 国 制 造 业 的 衰
落，在某种程度上，在其他行
业还不能够崛起不能够代替
的情况下，我们重视制造业
也 就 是 重 视 中 国 经 济 的 发
展。

中国企业过去的发展，
实际上中国的民营企业都是
创新者，因为他们赚了钱，他
们有他们自己的道，创新不
一定是技术，创新有商业模

式。而创新一个很重要的概
念，就是扎扎实实的卓越的
运行，通过精细的运行，通过
扎扎实实的努力，而不要想
每一天都做乔布斯、做盖茨，
而做好我们的工作是中国的
创新之路，也是我们中国制
造业发展的一个根本之路。

我们应该相信中国制造
业，第一，是国家发展的根本
需要，第二，我们还是充满希
望，这个希望来自于中国企
业家的企业家精神。同样。
再一次以新的埋怨和压力来
看待我们新的发展，所以相
信中国制造业会有一个更好
的未来，而拉动力是创新。

商 界 论 道Bbusiness seminar

在 企 业 传 承 中 ，最 重 要
的是创新精神。上规模的集
团公司一定要有创新品质，
同时要发展文化，如果没有
文化，公司肯定发展不长远、
肯定要消失。

万 达 在 昆 明 有 大 量 投
资，并推进了多种基础设施
建设，受到了良好的评价，同
时，这次绿公司年会又选择
在昆明召开，这些都是昆明
的良好机遇，也是我对云南

感觉良好的原因。
云南与发达地区客观上

存在差距，虽然云南投资环
境有提高，但与上海、江苏、
浙江、广东相比还有差距，还
不是一流环境。

不 是 云 南 对 招 商 不 热
情，最大的问题是办事效率
较低。资本就是抓住效率，
我们如果能够在效率方面提
高一点，就可能抓住更多投
资和发展机遇。

严 肃 地 讲 ，没 有 企 业 敢
说 自 己 的 内 训 做 到 百 分 之
百。企业必须重视建设从理
论到企业轮岗的学习机制，
要挑一些企业内部能力突出
的人来带一批人，并一直循
环下去。

有 几 个 机 制 ，一 个 是 学
习机制，从理论学习到企业
的轮岗，从老带新，这个很重
要。还有要挑一些企业内部
很好的人带一批人，一直带
下去。

要 选 一 些 靠 谱 的 年 轻
人，一上来就往管理岗位上

培训。新东方把有在基层管
理经验的人，提拔到中层管
理的岗位上，精挑细选出来
以后，作为高层管理干部做
准备的。

最 重 要 还 是 带 ，一 年 到
头，带队伍很重要，我花的最
多的时间，就是给新东方的
科技企业人才，跟他们吃饭
聊天，听冯仑的讲座。

所以未来大家特别好的
是一个看到更多人才自地方，
外面来，企业的东西能够就做
好，不能带人就拉倒了，自己
一个人干也不是什么好的。

前几天王石从美国打来
电话，他说朱总听说你的公
司要把股份卖掉吗？我说没
有的事。

当初可口可乐确实给出
了优厚条件：2008 年，在他们
准备出 25 亿买我们股东位置
的时候，汇源每年销售额还
不到 20 亿元。

1992 年 创 办 汇 源 果 汁 ，
自己也没有想到能把它做成
一个品牌，我在当时有一个

意图，就是借助可口可乐这
条船把我将近 40 个工厂的产
品卖到全世界所有它的体系
中，这也是有合同在先的，如
果这样做对中国的果农和果
园是有利益的。

这 4 年多以来，我一直坚
持要把果汁做得更好，让渠
道、产品更优化，既然我们的
国人都爱这个品牌，那我就
借助这个机会把它做成一个
大品牌。

总 策 划：李 陶 策划：喻 波 彭 波
统 筹：彭 波
执行记者：南方锐 彭 波 龙 锐 普腾中木
摄 影：周明佳

在 2013 中国绿公司年会

答谢秀上，大佬们按秩序登

上舞台走秀，各具特色，风采

不凡，完美展现了企业家们

的另一面。

牛根生秀出的诙谐问候

王健林合一秀祝福

王石阔步秀

马云秀太极

柳传志庄严秀军礼

（七）焦点论坛：美丽商业：平衡价值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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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源果汁集团
董事长朱新礼：

只卖果汁不卖汇源

新东方集团董事长俞敏洪：

队伍不带不行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云南发展要抓住效率

东软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刘积仁：

相信中国制造业未来
冯仑是中国企业界的“段子

派”掌门，坚信所有的商业真相

和管理智慧都在“段子”里。事

实也如此，冯仑诙谐幽默的言语

间道出的是对商业独特的视角与

感悟。

“对钱表示敬意不行，还得对

诚信表示敬意，美丽商业大概就是

好人做买卖和做买卖让人学好。”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冯仑表示。

在他看来，所谓美丽商业构造

必须是好人来做这个买卖，如果不

是好人通过做买卖就变成好人，如

果买卖做大了大家都成好人。

不是企业只要做到盈利、纳

税，就算履行了企业的责任，要做

到美丽商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都

发展了，部分人有钱了，觉得有钱

了就牛，对于个人而言不是关键，

但是你得对钱表示敬意。”

早些年，冯仑和他的伙伴开始

涉及海外市场，“对于成熟的市场

经济体系来说，他们对于投资等方

面要求给我们是很大的触动。”

当时，我们带着钱去做这个

事，却发现对方怎么半天不反应，

后来慢慢知道了大家在考察，考

察你是不是合格交易对手，看你

在海外的信用卡是不是有过不良

记录，看你在中国有没有税收问

题，甚至看你说的话能不能兑现，

然后他们就到中国来看开了一个

名单，说必须把这些人请到一块

吃饭。

大概过了第三个年头才开始

谈事情，这件事给我摧残了一段时

间以后，我觉得对钱表示敬意不

行，还得对诚信表示敬意。

对于诚信而言，在冯仑的心

里已经传输到每个神经末梢，企

业的社会公益化成了其关注的新

焦点。

我们跟社会的关系，就是你的

美丽得你自己美丽，别人也美丽，

如果你自己在屋里美丽，那这事没

有办法证明，所以企业的公益化就

开始越来越多。

然后，大家就朝着美丽走了，

大家每年的公益慈善捐款就多

了。还有一个数字，现在所有国内

的私募的公益基金的数量大概将

近 1800 家。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

云正与圈内好友构思筹办中国企

业家创业者大学，并计划在两年内

办起来。这一消息，是马云在 2013
年中国绿公司年会“马云夜话”上

透露的。

同时，面对挤满厅堂的听众，

马云更耐心地授道解惑。“不要妄

想企业能够帮小企业带成大企业，

没有人会帮你的，我们也不会帮

你。世界就是这样，全靠自己努

力，努力也得有运气。现在世界上

失败的案例差不多，失败的人、成

功的人背后都有一些秘诀，所以不

要期待谁会帮你。”

马云直言，自己帮自己，才是

最大的帮助。面对会议支持人王

中军抛出的“商业的未来”的宏大

命题，马云选择了回顾梳理自己的

“触网”史。

“我从 1994 年年底开始做互联

网，那时候很多人不知道互联网是

什么，10 多年以前讲互联网，都认

为是瞎编的东西：中国实体经济都

没有做好，实体都做得那么累，怎么

跑出虚拟的网上购物？但是 10 年

前我们相信这个东西会有戏，10 年

过去了，淘宝十岁，也有点眉目

了。”

在电子商务领域取得举世瞩目

的成绩后，马云立足当下，开始思考

未来。“我对 5 年、8 年、10 年以后要

做什么特别有兴趣，因为昨天大家

拼的是记忆，未来大家拼的是想象，

想象要的是基于现实的理想。”

对于未来，马云有自己的预判

标准：所有人觉得好的时候，我觉

得灾难就临近了；所有人觉得是灾

难的时候，我觉得机会来了。

为此，喜欢想象未来的马云，

为听众简明概括了自己预判的未

来中国走势：前 30 年很顺的公司，

很可能面对后 30 年不顺的挑战。

“前 30 年部分人富起来了，富

起来的人希望未来更好，还有很多

没有富起来的人希望好起来，所以

我认为未来 30 年比前 30 年更有挑

战。”马云预警道，

而对于不那么遥远的未来，马

云充斥的是憧憬之情。“5 月 10 号

后我不再担任（阿里巴巴）CEO，所

以我现在特别期待这一天，5 月 11
号以后爱干嘛干嘛，先睡 3 个月的

觉，11 点起床，吃个早饭，睡个午

觉，再溜达一圈，吃个晚饭。”

马云笑言，休息 3 个月后会尝

试去“折腾”其他行业，“我们这些

人停不下来，预计进军的大方向一

个是教育、创业，一个是绿色、环

保，第三个可能还是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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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买卖让人学好冯仑：

不会放弃“折腾”马云：

我认为中国制造十分重
要，因为它是中国GDP的主要
贡献者，是中国就业的组成贡
献者，也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
贡献者，也是中国许多农民能
够找到机会的贡献者。

所 以 中 国 制 造 业 的 衰
落，在某种程度上，在其他行
业还不能够崛起不能够代替
的情况下，我们重视制造业
也 就 是 重 视 中 国 经 济 的 发
展。

中国企业过去的发展，
实际上中国的民营企业都是
创新者，因为他们赚了钱，他
们有他们自己的道，创新不
一定是技术，创新有商业模

式。而创新一个很重要的概
念，就是扎扎实实的卓越的
运行，通过精细的运行，通过
扎扎实实的努力，而不要想
每一天都做乔布斯、做盖茨，
而做好我们的工作是中国的
创新之路，也是我们中国制
造业发展的一个根本之路。

我们应该相信中国制造
业，第一，是国家发展的根本
需要，第二，我们还是充满希
望，这个希望来自于中国企
业家的企业家精神。同样。
再一次以新的埋怨和压力来
看待我们新的发展，所以相
信中国制造业会有一个更好
的未来，而拉动力是创新。

商 界 论 道Bbusiness seminar

在 企 业 传 承 中 ，最 重 要
的是创新精神。上规模的集
团公司一定要有创新品质，
同时要发展文化，如果没有
文化，公司肯定发展不长远、
肯定要消失。

万 达 在 昆 明 有 大 量 投
资，并推进了多种基础设施
建设，受到了良好的评价，同
时，这次绿公司年会又选择
在昆明召开，这些都是昆明
的良好机遇，也是我对云南

感觉良好的原因。
云南与发达地区客观上

存在差距，虽然云南投资环
境有提高，但与上海、江苏、
浙江、广东相比还有差距，还
不是一流环境。

不 是 云 南 对 招 商 不 热
情，最大的问题是办事效率
较低。资本就是抓住效率，
我们如果能够在效率方面提
高一点，就可能抓住更多投
资和发展机遇。

严 肃 地 讲 ，没 有 企 业 敢
说 自 己 的 内 训 做 到 百 分 之
百。企业必须重视建设从理
论到企业轮岗的学习机制，
要挑一些企业内部能力突出
的人来带一批人，并一直循
环下去。

有 几 个 机 制 ，一 个 是 学
习机制，从理论学习到企业
的轮岗，从老带新，这个很重
要。还有要挑一些企业内部
很好的人带一批人，一直带
下去。

要 选 一 些 靠 谱 的 年 轻
人，一上来就往管理岗位上

培训。新东方把有在基层管
理经验的人，提拔到中层管
理的岗位上，精挑细选出来
以后，作为高层管理干部做
准备的。

最 重 要 还 是 带 ，一 年 到
头，带队伍很重要，我花的最
多的时间，就是给新东方的
科技企业人才，跟他们吃饭
聊天，听冯仑的讲座。

所以未来大家特别好的
是一个看到更多人才自地方，
外面来，企业的东西能够就做
好，不能带人就拉倒了，自己
一个人干也不是什么好的。

前几天王石从美国打来
电话，他说朱总听说你的公
司要把股份卖掉吗？我说没
有的事。

当初可口可乐确实给出
了优厚条件：2008 年，在他们
准备出 25 亿买我们股东位置
的时候，汇源每年销售额还
不到 20 亿元。

1992 年 创 办 汇 源 果 汁 ，
自己也没有想到能把它做成
一个品牌，我在当时有一个

意图，就是借助可口可乐这
条船把我将近 40 个工厂的产
品卖到全世界所有它的体系
中，这也是有合同在先的，如
果这样做对中国的果农和果
园是有利益的。

这 4 年多以来，我一直坚
持要把果汁做得更好，让渠
道、产品更优化，既然我们的
国人都爱这个品牌，那我就
借助这个机会把它做成一个
大品牌。

总 策 划：李 陶 策划：喻 波 彭 波
统 筹：彭 波
执行记者：南方锐 彭 波 龙 锐 普腾中木
摄 影：周明佳

在 2013 中国绿公司年会

答谢秀上，大佬们按秩序登

上舞台走秀，各具特色，风采

不凡，完美展现了企业家们

的另一面。

牛根生秀出的诙谐问候

王健林合一秀祝福

王石阔步秀

马云秀太极

柳传志庄严秀军礼

《冯仑 公益让企业更美丽》  

  2013/4/22  版位：A18版 

冯仑是中国企业界的“段子派”掌门，坚信所有的商业真相和管理智慧都在“段

子”里。事实也如此，冯仑诙谐幽默的言语间道出的是对商业独特的视角与感悟。

“对钱表示敬意不行，还得对诚信表示敬意，美丽商业大概就是好人做买卖和做

买卖让人学好。”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表示。

在他看来，所谓美丽商业构造必须是好人来做这个买卖，如果不是好人通过做买卖就变成好人，如果买卖做大

了大家都成好人。

不是企业只要做到盈利、纳税，就算履行了企业的责任，要做到美丽商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都发展了，部分人有钱了，觉得有钱了就牛，对于个人而言不是关键，但是你得对

钱表示敬意。”

早些年，冯仑和他的伙伴开始涉及海外市场，“对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来说，他们对于投资等方面要求给我

们是很大的触动。”

当时，我们带着钱去做这个事，却发现对方怎么半天不反应，后来慢慢知道了大家在考察，考察你是不是合格

交易对手，看你在海外的信用卡是不是有过不良记录，看你在中国有没有税收问题，甚至看你说的话能不能兑现，

然后他们就到中国来看开了一个名单，说必须把这些人请到一块吃饭。

大概过了第三个年头才开始谈事情，这件事给我摧残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对钱表示敬意不行，还得对诚信

表示敬意。

对于诚信而言，在冯仑的心里已经传输到每个神经末梢，企业的社会公益化成了其关注的新焦点。

 我们跟社会的关系，就是你的美丽得你自己美丽，别人也美丽，如果你自己在屋里美丽，那这事没有办法证

明，所以企业的公益化就开始越来越多。

然后，大家就朝着美丽走了，大家每年的公益慈善捐款就多了。还有一个数字，现在所有国内的私募的公益基

金的数量大概将近1800家。

昨晚 9 点半，绿公司年会
的重头戏之一“马云夜话”上
演，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马云回答了现
场参与者的提问。

提问：什么是“商业的未来”？
马云：谢谢！这题目有点

大，商业的未来，我不知道从
哪儿讲起。我是 94 年年底开
始做互联网，那时候很多人不
知道互联网是什么，做任何
事，今天会成功的事情，我不
会做。10年后成功的事情，我
会特别有兴趣，因为坚定了方
向，一步一步往前走。

未来的机会大挑战也非
常大，我觉得互联网还有十年
可以做，当然这未必是对的。
所以我认为未来三十年，比前
三十年更有挑战。

提问：中小型企业如何发展？
马云：不要妄想别人的企

业能够帮你带成大企业，没有
人会帮你的。世界就是这样，
全靠自己努力，努力也得有运
气。有时候碰到运气，就像郭
靖吃了一条蛇的血一样，就成
功了。现在世界上失败的案
例差不多，失败的人、成功的
人背后都有一些秘诀，所以不
要期待谁会帮你，你自己帮自
己，才是最大的帮助。

提问：作为一个未来领
袖来说，应该具备什么样的
潜质？

马云：应该要脚踏实地，
是平凡也好、是伟人也好，都要
脚踏实地。不能把梦想变成
空想、乱想。很多人的梦想都
经受不住考验，人家说东就是
东，西就是西。所以梦想也得
脚踏实地。 本报记者 陈伶娜

想成为企业领袖
一定要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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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冯仑说，近几年来，我们思考更
多的是我们跟社会的关系，就是美丽
得你自己美丽，别人也美丽，如果你

自己在屋里美丽，那这事没有办法证
明，所以企业的公益化就开始越来越
多。然后大家就朝着美丽走了，每年
的公益慈善捐款就多了。现在所有

国内私募公益基金的数量大概将近
1800家，已经超过了此前公家公益
基金的数量，但在美丽了以后，底线
也要越来越高。 本报记者戴川

刘积仁
中国制造业未来是创新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刘积仁表示，中国企业
家在过去的30年间，几乎都是和一
个不完美的环境在争斗着，而每一次
都是以胜利的结果来总结我们自己
的问题。同样再一次以新的埋怨和
压力，来看待我们新的发展。所以相
信中国制造业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而拉动力是创新。 本报记者陈伶娜

在国际资本市场唱空中国背景
下，中国还有机会吗？中国在发展中
如何吸收全球化资本？招商银行行
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给出了自己
的观点。

“过去30年，中国是全球化最
大受益者。据统计，现在对外资
最有吸引力的10个国家中，已经
有8个是发展中国家。”马蔚华表
示，南亚的增长趋势还要高于东
亚，中国企业面临挑战与机遇。

马蔚华给出一组数据：上世

纪九十年代，中国利用外资和中
国资本走出去的比例是 18 比 1，
现在已经上升为2比1，国际机构
预测，今后这个比例还会发生变
化，中国资本走出去比例还将增
加，“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都遇到困境，对中国资本走出
去是很好的机遇。”

马蔚华认为，中国企业目前
遇到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
比新兴市场其他国家减弱等问
题，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减少，中

国企业对外投资显得尤为重要，
金融危机之后，是中国企业走出
去最好的时机。“经过金融危机，
西方国家意识到不能只靠虚拟经
济，还需要再工业化，但面临资金
不足的尴尬，他们欢迎中国资本
进入，这就是中国资本的机会。”

而新兴市场方面，在发达国家资本
收紧的情况下，也很希望中国企业家带
着中国资本走出去，让中国发展红利与
全球资源形成更好结合。

首席记者杨抒燕

昨日下午，万科企
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主席王石在“美
丽商业：平衡价值与利
益”的焦点讨论上表
示，既要坚持底线也希
望能够做大是要熬
的。企业家除了赚钱，
还应该有信仰。如果
缺少了信仰，把信仰当
做GDP，把信仰当做
为了赚钱，把一切牺牲
了，这是很糟糕的。

一位听众提问：我是搞通信的，
在企业发展中，我现在如果坚守我的
底线和伦理价值，我做一个亿，会做
得很好。但是如果我突破底线，我可
以做10个亿，20个亿，我该如何选择？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主席王石亮明自己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说，你突破底
线能做 10 个亿、20 个亿，你突破

底线能做 100 个亿吗？1000 个亿
吗？假定您做到 1000 个亿，你能
守得住吗？底线是要坚持的，你
坚持了底线，才能做到 100 个亿、
1000个亿，才能发展。

第二个观点，坚持底线也能
够做到 100 亿、1000 亿的，那要熬
的。伟大是熬出来的。

我们企业家应该有信仰。中

国现在的问题是普遍的信仰缺失。
谈我们美丽的商业，如果缺少了信
仰，把信仰当做GDP，把信仰当做为
了赚钱，一切为了赚钱和GDP，把一
切牺牲了，这是很糟糕的。我们更
应该自我检讨，如何从野蛮成长到
赚钱盈利承担责任，培养我们信用
的价值体系，我们过去存在很大问
题，就是我们的信用危机。

在“美丽商业”焦点论坛上，
中坤投资董事长黄怒波表示，征
服了死亡的恐惧每个人都伤痕累
累，这就叫美丽商业。会后，他简
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谈及本报曾报道过的其与普
洱市签订的 500 亿高端旅游休闲
度假项目，黄怒波表示，旅游地产
是未来地产业的方向，尤其在云

南这样山青水绿的地方，旅游地
产更是前景无限。之所以选择在
普洱投资，看中的不只是云南的
购买群体，更有全国乃至全世界
对云南的关注，关注就是生产力。

黄怒波表示，中国的城镇化
速度非常快，尤其在旅游地产开
发方面，中国还有巨大的发展空
间，旅游地产还有一个特质就是

不可替代性，旅游的魅力就在于
它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景，所
以从长远看，不容易形成泡沫。

焦点论坛结束之时，云南红
苹果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
瑜琼盛情邀请台上几位嘉宾去昭
通考察风土人情，会后黄怒波表
示，相信一定会有机会联合与会
企业家一起去昭通走走。

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朱新礼说：“中午的时候，有媒体
朋友看见我，他说，朱总你汇源果
汁还卖吗？我说我天天在卖。他
说，不是果汁，是你的公司。周一
晚上的时候，王石从美国打来电

话，他说，朱总听说你的公司要把
股份卖掉？我说没有的事，我没有
在任何时候说把公司卖掉的话。”

汇源果汁在2008年的时候因为
可口可乐出了一个很高的价钱买我们
的这个股东的位置。我还有一个意图

就是借助可乐这条船，把我将近40个
工厂通过可口可乐卖到全世界所有
可乐的体系里，这是有合同在先的，
这样做对中国的果农和果园是有利
益的。所以这4年以来，我一直坚持要
把果汁做得更好，让渠道、产品更优化。

黄怒波 会考虑去昭通考察

朱新礼 只卖果汁不卖汇源

冯仑 公益让企业更美丽

马蔚华 中国资本走出去面临双重机会

最新发布的全球制造业竞争力
指数研究报告中，中国的制造业在
当前和未来5年内均被视为竞争力
最强劲的国家。但是，劳动力成本
上升等因素使得“中国制造”的魅力
光环逐渐消退，“中国制造”的明天
在哪里？

中国制造业
发展要“放水养鱼”

论 道

刘永好
转型变革让国内外并行

新希望集团近年来迈开了其全
球化步伐，该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
论坛上表示，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
公司在国内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如
今也开始加快了在全球的投资步
伐，目前在南非、土耳其、巴基斯坦、
俄罗斯、印度等国都已经或正在进
行投资。中国的养殖业门槛低，竞
争充分，但具有中国企业勤奋努力
的基因，在国外的投资也显现出了
一些优势，“别人每天干 4 小时，我
们干8小时。”目前在国外的投资回
报率和利润率甚至高于国内。他表
示，希望海外的投资与国内的投资
发展双向并行，共同发展。

而对于制造业的前景，他认为，
越是传统产业，越需要创新与变革。

周成建
互联网不是克星是福星

随着淘宝大军规模的扩大，很多
实体店沦为网购者的“试衣间”。“无论
怎么活，都要活下去”，对于这个问题，
上海美特斯邦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成建乐观回应。他表示：“其实我个
人认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产业，什么
样的产品，核心是产品品质的问题”。

周成建表示，如今制造业需要
面对互联网及电子商务的发展；面
对国际化的竞争，即全球制造业升
级；面对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变化。
这对于固有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方式
是一个颠覆，但同时也是机会。只
要企业拥有创新能力，互联网就不
是企业的克星而是福星。

杨绍鹏
放水养鱼激发创业热情

海丰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
主席杨绍鹏认为，中国的制造业最
大问题在于：“现在谁还有创业的激
情？谁还想创业？如果大家都不想
创业，20 年以后，还会有大的企业
出来么？”如果没有从零开始，就没
有中国制造业的前途。如今，企业
面临众多门槛，这不仅仅是企业的
问题，还是社会环境的问题。只有

“放水养鱼”，激发对于制造业的创
业热情，让创业者的梦能够实现，才
会有中国制造业的未来。

议题主席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周明佳摄

观 点

《冯仑：做买卖让人学好》
  2013/4/25  版位：A3   版面：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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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怒波 会考虑去昭通考察》
  2013/4/22  版位：A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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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丽商业”焦点论坛上，中坤投资董事长黄怒波表示，征服了死亡的恐惧每个人都伤痕累累，这就叫美丽

商业。会后，他简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谈及本报曾报道过的其与普洱市签订的500亿高端旅游休闲度假项目，黄怒波表示，旅游地产是未来地产业的

方向，尤其在云南这样山青水绿的地方，旅游地产更是前景无限。之所以选择在普洱投资，看中的不只是云南的购

买群体，更有全国乃至全世界对云南的关注，关注就是生产力。

黄怒波表示，中国的城镇化速度非常快，尤其在旅游地产开发方面，中国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旅游地产还有

一个特质就是不可替代性，旅游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景，所以从长远看，不容易形成泡沫。

焦点论坛结束之时，云南红苹果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瑜琼盛情邀请台上几位嘉宾去昭通考察风土人情，

会后黄怒波表示，相信一定会有机会联合与会企业家一起去昭通走走。

    

新浪财经讯 4月21日下午消息 绿公司年会今日在昆明城郊举行。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怒波在“美丽

商业：平衡价值与利益”焦点论坛上表示，征服了死亡的恐惧每个人都伤痕累累的，这就叫美丽商业。

以下是其讲话摘录：

黄怒波：因为我登三次，所以我感谢珠峰，所以我这次再也不回来了。所以这次回来我就说我要看死去的牦

牛。后来活佛告诫我，跟你们汉人一样，人死了49天，人的灵魂就走了，现在剩下的就是石头在那么。这次我说，

那活佛说你上去可以，但是活佛告诉我，人死了，49天之后就不再了。当时坑里死了个牦牛，然后我就把哈达给它

系上了，然后那个牛就活了，跟着我们那个藏族的人就渗得慌。我在想这个过程很残酷，你可能死亡，你有山友留

在那儿，但是回去把每个人祭奠了，这个时候就升华了，残酷的登山就变成了美丽的企业，征服了死亡的害怕，征

服了死亡的恐惧，那在经历了商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伤痕累累的，但是我们都是不是很帅，这就叫美丽商业，

你就平衡了。谢谢！

昨晚 9 点半，绿公司年会
的重头戏之一“马云夜话”上
演，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马云回答了现
场参与者的提问。

提问：什么是“商业的未来”？
马云：谢谢！这题目有点

大，商业的未来，我不知道从
哪儿讲起。我是 94 年年底开
始做互联网，那时候很多人不
知道互联网是什么，做任何
事，今天会成功的事情，我不
会做。10年后成功的事情，我
会特别有兴趣，因为坚定了方
向，一步一步往前走。

未来的机会大挑战也非
常大，我觉得互联网还有十年
可以做，当然这未必是对的。
所以我认为未来三十年，比前
三十年更有挑战。

提问：中小型企业如何发展？
马云：不要妄想别人的企

业能够帮你带成大企业，没有
人会帮你的。世界就是这样，
全靠自己努力，努力也得有运
气。有时候碰到运气，就像郭
靖吃了一条蛇的血一样，就成
功了。现在世界上失败的案
例差不多，失败的人、成功的
人背后都有一些秘诀，所以不
要期待谁会帮你，你自己帮自
己，才是最大的帮助。

提问：作为一个未来领
袖来说，应该具备什么样的
潜质？

马云：应该要脚踏实地，
是平凡也好、是伟人也好，都要
脚踏实地。不能把梦想变成
空想、乱想。很多人的梦想都
经受不住考验，人家说东就是
东，西就是西。所以梦想也得
脚踏实地。 本报记者 陈伶娜

想成为企业领袖
一定要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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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冯仑说，近几年来，我们思考更
多的是我们跟社会的关系，就是美丽
得你自己美丽，别人也美丽，如果你

自己在屋里美丽，那这事没有办法证
明，所以企业的公益化就开始越来越
多。然后大家就朝着美丽走了，每年
的公益慈善捐款就多了。现在所有

国内私募公益基金的数量大概将近
1800家，已经超过了此前公家公益
基金的数量，但在美丽了以后，底线
也要越来越高。 本报记者戴川

刘积仁
中国制造业未来是创新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刘积仁表示，中国企业
家在过去的30年间，几乎都是和一
个不完美的环境在争斗着，而每一次
都是以胜利的结果来总结我们自己
的问题。同样再一次以新的埋怨和
压力，来看待我们新的发展。所以相
信中国制造业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而拉动力是创新。 本报记者陈伶娜

在国际资本市场唱空中国背景
下，中国还有机会吗？中国在发展中
如何吸收全球化资本？招商银行行
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给出了自己
的观点。

“过去30年，中国是全球化最
大受益者。据统计，现在对外资
最有吸引力的10个国家中，已经
有8个是发展中国家。”马蔚华表
示，南亚的增长趋势还要高于东
亚，中国企业面临挑战与机遇。

马蔚华给出一组数据：上世

纪九十年代，中国利用外资和中
国资本走出去的比例是 18 比 1，
现在已经上升为2比1，国际机构
预测，今后这个比例还会发生变
化，中国资本走出去比例还将增
加，“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都遇到困境，对中国资本走出
去是很好的机遇。”

马蔚华认为，中国企业目前
遇到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
比新兴市场其他国家减弱等问
题，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减少，中

国企业对外投资显得尤为重要，
金融危机之后，是中国企业走出
去最好的时机。“经过金融危机，
西方国家意识到不能只靠虚拟经
济，还需要再工业化，但面临资金
不足的尴尬，他们欢迎中国资本
进入，这就是中国资本的机会。”

而新兴市场方面，在发达国家资本
收紧的情况下，也很希望中国企业家带
着中国资本走出去，让中国发展红利与
全球资源形成更好结合。

首席记者杨抒燕

昨日下午，万科企
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主席王石在“美
丽商业：平衡价值与利
益”的焦点讨论上表
示，既要坚持底线也希
望能够做大是要熬
的。企业家除了赚钱，
还应该有信仰。如果
缺少了信仰，把信仰当
做GDP，把信仰当做
为了赚钱，把一切牺牲
了，这是很糟糕的。

一位听众提问：我是搞通信的，
在企业发展中，我现在如果坚守我的
底线和伦理价值，我做一个亿，会做
得很好。但是如果我突破底线，我可
以做10个亿，20个亿，我该如何选择？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主席王石亮明自己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说，你突破底
线能做 10 个亿、20 个亿，你突破

底线能做 100 个亿吗？1000 个亿
吗？假定您做到 1000 个亿，你能
守得住吗？底线是要坚持的，你
坚持了底线，才能做到 100 个亿、
1000个亿，才能发展。

第二个观点，坚持底线也能
够做到 100 亿、1000 亿的，那要熬
的。伟大是熬出来的。

我们企业家应该有信仰。中

国现在的问题是普遍的信仰缺失。
谈我们美丽的商业，如果缺少了信
仰，把信仰当做GDP，把信仰当做为
了赚钱，一切为了赚钱和GDP，把一
切牺牲了，这是很糟糕的。我们更
应该自我检讨，如何从野蛮成长到
赚钱盈利承担责任，培养我们信用
的价值体系，我们过去存在很大问
题，就是我们的信用危机。

在“美丽商业”焦点论坛上，
中坤投资董事长黄怒波表示，征
服了死亡的恐惧每个人都伤痕累
累，这就叫美丽商业。会后，他简
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谈及本报曾报道过的其与普
洱市签订的 500 亿高端旅游休闲
度假项目，黄怒波表示，旅游地产
是未来地产业的方向，尤其在云

南这样山青水绿的地方，旅游地
产更是前景无限。之所以选择在
普洱投资，看中的不只是云南的
购买群体，更有全国乃至全世界
对云南的关注，关注就是生产力。

黄怒波表示，中国的城镇化
速度非常快，尤其在旅游地产开
发方面，中国还有巨大的发展空
间，旅游地产还有一个特质就是

不可替代性，旅游的魅力就在于
它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景，所
以从长远看，不容易形成泡沫。

焦点论坛结束之时，云南红
苹果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
瑜琼盛情邀请台上几位嘉宾去昭
通考察风土人情，会后黄怒波表
示，相信一定会有机会联合与会
企业家一起去昭通走走。

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朱新礼说：“中午的时候，有媒体
朋友看见我，他说，朱总你汇源果
汁还卖吗？我说我天天在卖。他
说，不是果汁，是你的公司。周一
晚上的时候，王石从美国打来电

话，他说，朱总听说你的公司要把
股份卖掉？我说没有的事，我没有
在任何时候说把公司卖掉的话。”

汇源果汁在2008年的时候因为
可口可乐出了一个很高的价钱买我们
的这个股东的位置。我还有一个意图

就是借助可乐这条船，把我将近40个
工厂通过可口可乐卖到全世界所有
可乐的体系里，这是有合同在先的，
这样做对中国的果农和果园是有利
益的。所以这4年以来，我一直坚持要
把果汁做得更好，让渠道、产品更优化。

黄怒波 会考虑去昭通考察

朱新礼 只卖果汁不卖汇源

冯仑 公益让企业更美丽

马蔚华 中国资本走出去面临双重机会

最新发布的全球制造业竞争力
指数研究报告中，中国的制造业在
当前和未来5年内均被视为竞争力
最强劲的国家。但是，劳动力成本
上升等因素使得“中国制造”的魅力
光环逐渐消退，“中国制造”的明天
在哪里？

中国制造业
发展要“放水养鱼”

论 道

刘永好
转型变革让国内外并行

新希望集团近年来迈开了其全
球化步伐，该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
论坛上表示，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
公司在国内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如
今也开始加快了在全球的投资步
伐，目前在南非、土耳其、巴基斯坦、
俄罗斯、印度等国都已经或正在进
行投资。中国的养殖业门槛低，竞
争充分，但具有中国企业勤奋努力
的基因，在国外的投资也显现出了
一些优势，“别人每天干 4 小时，我
们干8小时。”目前在国外的投资回
报率和利润率甚至高于国内。他表
示，希望海外的投资与国内的投资
发展双向并行，共同发展。

而对于制造业的前景，他认为，
越是传统产业，越需要创新与变革。

周成建
互联网不是克星是福星

随着淘宝大军规模的扩大，很多
实体店沦为网购者的“试衣间”。“无论
怎么活，都要活下去”，对于这个问题，
上海美特斯邦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成建乐观回应。他表示：“其实我个
人认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产业，什么
样的产品，核心是产品品质的问题”。

周成建表示，如今制造业需要
面对互联网及电子商务的发展；面
对国际化的竞争，即全球制造业升
级；面对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变化。
这对于固有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方式
是一个颠覆，但同时也是机会。只
要企业拥有创新能力，互联网就不
是企业的克星而是福星。

杨绍鹏
放水养鱼激发创业热情

海丰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
主席杨绍鹏认为，中国的制造业最
大问题在于：“现在谁还有创业的激
情？谁还想创业？如果大家都不想
创业，20 年以后，还会有大的企业
出来么？”如果没有从零开始，就没
有中国制造业的前途。如今，企业
面临众多门槛，这不仅仅是企业的
问题，还是社会环境的问题。只有

“放水养鱼”，激发对于制造业的创
业热情，让创业者的梦能够实现，才
会有中国制造业的未来。

议题主席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周明佳摄

观 点

《黄怒波：征服死亡恐惧伤痕累累就是美丽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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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焦点论坛：美丽商业：平衡价值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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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溯宁：企业早期可以为机会放低信仰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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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京：回归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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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讯 4月21日下午消息 绿公司年会今日在昆明城郊举行。中国宽带资本董事长田溯宁在“美丽商业：平
衡价值与利益”焦点论坛上表示，在企业早期的时候，不应为了机会放弃自己的底线，把自己的信仰和尊严放低。

以下是其讲话摘录：
田溯宁：这段时间我是想的很多，是97年的时候中国互联网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全国的用户只有4—

5百万人，当时邮电部有一个意见，要做一个内部沟通的网络，另一种就是跟世界都能联系的，如果做两个网对我们
公司的利益是更大的，我们可以一件事做两个，但是当时我记得这种道德的所谓的悖论让我想过很多的问题，后来
我再想一想什么是正确的事，所谓的169的网做了一段时间就慢慢没有开展起来，我再想如果当时我们走了一条道
路，把中国的互联网分成两半，一半是跟国际相连的，一半是跟中国相连的，我想很多有些的企业就不可能在这个
往来出来，我想因为参与了这种决策，但是我反思我在处理这种矛盾的问题的时候，我并没有非常的强烈，但是我
并没有全力以赴否定所谓169这个网络，但是中国幸运的是没有走这条道路来封锁道路。

但是在企业早期的时候，你为了机会，为了自己，你还是应该放弃自己的底线，而且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你，
你能把自己的信仰和尊严放低点，来影响整个行业的政策和行业本身。我在想未来十年，我一定会把这个坚定起
来，但我实际上想，如果用这样的例子上讲，我最近在参与两个所谓的工作，比如我们利用防火墙，我们把谷歌[微
博]挡在外头，是不是也会犯当时的错误，所以我们的从业者应该去考虑，你说的话很多人会不高兴，我认为未来十
年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哪怕没有做得到，但是提出这个问题本身我觉得都是应该我们这些，中国过去的改革开放的
从业者应该做的。

新浪财经讯 4月21日下午消息 绿公司年会今日在昆明城郊举行。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
文京在“美丽商业：平衡价值与利益”焦点论坛上表示，商业是美丽的，因为它是一个完全的创造的过程，也是一
件惠及社会的事情，还是一个不断丰富我们自身生人生价值的过程。应回归商业的本质，就是为客户创造价值。

以下是其讲话摘录：
王文京：按照主持人开始，我们就从非名牌大学开始。今天这个主题非常好，我想在座的企业家都有多年的商

业的经历，我到今年是做的25年，我认为商业是美丽的，因为它是一个完全的创造的过程，它也是一件惠及社会的
事情，还是一个不断丰富我们自身生人生价值的过程。我不太会讲故事，但我还是试图讲一下。

因为副标题是平衡商业价值和利益，正好我们公司去年的7月份，我们每年一度的经理夏令营在天津举办，我们
每年的7月份就是公司作为中层以上的经理主管，包括专家都会有这样的一次夏令营，我们每年的夏令营都会研讨一
个公司发展里面最基本的问题，大家形成共识。去年我们夏天的夏令营的议题就是一切基于创造客户价值。大家听
了以后可能会觉得这么一个基本的问题，这么一个常识的问题，在公司已经发展了24年之后还拿来研讨，是不是太
晚了，确实我觉得是晚了点，但是我也觉得特别的必要，因为这个主题当时是我确定的，因为我发现我们自身在公
司的经营发展里边，因为我们的在无目标，因为我们各种各样的绩效的考核，特别是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每个季度
的成绩单，实际上跟我们有很多的行为有联系。我就看到我们的机构，可能为了追求当年、当季的财务业绩指标把
一些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东西可能忘了。就我们周围一家软件公司来讲，核心就是两件事做更有价值的产品提供给我
们的客户，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恰恰也是我们达成良好财务业绩，如果我们恰恰在这个方面做好了做对了，对我们的
奖赏，对我们的肯定，但是因为我们的手段，我们的考评、绩效考核往往容易让我们把这两者的关系搞混了，甚至
说异化了。

研讨的结果大家都认同这一点，我们都回归商业的本质，构造要回归到我们的原点，就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商
业美丽里边的第二个方面，商业汇集社会的基础在哪里？因为为客户创造了好的价值，为客户提供的好的产品，所
以最后我们形成的最后共识就是回归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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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导师论坛及夜话

              论坛概况

导师讲坛   转型：大象的舞蹈  

战略导师：

王健林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主持人：

唐   越  蓝山中国资本创始合伙人

导师讲坛   创业：从梦想到现实

创业导师：

俞敏洪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新东方教育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主持人：

夏   华   依文集团董事长

马云夜话： 商业的未来

分享人：

马   云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主持人：

王中军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正和岛夜话：企业家精神与制度演进

分享嘉宾：

朱新礼  中国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

王   石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黄怒波  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田溯宁  中国宽带资本董事长

王文京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主持人：

胡葆森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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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道情况2

 《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论坛》
  播出时间：2013/4/23
  播出栏目：云南新闻联播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Q3MDE2MDE2.html

云南卫视

《万达王健林：买香港公司的确是为上市》
  2013/4/22 

第一财经日报

昨日下午（4月21日），在昆明举行的“绿公司年会”上，来自地产界的企业家对房地产调控、企业自身的经

营、行业并购、海外投资等话题作出了回应。

王石：把万科的速度拉下来是好事

昨日下午，身着灰色西服、戴着黑框眼镜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王石主持了一场名为“美丽商

业”的论坛，虽然时不时和嘉宾一起哈哈大笑，但回答问题时仍然颇为谨慎。

在被问及遭遇成本上升、政府管控房价时开发商的态度时，王石表示，中国调控影响力大，具有很多不确定

性，但企业经营不能有太多不确定性。他说，万科目前的矛盾在于，制造能力与销售能力之间有差距，制造赶不上

销售，当房地产疯狂，土地价格狂飙，开发商在价格上难于把控，而一旦泡沫破灭，万科也不能幸免。“所以，我

赞成调控，把万科的速度拉下来，也是好事。”王石说。

“房地产商是很容易入狱的，受贿也是很容易判刑的，如果要坚持底线，那还是要继续坚持。”这一场论坛的

主题是“平衡价值与利益”，王石重提了“行贿”的话题，“因为我不行贿，我拿不到好的地，拿到不好的地价格

还很贵，但正因为你在市区拿不到地，在郊区拿的地还贵，那你只好在市场上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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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云南发展要抓住效率》
  2013/4/25  版位：3版   版面：特别报道 

云南经济日报 

在企业传承中，最重要的是创新精神。上规模的集团公司一定要有创新品质，同时要发展文化，如果没有文

化，公司肯定发展不长远、肯定要消失。

万达在昆明有大量投资，并推进了多种基础设施建设，受到了良好的评价，同时，这次绿公司年会又选择在昆

明召开，这些都是昆明的良好机遇，也是我对云南感觉良好的原因。

云南与发达地区客观上存在差距，虽然云南投资环境有提高，但与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相比还有差距，还

不是一流环境。

不是云南对招商不热情，最大的问题是办事效率较低。资本就是抓住效率，我们如果能够在效率方面提高一

点，就可能抓住更多投资和发展机遇。

王健林：买香港公司的确是为上市

万达集团旗下的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将成香港上市公司恒力商业地产（00169.HK）控股股东，这

是在A股上市遥遥无期的情况下，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近期做出的香港买壳决定。

王健林昨日在会场一改严肃本色，主动要求全程站着回答问题，并强调“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对于万达购

买香港公司的最终目的，他笑着说：“买香港公司当然是为了上市，脑子又没问题，不是为了上市买香港公司干什

么？”

与此前一样，王健林昨日也强调说，万达谋求上市并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希望给高管和小股东一些激励，同时

是为了“流动性”。

他还称，未来8~10年内，万达将在纽约、东京、伦敦等全球十大城市打造万达广场，而2015年时，开业的万达

广场就要达到140个。对于业界对其由来已久的资金疑虑，王健林回应说：“在中国，万达是银行授信额度最高的国

内企业。”

黄怒波：冰岛项目最后期限为5月31日

“冰岛的项目我们一直在谈判，一些协议一直在修改，5月31日如果再不签协议，这个项目我就再不谈了。” 

在昆明21日举行的2013年中国绿公司年会间隙，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告诉记者。黄

怒波个人认为，能够成功签订协议的可能性是60%～70%。

黄怒波称，在过去两年里，赴冰岛旅游的中国旅游者比此前已经增长了1～2倍，这在证明中国出国旅游的消

费需求不断增长的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虽然冰岛项目未能顺利进行，但中坤国际化布局的战略并没有错。

如果冰岛的谈判最后没能成功，中坤集团还将继续考虑在北欧如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等地，以及在美国寻找机

会。他表示，虽然北欧目前的经济环境不景气，但10年以后，北欧经济复苏，将拥有巨大的市场机会。

同时，黄怒波也指出，对于海外投资的旅游地产项目，房地产企业不应该有过高的盈利预期，这是由于欧美地

区相关体系更为健全完善。过去10年，中国房地产的暴利式发展是建立在中国廉价的劳工、低价的土地成本和对生

态环境的破坏之上。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政治稳定和双边关系，其次是了解当地法律法规、

劳工制度，并与当地环境、社区融为一体。“中国企业要学习在国际环境中当好孩子。”黄怒波说。

（八）导师论坛及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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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商业社会的发展，信息经济时代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原有商业模式、经营理念与现实需
求间开始出现明显脱节，“转型”成为企业界热议的关键词。

企业家究竟应该如何把握转型过程中的诸多要点？近日，在云南昆明举行的2013年绿公司年会上，万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接受商报记者现场采访，分享了万达过去25年的转型经验。

建设企业文化是必经之路
以商业地产起家的房地产龙头企业万达集团，正在努力摆脱人们对万达的传统印象。在王健林的规划中，10年

后，万达集团旗下的旅游、文化和商业板块营收所占比重，将超过整个集团营收的50%。
“这是万达未来转型的方向，同样也是转型带来的结果。”王健林在绿公司年会现场表示。
据王健林介绍，过去25年，万达之所以能从一家单纯的商业地产开发公司，发展成为一家集旅游、文化产业、

物流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国际化公司，主要归功于万达过去25年曾经历的4次转型。
第一次转型是在1993年，彼时，王健林刚刚带着万达团队从老本营大连转战广东，通过这次转型，万达实现了

从一个区域公司向全国公司的转变。
第二次转型是在2000年，通过转型，万达从一家单纯的房地产公司，开始转向其他领域和产业。
第三次转型是在2008年，万达开始着力于集团在物流行业的发展，而通过转型，万达也开始形成成熟完善的企

业文化和未来发展战略。
第四次转型则是从万达2010年的年会开始，当时万达的转型目标主要是为了实现国际化，将万达在未来发展成

为一家国际型的综合性公司铺路，这一阶段的转型到什么时候才算成功，目前尚且难说。
“‘转型’这两个字几乎伴随着万达过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而通过这连续四次的转型，万达得以从一家单纯

的区域性地产公司，发展成如今集商业地产、高级酒店、旅游投资、文化产业、连锁百货等产业为一体的综合性龙
头企业。”王健林在年会现场告诉商报记者。

在他看来，如今的很多企业都面临转型困惑，“以万达过去的转型经验来看，文化转型是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最
关键的一步，同样也是企业转型过程中的必经之路，任何一个行业、一家企业，没有文化是不可能发展的，万达前
两次转型都不算是最重要的，但从第三次转型开始，走的每一步都是关键。”王健林坦言。

但王健林表示，文化转型对于企业而言，同样也是转型过程中最大的难点。“业务上的转型，只要人才方面能
保证，有相应的资源，这些都很容易实现，但文化上的转型牵扯到企业文化的建设或重塑、企业精神和战略上的调
整，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情。”他说。

为了能在文化上顺利完成转型，万达在最近几年一直致力于人才建设，“只有保证人才的专业性，由高素质的
员工共同参与文化的建设和塑造，才能保证文化在发展和调整过程中的科学性和被认同程度。”

革新并不意味着抛弃
除了要认清文化转型的重要性之外，在王健林看来，尽管转型对于企业而言意味着革新，但当下很多企业家却

将革新这样一种转型过程中的手段，片面地理解成抛弃一切，这样的想法比较危险。
“事实上，就万达过去的转型而言，无论是做电影、娱乐公园，还是做主题乐园、工厂，都是在围绕一个主业

去做。”王健林表示，尽管任何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都充斥着调整，但这样的变革往往需要建立在原有产业的基础之
上，完全的抛弃意味着将之前的努力结果付诸一炬，对于任何企业而言，都是难以承受的成本。

因此，在他看来，当一家企业在觉醒转型之时，你可以将之前的产品、计划等束之高阁，但最好不要彻底抛
弃。“有句话叫‘术业有专攻’，一家公司的本事再大，也不可能涉足所有行业，就好比万达，我们目前主要涉及
的产业有三个，地产、酒店和旅游，所以在接下来看得见的10年内，我们任何的转型和升级都会坚持在这三个领域
范围内。”他说。

“就以公司人才架构上的转型为例，我之前曾讲过一句话，所有成功都是人的成功；所有失败的行为，都是人
的失败造成的。万达的转型尤其强调人才建设，但这样的人才建设，并不意味着大刀阔斧地裁员或换血，而是通过
岗位、薪酬等方面的调整，在原有基础上逐步推动转型。”他表示。

他就此举例：如今的万达管理团队，在跟人才签约之时就会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约定一个机制。比如只要是
管理者所在团队创造的利益，会拿出10%奖励给管理者，而针对以前的管理团队，我们也同样会制定相应的加薪机

《万达转型启示录：文化先行》
  2013/4/29  版位：16版   版面：公司治理

重庆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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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把他们都放在一个同样的竞争平台上，长此以往，就会形成稳定、高效，且与企业文化和精神高度契合的固定
管理团队，到那时，就可以算是完成了公司管理人才架构上的转型。

不要拘泥于商业模式
“在很多企业的转型过程中，都习惯性地将注意力集中到商业模式的探索上，老喜欢去探求企业有没有标准的

商业模式，我并不认同这样的理解和做法。”王健林直言不讳。
在他看来，首先，每家企业都有各自不同的商业模式，这种商业模式是根据企业的产品、长期的管理逐渐形成

的一种运营模式，并没有任何一种标准的模式可以同时适用于很多家企业；其次，即便是一家企业已经形成了固定
的商业模式，但这种模式随时都可能根据企业发展到不同阶段、或面临新的情况而发生改变。“世上本就没有标准
的商业模式，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把重点放在寻找标准的商业模式上，在我看来是非常愚蠢的。”他说。

在王健林看来，无论是万达在转型过程中尝试多元化、专业化，还是半专业化、国际化，任何的探索和举措，只
要促进了公司的发展和运作，对于万达而言，就都是最好的商业模式。“无所谓非得要多元化、国际化，当企业发展
到一定程度，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是企业发展状况决定的，不是商业模式决定的。”他现场告诉商报记者。

“万达过去经历的四次转型，以及未来可能会开启的转型，都是根据万达当下所处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决策，转
型的目标和转型后的商业模式，也都是万达通过自身的实践探索出来的，而非简单地去复制一些大公司的模式。”
他表示。

纵深转型最重要是未雨绸缪
“无论是从万达的身上，还是从联想等中国当下很多做得比较好的民营企业身上，我们在他们的转型过程中都

看到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转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就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市场潜在的一些变化，从而早早就开
始为转型铺路，未雨绸缪对于企业转型非常关键。”重庆大学管理学教授彭小兵昨日在接受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因为缺乏未雨绸缪的洞察力最终痛失转型机遇、遭遇挫折的案例不胜枚举。”他表示，比如诺基亚、夏普等
一些以前的巨无霸企业，就是因为没有敏锐察觉到市场的变化、及时进行转型升级，才会在很短时间内，被后来者
居上，从辉煌的巅峰跌落。

其次，在彭小兵看来，企业的转型还需要企业家保持追求卓越的愿景，要有主动去求新求变的欲望。“现在有
一些企业家从创业最初就抱着小富即安的想法，想着只要自己衣食无忧就够了，往往在企业面对转型好时机时，因
为缺乏将企业做大做强的动力而安于现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企业的转型之路。”他说。

《王健林一定在2020年退休  不一定自家人接班》
  2013/4/22  版位：A17版    

春城晚报

没有架子，说一不二，这是中国绿公司年会参会企业家们对王健林的评价。
一身笔挺的中山装，一个多小时站着回答问题的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健林明年就60岁了，这个创造了万达商业传奇的男人，用他的智慧、真诚和强烈
的个人魅力，让他在2013绿公司年会导师论坛——“转型：大象的舞蹈”座无虚
席，兑现了他“不让你们白来”的承诺。

 8至10年万达酒店开遍全球

“3场论坛同时举行，我要让你们来到这个厅绝对值！”王健林开篇先为自己
做起了广告，引得场内企业家们一阵掌声。

所谓大象的舞蹈，就是一部万达的转型史。王健林透露，到今年年底，万达
投资将超过100个城市，几乎覆盖全国所有省市。他用大象的舞蹈总结万达创业
至今25年经历的四次转型。

1993年，万达走出大连，到广东发展，从一个区域公司，向连锁公司迈进，
收入从10多亿元增至百亿元；2000年，万达从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转变为以不
动产为主业的公司，向商业地产进军。万达也自此提出要做百年企业，“自持商

（八）导师论坛及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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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可以让我们顶住各种周期调控，去年万达是全球持有不动产的第二名，明年将成为全球最大，我们现在每年有
20个广场、10多个酒店开业，到2020年，租金收入将接近400亿元，其中200亿元为稳定的净利润；2008年，万达
进入旅游文化产业，现在全国投资了五六个商业地产项目，其中包括2015年开业的云南西双版纳项目；从2010年开
始，万达走上国际化之路，开始了一系列的海外并购。”

他宣布了一个宏伟计划，在8至10年内，万达将在全球主要城市打造中国品牌的万达酒店，“目前在洛杉矶、纽
约、伦敦泰晤士河南部的3个项目已经签订相关文件。”

普通员工每年涨薪100%

作为一个中国现代创业家，拥有3000亿元资产，100多亿元净利润，守着自持商业即使不用创新也能盈利，为
什么王健林还要孜孜不倦地奋斗？

“其实就是一个梦想，不管是中国梦还是民族复兴，都要有一批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企业才能实现。”王健林
表示，美国最多时候有接近300家世界500强，把美国产品、生活方式传递到全世界，“中国公司如果没有影响力，
就不能实现民族复兴”。

1954年出生的王健林幽默地开玩笑说，自己本来准备干到1000亿元就退休，结果3年时间就做到了，“我承
诺，到2020年，我一定退休！”

“赚钱也要让员工富起来，我们的员工每年涨薪100%，管理层每年加薪40%。”王健林骄傲地表达了万达的求
贤若渴。

接班的不一定要自家人

对于公众最关心的接班人问题，王健林坦言这也是自己目前最担忧、最焦虑的问题。
“其实，我不是一个传统企业家，万达也不是一定要传给自己的孩子，我可以选职业经理人。”王健林表示，

遗憾的是，万达目前的总裁和自己年龄差距不大，而旗下又有购物中心、酒店、演艺公司、主题公园、度假区等多
项产业，“我的接班人，最重要不是能力，因为我们公司的副总裁除了少数挖过来的外，其他都是在公司成长了很
多年的。”

王健林说，只是现在每个系统都有不同的副总裁，“作为接班人，最重要的是威望，要能服众。我现在考虑如
何选两个人出来，给他们更高的位置，让他们在实践中磨练威望，最终确定企业接班人。”

 年会办在云南是招商机会

昆明西山万达广场、万达西双版纳国际度假区，对于万达在云南的投资，王健林如数家珍。
云南的投资环境有没有提升？王健林认为自己很有发言权，“相比11年前我们刚进云南投资的时候，的确有比

较大的进步。”
王健林认为，尤其是最近几年，云南投资环境提升很快，“比如绿公司年会，每年只有一次，大腕云集，想请

的地方政府不少，但今年选在云南，这就是招商机会。”
“去年武汉就把所有地市领导全叫来，认识企业家们，因为认识了才能上门一个个招商。”王健林表示，自己在昆

明的西山万达广场，办手续的速度很快，“所以我们又上马了西双版纳项目，在玉溪也很快有投资。”
王健林坦言，虽然云南投资环境有提高，但与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相比还有差距，“还不是一流的环境，

我理解是自然环境比较好的地方，人也比较休闲一些，办事效率还有待提高。”

对 话

春城晚报：你为什么有这么多时间学些文化产业、旅游产业这些跨领域的知识？
王健林：我在公司就抓规划和创意，早在3年前，财务、经营、定价、成本我都不管了，每年只管签发计划和决

策文件。现在我们全集团创意人才超过2000人，还挖到4次获得奥斯卡动漫提名的人才，和他们在一起，我很享受创

意和学习的过程，我是工作狂，没有礼拜六、礼拜天。

春城晚报：你认为商铺价格是否还会上涨？
王健林：我自己都感觉商铺价格飙升很快，2002年，武汉万达广场商业均价为两万多元一平方米，现在已经要

十多万元至二十万元，中国未来还要转移6亿人进城，住房、商铺价格都不会跌，只是我们的政府要努力控制在可接

受范围内。

春城晚报：购买香港上市房地产公司是为万达上市准备吗？
王健林：肯定是为了上市，否则买了干嘛？我不缺钱，但我们有200多个小股东，上市是为了让他们手中的股份

更容易流通，另外，上市公司管理透明、公开、规范，也值得万达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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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世界上无标准商业模式 找标准非常愚蠢》   

  2013/4/21 

和   讯

“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于4月20日-22日在昆明召开。21日下午，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在“转

型-大象的舞蹈”导师论坛中表示，世界上没有标准的商业模式，我们的学者，包括很多企业家，甚至包括一些从业

者，老喜欢探求企业的标准模式，什么什么模式，把所有的这些思想都理解错了，不同企业有不同的管理方法，同

一企业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发展需求。所以找标准是非常愚蠢的。 

以下为其发言实录：

提问者：我想问一下，很多的房地产，都是注重业态的开发，像你们这种旅游文化的模式。我想请教一下，你们是

双方多元化，王石先生也是说要做百年老店，但是也是专做，你对于房地产开发和物流发展，你有什么建议？谢谢！

王健林：世界上没有标准的商业模式，我们的学者，包括很多企业家，甚至包括一些从业者，老喜欢探求企

业的标准模式，什么什么模式，把所有的这些思想都理解错了，不同企业有不同的管理方法，同一企业在不同的阶

段，有不同的发展需求。所以找标准是非常愚蠢的。所以我为什么要先讲这段话，多元化、专业化，或者是半专业

化，任何东西，只要公司人才运用在不断地加深，在公司的前景之下，同时发展，我们的相关多元化，包括万科的

这种专业化，只要是发展得好，都是最好的模式，所以我觉得无所谓，一定要多元化。企业要有不同的理念。

房地产是一块，还有物流市场、还有很多的市场，但是主要还是那一块，要从从业者的角度自己琢磨，可以学

习别人的东西，但是不可以完全照搬，王石先生也表达过个意思。

 《追逐王健林》
  2013/5/1  版位：13版   版面：上游商业周刊·轻阅读

《王健林：民族复兴要靠有影响力的企业》
  2013/4/21  版位：B04  版面：财富.人物 

其他媒体相关报道 :

重庆时报

生活新报

《王健林：住宅商铺价格要涨到2030年》
  2013/4/22  版位：A12   版面：政经

都市时报

（八）导师论坛及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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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论坛》
  播出时间：2013/4/23
  播出栏目：云南新闻联播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Q3MDE2MDE2.html

云南卫视

严肃地讲，没有企业敢说自己的内训做到百分之百。企业必须重视建

设从理论到企业轮岗的学习机制，要挑一些企业内部能力突出的人来带一

批人，并一直循环下去。

有几个机制，一个是学习机制，从理论学习到企业的轮岗，从老带新，

这个很重要。还有要挑一些企业内部很好的人带一批人，一直带下去。

要选一些靠谱的年轻人，一上来就往管理岗位上培训。新东方把有在

基层管理经验的人，提拔到中层管理的岗位上，精挑细选出来以后，作为

高层管理干部做准备的。

最重要还是带，一年到头，带队伍很重要，我花的最多的时间，就是

给新东方的科技企业人才，跟他们吃饭聊天，听冯仑的讲座。 

所以未来大家特别好的是一个看到更多人才自地方，外面来，企业的

东西能够就做好，不能带人就拉倒了，自己一个人干也不是什么好的。

《俞敏洪：队伍不带不行》
  2013/4/25  版位：A3   版面：特别报道 

云南经济日报 

汇源果汁集团
董事长朱新礼：

只卖果汁不卖汇源

新东方集团董事长俞敏洪：

队伍不带不行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云南发展要抓住效率

东软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刘积仁：

相信中国制造业未来
冯仑是中国企业界的“段子

派”掌门，坚信所有的商业真相

和管理智慧都在“段子”里。事

实也如此，冯仑诙谐幽默的言语

间道出的是对商业独特的视角与

感悟。

“对钱表示敬意不行，还得对

诚信表示敬意，美丽商业大概就是

好人做买卖和做买卖让人学好。”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冯仑表示。

在他看来，所谓美丽商业构造

必须是好人来做这个买卖，如果不

是好人通过做买卖就变成好人，如

果买卖做大了大家都成好人。

不是企业只要做到盈利、纳

税，就算履行了企业的责任，要做

到美丽商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都

发展了，部分人有钱了，觉得有钱

了就牛，对于个人而言不是关键，

但是你得对钱表示敬意。”

早些年，冯仑和他的伙伴开始

涉及海外市场，“对于成熟的市场

经济体系来说，他们对于投资等方

面要求给我们是很大的触动。”

当时，我们带着钱去做这个

事，却发现对方怎么半天不反应，

后来慢慢知道了大家在考察，考

察你是不是合格交易对手，看你

在海外的信用卡是不是有过不良

记录，看你在中国有没有税收问

题，甚至看你说的话能不能兑现，

然后他们就到中国来看开了一个

名单，说必须把这些人请到一块

吃饭。

大概过了第三个年头才开始

谈事情，这件事给我摧残了一段时

间以后，我觉得对钱表示敬意不

行，还得对诚信表示敬意。

对于诚信而言，在冯仑的心

里已经传输到每个神经末梢，企

业的社会公益化成了其关注的新

焦点。

我们跟社会的关系，就是你的

美丽得你自己美丽，别人也美丽，

如果你自己在屋里美丽，那这事没

有办法证明，所以企业的公益化就

开始越来越多。

然后，大家就朝着美丽走了，

大家每年的公益慈善捐款就多

了。还有一个数字，现在所有国内

的私募的公益基金的数量大概将

近 1800 家。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

云正与圈内好友构思筹办中国企

业家创业者大学，并计划在两年内

办起来。这一消息，是马云在 2013
年中国绿公司年会“马云夜话”上

透露的。

同时，面对挤满厅堂的听众，

马云更耐心地授道解惑。“不要妄

想企业能够帮小企业带成大企业，

没有人会帮你的，我们也不会帮

你。世界就是这样，全靠自己努

力，努力也得有运气。现在世界上

失败的案例差不多，失败的人、成

功的人背后都有一些秘诀，所以不

要期待谁会帮你。”

马云直言，自己帮自己，才是

最大的帮助。面对会议支持人王

中军抛出的“商业的未来”的宏大

命题，马云选择了回顾梳理自己的

“触网”史。

“我从 1994 年年底开始做互联

网，那时候很多人不知道互联网是

什么，10 多年以前讲互联网，都认

为是瞎编的东西：中国实体经济都

没有做好，实体都做得那么累，怎么

跑出虚拟的网上购物？但是 10 年

前我们相信这个东西会有戏，10 年

过去了，淘宝十岁，也有点眉目

了。”

在电子商务领域取得举世瞩目

的成绩后，马云立足当下，开始思考

未来。“我对 5 年、8 年、10 年以后要

做什么特别有兴趣，因为昨天大家

拼的是记忆，未来大家拼的是想象，

想象要的是基于现实的理想。”

对于未来，马云有自己的预判

标准：所有人觉得好的时候，我觉

得灾难就临近了；所有人觉得是灾

难的时候，我觉得机会来了。

为此，喜欢想象未来的马云，

为听众简明概括了自己预判的未

来中国走势：前 30 年很顺的公司，

很可能面对后 30 年不顺的挑战。

“前 30 年部分人富起来了，富

起来的人希望未来更好，还有很多

没有富起来的人希望好起来，所以

我认为未来 30 年比前 30 年更有挑

战。”马云预警道，

而对于不那么遥远的未来，马

云充斥的是憧憬之情。“5 月 10 号

后我不再担任（阿里巴巴）CEO，所

以我现在特别期待这一天，5 月 11
号以后爱干嘛干嘛，先睡 3 个月的

觉，11 点起床，吃个早饭，睡个午

觉，再溜达一圈，吃个晚饭。”

马云笑言，休息 3 个月后会尝

试去“折腾”其他行业，“我们这些

人停不下来，预计进军的大方向一

个是教育、创业，一个是绿色、环

保，第三个可能还是投资。”

A3
2013.4.25

做买卖让人学好冯仑：

不会放弃“折腾”马云：

我认为中国制造十分重
要，因为它是中国GDP的主要
贡献者，是中国就业的组成贡
献者，也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
贡献者，也是中国许多农民能
够找到机会的贡献者。

所 以 中 国 制 造 业 的 衰
落，在某种程度上，在其他行
业还不能够崛起不能够代替
的情况下，我们重视制造业
也 就 是 重 视 中 国 经 济 的 发
展。

中国企业过去的发展，
实际上中国的民营企业都是
创新者，因为他们赚了钱，他
们有他们自己的道，创新不
一定是技术，创新有商业模

式。而创新一个很重要的概
念，就是扎扎实实的卓越的
运行，通过精细的运行，通过
扎扎实实的努力，而不要想
每一天都做乔布斯、做盖茨，
而做好我们的工作是中国的
创新之路，也是我们中国制
造业发展的一个根本之路。

我们应该相信中国制造
业，第一，是国家发展的根本
需要，第二，我们还是充满希
望，这个希望来自于中国企
业家的企业家精神。同样。
再一次以新的埋怨和压力来
看待我们新的发展，所以相
信中国制造业会有一个更好
的未来，而拉动力是创新。

商 界 论 道Bbusiness seminar

在 企 业 传 承 中 ，最 重 要
的是创新精神。上规模的集
团公司一定要有创新品质，
同时要发展文化，如果没有
文化，公司肯定发展不长远、
肯定要消失。

万 达 在 昆 明 有 大 量 投
资，并推进了多种基础设施
建设，受到了良好的评价，同
时，这次绿公司年会又选择
在昆明召开，这些都是昆明
的良好机遇，也是我对云南

感觉良好的原因。
云南与发达地区客观上

存在差距，虽然云南投资环
境有提高，但与上海、江苏、
浙江、广东相比还有差距，还
不是一流环境。

不 是 云 南 对 招 商 不 热
情，最大的问题是办事效率
较低。资本就是抓住效率，
我们如果能够在效率方面提
高一点，就可能抓住更多投
资和发展机遇。

严 肃 地 讲 ，没 有 企 业 敢
说 自 己 的 内 训 做 到 百 分 之
百。企业必须重视建设从理
论到企业轮岗的学习机制，
要挑一些企业内部能力突出
的人来带一批人，并一直循
环下去。

有 几 个 机 制 ，一 个 是 学
习机制，从理论学习到企业
的轮岗，从老带新，这个很重
要。还有要挑一些企业内部
很好的人带一批人，一直带
下去。

要 选 一 些 靠 谱 的 年 轻
人，一上来就往管理岗位上

培训。新东方把有在基层管
理经验的人，提拔到中层管
理的岗位上，精挑细选出来
以后，作为高层管理干部做
准备的。

最 重 要 还 是 带 ，一 年 到
头，带队伍很重要，我花的最
多的时间，就是给新东方的
科技企业人才，跟他们吃饭
聊天，听冯仑的讲座。

所以未来大家特别好的
是一个看到更多人才自地方，
外面来，企业的东西能够就做
好，不能带人就拉倒了，自己
一个人干也不是什么好的。

前几天王石从美国打来
电话，他说朱总听说你的公
司要把股份卖掉吗？我说没
有的事。

当初可口可乐确实给出
了优厚条件：2008 年，在他们
准备出 25 亿买我们股东位置
的时候，汇源每年销售额还
不到 20 亿元。

1992 年 创 办 汇 源 果 汁 ，
自己也没有想到能把它做成
一个品牌，我在当时有一个

意图，就是借助可口可乐这
条船把我将近 40 个工厂的产
品卖到全世界所有它的体系
中，这也是有合同在先的，如
果这样做对中国的果农和果
园是有利益的。

这 4 年多以来，我一直坚
持要把果汁做得更好，让渠
道、产品更优化，既然我们的
国人都爱这个品牌，那我就
借助这个机会把它做成一个
大品牌。

总 策 划：李 陶 策划：喻 波 彭 波
统 筹：彭 波
执行记者：南方锐 彭 波 龙 锐 普腾中木
摄 影：周明佳

在 2013 中国绿公司年会

答谢秀上，大佬们按秩序登

上舞台走秀，各具特色，风采

不凡，完美展现了企业家们

的另一面。

牛根生秀出的诙谐问候

王健林合一秀祝福

王石阔步秀

马云秀太极

柳传志庄严秀军礼

《俞敏洪谈创业：诚信是金 跟风死一片》
  2013/4/21  版位：B06   版面：财富.人物   

生活新报

“我觉得做企业都是做好梦，我觉得好梦与恶梦在人生中总会交替出

现，如果在最艰苦的情况下，依然有充满信心的好梦，你才会持续下去。

但梦想不能脱离现实，现实任何时候都要有。像老黄牛一样的人是走不远

的。”俞敏洪昨日畅谈从梦想到现实的创业感想。

好梦与恶梦都不怕关键是诚信

“我上大学的时候，特别自卑，我走路都是躲着走。我非常的自卑，

我如何从自卑走到自信，我在大学5年从来没有追过女孩子，我觉得要是被

女孩子拒绝了，就会觉得特别尴尬。但我后来发现，你就是国家主席、国

家总统，也会追女孩子失败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百分百的事情。”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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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洪用他在大学那可怜的几乎等于零的爱情经验开始了他的开场白。

俞敏洪认为，梦想中不怕做到恶梦，看到困难不需要害怕，从困难中找机会，变成自己真正的内心的认可的价值

观，所有的事情都是很有智慧的门槛，都可以当作是人生中的历练，不管什么梦只要把梦留下，没有什么做不了的。

据主持人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透露，新东方曾经历的“浑水事件”由原本的恶梦变成了好梦，俞敏洪很多的好

朋友，因为坚信俞敏洪趁机成了他的股东，等“浑水事件”过后，大家都赚到钱了。

“当时他们‘浑水事件’的时候，他们问我，到底有没有问题？我说没有问题，我以我的诚信保证。第二天，

新东方的股票新进了3亿的美金，很多跟着买的小股东，都赚钱了。在中国做企业，一定要有诚信的根基，如果企业

一开始很小，如果你要偷税漏税的话，你再没有诚信，你要上市就会出问题了。”俞敏洪认为，一个企业在缺钱时

就会发现诚信的重要性。商圈不是建立在前瞻性上的，而是建立在大家的信任基础上的。

夏华分析，“浑水事件”本来是一个恶梦，但是在很多企业家眼里，现在都变成了一次美好的回忆。

企业跟风会死一大片

夏华向余敏洪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认为新东方的挑战是什么？会不会死？如果会死，是怎么死的？”

“我特别不喜欢，这个事情我能够赚钱就赶快做，我还特别不喜欢追风和跟风的事情。电子商务大家都想跟着

马云走，这个肯定也是死了一大片的。”俞敏洪告诉大家，他做新东方，是因为热爱教学，一看到学生他就兴奋。

所以他觉得一个人的喜欢很重要，不要跟风。所以现在只要能赚大钱的事情，只要你喜欢，就是很好的事情。

“没有人说我生出来的孩子要让他死掉的，新东方就是我的孩子，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到最后已经死掉了，你会

发现,你虽然付出了力量，但他还是死了，就说明他得死，你最后的结果，就是释然了。”俞敏洪认为，关于新东方

到后来会不会死的问题，他认为肯定会死。新东方有一天做倒闭了，他也就认了，肯定是他哪里出了问题。

马云这人贼精

“一个例子，马云这个人贼精贼精的，如果他一个人做电子平台，做着做着就不是他的了，如果他一个人做，

做成以后就不是他的了，所以他是18个人一起做，跑了一个，还有17个，我再找一个，还是18个。他告诉大家跟着

他一定能成功，但是到底能不能成功，他都不敢肯定。完了以后，他就做技术，我是有技术的，你就只要投钱。所

以这是我们做事的方式，大家要知道。”

俞敏洪告诉大家，他还是挺佩服马云的。他创业的时候也经历过没有钱。虽然现在机会被官二代、富二代抢走

了，机会被他们抢走了，但是老百姓依然有更多的资源。现在互联网四通八达，大家都想垄断资源，但是一个微信

就可以让它损失上千亿，这是非常不得了的。

新浪财经讯 “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于4月20日-22日在昆明召开。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俞敏洪在导师论坛上表示，最反感的就是把孩子培养成官二代、富二代。“我的孩子就最喜欢到艰苦的地

方去体验生活”。

　　

以下为其答问摘录：

提问者：俞老师，您好！我也在北大上过课。我们是在为下一代做准备和基础，很多做企业的人说，我孩子张

大了以后，要把企业交给孩子，让他有一个更好地发展平台，你对这样的家族企业看法什么？

俞敏洪：我现在想法，人跟人的想法不一样，像李嘉诚会想把事业交给孩子做。但是我不会把我的新东方交

给我的孩子，我觉得新东方是一个上市公司，我觉得我要交给一个有才能的人去做，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做自己适

合的事业。李嘉诚等这些就在教育自己的孩子，要让其变成商业中的精英。我看过一个家族企业的小女孩，年纪不

大，但是已经培养得很有商业头脑。这个做法不一样，但是你的孩子要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人品，

他的成绩好不好，这不是我们要关注的。所以我们要教育的前途，我最反感的就是把孩子培养成官二代、富二代。

我的孩子就最喜欢到艰苦的地方去体验生活。

《俞敏洪：最反感把孩子培养成官二代富二代》
  2013/4/21 

新   浪 

（八）导师论坛及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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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政府的手应伸在该伸的地方  

 不伸在不该伸地方》  

  2013/4/21  

凤凰网

凤凰财经讯 以“商业的意义与持续增长”为主题，2013中国

绿公司年会于4月20日至22日在云南昆明举办。俞敏洪出席并发

言，在发言中，俞敏洪表示，政府的手应该要伸在他应该伸的地

方，不应该伸在不它的部分应该伸的地方，这样中国的未来就会

非常好！

以下是发言实录：

我觉得中国未来的一句话，就是政府管政治体制的改革，让

老百姓管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个方向是对的。我认为在未来，民

营经济，无论政府愿意不愿意，都会占据很大的分量，原因是现

在高科技的发展和方式的转变，导致国家要垄断是很不可能的，

就像微信对电信行业的突破啊，马云对大量的地面销售的突破，

其实就是民营企业未来新的商业模式的标志，这个标志在国家局

限范围内不能完成。所以政府应当要大胆地把经济的转变和增长

交给民间来做。第一个是政治体制的改革；第二个是社会结构的

现代化的改造，还有城镇化；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政府必须

要有正确的，来控制中国这样的环境污染的正确的方法，让老百

姓确实生活在蓝天白云下，这是政府应该做的，政府的手应该要

伸在他应该伸的地方，不应该伸在不它的部分应该伸的地方，这

样中国的未来就会非常好！

《俞敏洪：企业内训最重要还是带》
  2013/4/21 

其他媒体相关报道 :

《俞敏洪：创业没钱大家都经历过 但老百姓也有资源》     

  2013/4/21 

新   浪

和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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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期待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有倒霉事情来。”在日前的“2013中国绿公司

年会”上，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说了这样一个十分玄妙的观点。

与巴菲特的名言“别人恐惧时候我贪婪，别人贪婪时候我恐惧”颇为相似，马云

还总结道，“所有人觉得好的时候，我一般觉得灾难就临近了，所有人觉得是灾难的

时候，我觉得机会来了。”以下为马云口述。

我是1994年年底开始做互联网，那时候很多人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做任何事，

今天会成功的事情，我不会做，10年后成功的事情，我会特别有兴趣，因为坚定了方

向，一步一步往前走。

十多年以前讲互联网，都认为是瞎编的东西，有人说中国实体经济都没有做好，

实体都做得那么累， 怎么跑去网上购物，但是十年前我们相信这个东西会有戏，淘宝

今天的成功，是因为我们坚持了十年。我记得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们被隔离

在家，我决定把淘宝推出来，十年过去了，淘宝也有点眉目了。

“未来三十年是中国最动荡的三十年”
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非常不容易，前三十年柳传志这些企业家，我们这拨也是属于时代的幸运者，做

正和岛的企业家都一样，没有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在很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没有经验，我们也没

有经验。我们今天必须要思考三十年以后，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对未来来讲，前三十年是中国稀里糊涂发展的

三十年。未来三十年，中国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觉得未来三十年是中国最动荡的三十年。前三十年部分人富起

来了，富起来的人希望好起来，还有很多没有富起来的人希望好起来。所以在动荡的三十年内，我们这些企业要如

何活下来，要做什么事，(是一件必须仔细考虑的事)。

未来的机会和挑战也非常大，我觉得互联网还有十年可以做。这些问题考虑了很多，但是未必对。所以我认为

未来三十年，比前三十年更有挑战。所以我们公司做好了最不好的准备，但是我相信，谁度过未来三十年，才能真

正成为一个杰出的企业。所以前三十年会很顺，后三十年可能不会很顺。

“所有人期待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有倒霉事情来”
我记很多东西很困难，所以记得快，忘得也快。有的人可以记得清清楚楚，但是我就是老记不住。但我对十年

以后、五年以后、八年以后要做什么，我特别有兴趣。因为昨天的事大家拼的是记忆，未来的事大家拼的是想象，

想象要的是理想和现实。我自己觉得对未来，所有人 觉得好的时候，我一般觉得灾难就临近了，所有人觉得是灾难

的时候，我觉得机会来了。

我记得邓小平去世的那一天，我朋友打电话说，你怎么看明天的故事。我回忆了想想，老邓是年纪大了，不是

突发的事，我要是总书记和总理，肯定已经有准备。我要是领导肯定要稳定军队、稳定经济，我说把所有的钱打进

股市，大家一看8分钟以后，股票涨停了好几个星期。第二大家说香港回归，说股票会飞涨，然而我觉得所有人期待

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有倒霉事情来，香港回归的5、6月份开始，亚洲金融 风暴开始了。

“北京奥运会”期间，大家认为肯定会带来什么什么好处。我觉得奥运会期间一定会带来什么事情，结果汶

川地震。当所有人都关注一件事情，你屁股后面就开始火烧了。所以大家都在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边上散散

步，看看有什么问题。我光看了以后还不行，回到家还得踏踏实实地干。

《马云：所有人期待一件事情的时候，  

 一定有倒霉事情来！》       

 2013/4/22  版位：电子商务   

财经网

（八）导师论坛及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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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骂你的时候，不一定是坏事”
做好人未必有好报，但是没有好报，你也得干下去!如果你为了好报你一定会失望的。我自己觉得我失望的事挺

多的，上飞机之前，我们被骂得一塌糊涂，说我们卖假奶粉，在害孩子。我觉得这个卖假奶粉， 比卖毒品还严重。

以前我们被人家骂，我特别郁闷。我问过比尔·盖茨，可能因为垄断等各种原因，骂你的人很多，但你最后还是全

心全意为大家好，你是怎么考虑的?比尔·盖茨说，我无所谓了，我们这些人是非正常人，被骂了以后，抗击打能力

特别强。

有人在骂你的时候，不一定是坏事，别人那是在不断地提醒你。有人表扬你的时候，灾难就来了。好人不要追

求好报，只求自己的心态。我认为，别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不要在乎自己怎么看这个世界，自己怎么走。

“没有人会帮你”
在座的好几位是我年轻时候的偶像，我觉得跟他们合个影，自己就可牛了。但是今天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差

不多，我通过十几年的奋斗挤进了这个大企业家圈，最后发现这个圈跟我们没有区别。很多人会说，马云你们怎么

这么厉害，其实我们并不厉害。 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吃得亏比别人多，但是我们不怕吃亏。

还有一点，不要妄想企业能够帮你带成大企业，没有人会帮你的，我们也不会帮你。世界就是这样，全靠自己

努力，努力也得有运气。有时候碰到运气， 就像《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吃了一条蛇的血一样，就成功了。现在世

界上失败的案例差不多，失败的人和成功的人背后都有一些秘诀，所以不要期待谁会帮你，反正我们要帮你也帮不 

什么忙，你自己帮自己，才是最大的帮助。别相信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说帮你，其实是我们自己在忽悠自己。

“梦想：死的时候快乐一点”
我现在特别期待5月10号这一天，因为5月10号以后，我就不用当阿里巴巴的CEO了。我现在已经很少去公司

了，我觉得5月11号以后，自己要先睡三个月的觉，11点起床，吃个早饭，睡个午觉，再溜达一圈，吃个晚饭。

其他的梦想，我觉得就是在自己死的时候快乐一点。二十年、三十年以后我们会一个一个地离开这个世界，要

么你们送我，要么我送你们。想到有那一天，我们要更珍惜我们的友谊。当你考虑到结局以后，你中间的每一天，

你要做的每一件事情，未来都会是很好的回忆。

　

“慈善是个人行为，公益是公众行为”
我这样看慈善和公益：慈善是个人行为，公益是公众行为，慈善是个人为主，公益是公众为主。我做慈善，并

不是说因为我是企业家的标杆，就一定要做慈善。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捐钱更容易的事情，比尔·盖茨在达沃斯会议

上捐了20亿美元。下面的记者问了一个问题，盖茨你这么多钱，才捐20亿，你好意思吗?盖茨这样回答道，我认为我

虽然是标杆，但是我要做我自己想作的事情，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马云：不会放弃“折腾”》
  2013/4/25  版位：3版   版面：特别报道  

云南经济日报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正与圈内好友构思筹办中国企业家创业者大

学，并计划在两年内办起来。这一消息，是马云在2013年中国绿公司年会“马

云夜话”上透露的。

同时，面对挤满厅堂的听众，马云更耐心地授道解惑。“不要妄想企业能

够帮小企业带成大企业，没有人会帮你的，我们也不会帮你。世界就是这样，

全靠自己努力，努力也得有运气。现在世界上失败的案例差不多，失败的人、

成功的人背后都有一些秘诀，所以不要期待谁会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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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直言，自己帮自己，才是最大的帮助。面对会议主持人王中军抛出的“商业的未来”的宏大命题，马云选

择了回顾梳理自己的“触网”史。

“我从1994年年底开始做互联网，那时候很多人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10多年以前讲互联网，都认为是瞎编的

东西：中国实体经济都没有做好，实体都做得那么累，怎么跑出虚拟的网上购物？但是10年前我们相信这个东西会

有戏，10年过去了，淘宝十岁，也有点眉目了。”

在电子商务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后，马云立足当下，开始思考未来。“我对5年、8年、10年以后要做什么

特别有兴趣，因为昨天大家拼的是记忆，未来大家拼的是想象，想象要的是基于现实的理想。”

对于未来，马云有自己的预判标准：所有人觉得好的时候，我觉得灾难就临近了；所有人觉得是灾难的时候，

我觉得机会来了。

为此，喜欢想象未来的马云，为听众简明概括了自己预判的未来中国走势：前30年很顺的公司，很可能面对后

30年不顺的挑战。

“前30年部分人富起来了，富起来的人希望未来更好，还有很多没有富起来的人希望好起来，所以我认为未来

30年比前30年更有挑战。”马云预警道，

而对于不那么遥远的未来，马云充斥的是憧憬之情。“5月10号后我不再担任（阿里巴巴）CEO，所以我现在特别

期待这一天，5月11号以后爱干嘛干嘛，先睡3个月的觉，11点起床，吃个早饭，睡个午觉，再溜达一圈，吃个晚饭。”

马云笑言，休息3个月后会尝试去“折腾”其他行业，“我们这些人停不下来，预计进军的大方向一个是教育、

创业，一个是绿色、环保，第三个可能还是投资。”

《马云：赈灾不能因为别人说自己就多捐款500万》
  2013/4/21 

和   讯

和讯网消息 “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于4月20日-22日在昆明召开。马云在夜话中表示，不是有钱了才能有正能

量，就像赈灾，捐1元钱和捐一百万是没有区别的。马云指出，自己捐了一百万，很多人跟贴说你拿得出手吗，但不

能因为他这么说就加500万。

以下为其发言实录：
提问者：听说冯仑先生和马云先生要办一个商学院。我很期待这个商学院的举办。所以我非常期待能够早一天

到你们所办的商学院学习，得到你们的真传，我也出去弄两下子，我们80后、90后就是未来。

主持人(王中军)：就是问你商学院办了没有？

马云：我们主要是办中国企业家创业者大学，正在构思之中，争取这两年办起来。但是，弘扬正气、做好人未

必有好报，但是没有好报，你也得干下去！如果你为了好报你一定会失望的，我自己觉得我失望的事挺多的。来的

路上上飞机之前，说我们被骂得一塌糊涂，说我们卖假奶粉，在害孩子。我觉得这个卖假奶粉，比带毒品还严重。

不可能对自己儿子说，你老爸我当年为了几罐奶粉，还被关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为了这个事很严重，我跟公司说，

我们用天猫来解决这些母亲、父亲的问题，大家就觉得没有那么容易。以前我们被人家骂，我之前特郁闷，因为我

跟比尔盖茨问过，骂你的人那么多，你真心真意希望为社会好，你可能因为垄断等各种原因，你最后还是全心全意

为大家好，你怎么看？比尔盖茨说，我无所谓了。我们这些人被骂了以后，我们这些人是非正常人，抗击打能力特

别强。有人在骂你的时候，不一定是坏事，不断地提醒你。有人表扬你的时候，灾难就来了。好人不要追求好报，

只求自己的心态。我跟朋友这样讲，中军也一样，我们特在乎别人骂我们。

主持人(王中军)：不是说你有钱了，才能有正能量，就像赈灾，你捐1元钱和捐一百万，这是没有区别的。我捐

了一百万，很多人跟贴说，王先生，你拿得出手吗？但是我一想，我不能因为他这么说，就加500万。我总结了一

下，你自己说吧！

（八）导师论坛及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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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我其实觉得，别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不要在乎自己怎么看这个世界，自己怎么走，汶川地震的两年，

我说镁光灯下捐一块钱就够了，你钱对灾区有没有作用，没有多大作用。但是你的行动对你自己有作用，所以我觉

得年轻人也一样，你要不去，没有人会押着你去，没有回馈，公司就关门，关门就关门吧！没有这种想法，公司就

不能发展

马云在“2013年中国绿公司年会”上透露，正与圈内好友构思中国企业家创业者大学，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办起

来。马云认为，中国经济在经历改革开放30年的大发展后，接下来将面临动荡的三十年，而阿里已经做好了“最不

好的准备”。他并且认为互联网行业还有十年可以做。

《马云：互联网还有十年可以做》
  2013/4/23  版位：A7   版面：评论  

第一财经日报

在昆明举办的2013年中国绿公司世界年会精彩论坛还在继续。21日晚，备受

期待的“正和岛夜话”举行，王石、朱新礼等大腕齐聚一堂论道“企业家精神与制

度演进——如何先尽义 务，后享权利”话题。

“未来三十年，中国企业家一个新的重要使命是成为改善市场环境的建设者，

通过理性的、规则化的博弈方式，争取到更加健康、规范、广阔的市场空间。在此

基础上，推动社会和平稳定地转型。而实现这一进程的关键，离不开企业家最为本

分的契约精神。”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葆森担当“正和岛夜话”上

半场主持人，向6位“岛邻”发问。

当下中国企业家最需要研究的商道、商礼、商术是什么？企业家应该有如何有

效的自助和互助？当下最令这些企业家感到兴奋的、或危机感的技术是什么？中国

民营经济的重要性是否与形势下的权利相匹配？与体制博弈，企业家应该是完全信

任还是保持距离？

“难题”当前，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王石、汇源果汁集团董事

长兼总裁朱新礼、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中国宽带资本董事长田溯宁、用友

软件董事长兼总裁王文京、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轮流“接招”，提出自己的真知灼

见。

    据介绍，正和岛是全球第一个通过互联网把现实世界的巨人们聚集在一起的

社交平台，致力于打造一个自上而下、从虚拟到现实的诚信体系。由原《中国企业

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先生创办，岛民有柳传志、马云、郭广昌、王石、刘永行、

王均豪等1400余名企业家和吴敬琏、张维迎、许小年、周其仁等300多位专家学

者。这些“岛邻”相聚时亲热地互称对方为“岛亲”。

《正和岛夜话：企业家如何先尽义务后享权利》

昆明信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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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企业家移民是中国经济的不幸。既是企业家的不幸，也是中国经济的不幸。

为什么？我个人理解，因为在过去的若干年中，随着国进民退的趋势愈演愈烈，不管是企业家，所有人对自

己的安全都没有安全感。所以如何能够把我们国家最宝贵的资源，我始终认为发展经济，最宝贵的资源是企业家资

源，能够把最宝贵的企业家资源留在国内，这是我们政府急需要考虑的问题。要想把这些宝贵的资源，他们带走的

钱，一个数量不大，另外一个那个不是宝贵的资源，真正宝贵的是人。

如何把这些人留下来，能够让他们安心在这里投资，首先要保护产权，要有效地保护产权。不能文化大革命，

说抓人就抓人，说没收财产就没收财产，这样他没有安全感。这样他不仅移民，他在国内投资都没有计划。

第二个原因，企业家的移民，也是和国进民退有关，因为4万亿的政策出来了以后，拉动内需，搞投资，民营企

业搞投资要置换风险，于是拉动内需的很多任务落到国营企业身上。所以就搞成了国有企业越来越大。过有部门的

行当，必然要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一个问题，是产权保护，第二个问题，是生存空间要受到挤压，经营环境

在恶化，所以想一想算了，钱也赚得差不多了，规避一下风险。

所以这是需要我们政府深思的，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在中国，全世界都一样，当然现在很难看见移民潮，政府因

为财政危机，入不敷出，要收一百万欧元以上的收入，会提高系数。这种乱收税，好在法国是一个法制国家，收税

要通过程序才能够推行。跑到俄罗斯去了。所以对产权的保护，这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需要不断地呼吁才能够奠

定市场经济最坚实的基础，没有私人产权，不可能有市场经济。

主持人(胡葆森)：接下来请新礼来回答问题。

朱新礼：正和岛夜话，就是说得梦话。给我的提示是受大环境的限定，企业家要如何入主，一般包括商业合

作，非政治组织去援助企业家，你最欣赏何种企业资助形式，最让你感动的帮助是什么？

企业家俱乐部这种组织形式，我就非常喜欢，因为我不是东华，没有发起。后来我参加理事互访，我发现那还

真不是吃吃喝喝的问题，用我们柳总说的话，就是推进商业诚信，加强学习、沟通交流，就是这么一个主旨。这个

主旨能够把大家聚在一起，相当不容易。很多企业家聚在一起，都是从前面赶过来，放弃了自己、个人、公司一些

很重要的活动，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它的价值就在这里。

主持人(胡葆森)：你加入这个组织之后，你觉得最让你感动的帮助是什么？

朱新礼：我的帮助，就是我们理事们来到汇源，十八大还没有开，我以为大家会赞扬，却是批评。你是中国果

汁的领头羊，你不去创造、开拓这个市场，开拓这个需求，你这个领头羊就下岗了。一个一个，包括许小年教授，

包括柳总，包括东华，一帮人说了很多很正确的话，这些话我觉得对我震撼很大。从那开始以后，我完全改变了，

大踏步地迈进。

我们今年一季度，我们的纯果粒的果汁，就增加了。就像东华讲的，你不挑起这个担子，谁来挑起。还有一

些非常令人感动的，在汇源有重要活动的时候，我试着发了几个邀请，包括柳传志这些企业家，都去捧场，他一到

场，就不一样。去年汇源成立20周年，我就悄悄地公司内部搞了一场晚会，也没有去麻烦各位企业家，但是他让你

感动的是，现在一旦有困难，有需求，都能无私地帮助，这是非常重要的。

《许小年：企业家移民是中国经济不幸 政府需深思》
  2013/4/21 

《朱新礼：非常喜欢企业家俱乐部这种组织形式》
  2013/4/21 

新   浪 

新   浪 

（八）导师论坛及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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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观点认为前30年创造财富，后30年追求利益。如何理性追趋权利，推动社会进步？我理解，就是如何先尽义

务，后享权利。

如果人们不能享受这个权力，就不可能有义务感。好比一个奴隶，不可能说我有什么义务。只有自由人、享受

了人的结构的人权的人，才享有责任感和义务感。

美国人的义务感为什么这么强？全世界捐赠，无论从捐钱的角度、还是提供服务的角度，都是全社会最好的，

因为美国人享受的权利是最充分的。

从体制上来讲，我们不应该说让每一个人享受他天然的应有的权利，好比他的自由、他对自由的表达，他自己

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做企业，本身就是一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一个人不让我们做企业，否定我们的权利，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这个权利。这是误导的。

我们前30年创造利益，后30年追求意义。你们在这个过程中享受了利益和财富，真正的收益者是普通老百姓。

而且在市场经济的企业家就是给老百姓打工，给消费者打工，就是伺候人的，伺候好了，就创造了财富。所以创造

财富就是既得利益者，不是先创造财富，后来追求。如果在创造利益的过程中，就是一种痛苦，就不要创造了。如

果不尽义务，就没有人买你的单。

 

 《张维迎：企业家就是给消费者打工》   

   2013/4/25  版位：A4   版面：特别报道  

云南经济日报

新浪财经讯 “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于4月20日-22日在昆明召开。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在正和岛夜话环节表

示，“做企业就是做企业，不要碰政治，碰了必死无疑。所以我们的年轻企业家，要么好好地做商人，要么去从政。”

以下为黄怒波发言摘录：
黄怒波：我拿到的问题是，中国民营占GDP的12%，新增就业的85%，很醒目的数字是否可以与形势的权利匹

配，相对过去创造社会财富，倒逼民营经济的体制，企业家如何更好地行权，争取自己的利益？
这个问得很有意思，我刚才看了以后，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想法，第一个想法，我们反过来想，我们今

天有这么多人坐在这儿，省委书记全部都出席了，在哪个国家有？只有中国，为什么？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是重
商主义社会，官家要投资拉动，所以给你的各种待遇很高，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在西方培养一个福布斯，就是一代人，但是我们培养的企业家，就是20年、30年，中国的发展给你
很大的机遇。第一个问题我们做的贡献确实不小，但是我们要从过去几千年的社会，看不起商人的社会走出来。你
想参政吗？做企业就是做企业，不要出来，不要碰政治，碰了必死无疑。所以我们的年轻企业家，要么好好地做商
人，要么去从政。你在这个方面得到了一些就要失去一些。

第三个方面，要给自己维权，我们的CEO就通过媒体、通过各方面把意愿传达出去。正和岛讨论的是价值观
念，我们共同当下最担忧的事情是什么，通过正和岛的各个渠道传达给社会，来反映自己的利益。这个问题提得很
好，这个是我自己的感受。

《黄怒波：做企业不要碰政治 碰了必死无疑》
  2013/4/21 

新   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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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概况

议题主席/主持人：
罗斯·韦斯盖特   CNBC《世界交流》、《全球报告》栏目主播

议题嘉宾：
柳传志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俞敏洪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郭广昌  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史蒂夫·塔平     心腹CEO和畅销书作者

莱昂内尔·巴伯 《金融时报》主编

1

电视论坛  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新十年 新路径

罗斯.韦斯盖特
（Ross Westgate）
CNBC《世界交流》、《全
球报告》栏目主播

史蒂夫.塔平
（Steve Tappin）
心腹CEO和畅销书作者

 莱昂内尔.巴伯
（Lionel Barber）
《金融时报》主编

柳传志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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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论坛  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新十年 新路径
               报道情况2

 电视论坛专题报道
  播出栏目：China：The Next Decade   时长：12分钟   

CNBC（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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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家专访报道
  王   石: http://video.cnbc.com/gallery/?play=1&video=3000163109
  王健林: http://video.cnbc.com/gallery/?play=1&video=3000163395
  黄怒波: http://video.cnbc.com/gallery/?play=1&video=3000163666
  郭广昌: http://video.cnbc.com/gallery/?play=1&video=300016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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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出栏目：CEC INTV COMPILE 2013    时长：7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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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把经济增长交给民间来做》
  2013/4/22  版位：A13   版面：要闻  

都市时报

昨晚，绿公司年会上，举办题为“企业和企业家——新十年 新路径”

的论坛，论坛首先为四川雅安祈祷，随后，柳传志、俞敏洪、郭广昌等3名

中国企业家就中国的开放、环保、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

俞敏洪：未来10年中国一定更开放

俞敏洪认为，在后面的10年中，一定会比原来更加地开放。民营经济

 柳传志专访
  播出时间：2013/05/10   播出栏目：Inside China   时长：8分钟 

CNBC（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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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走出去”不信任比文化差异更可怕》
  2013/4/21  版位：16版  版面：财经  

重庆商报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企业家经历了一段企业成长的“黄金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未来十

年，企业家们面临的一个更大问题是：如何在继续打造梦想企业，创建梦想生活的过程中，找到一条对自

己最有意义的道路？未来十年，中国企业面临着哪些挑战和机遇？

昨日，在昆明拉开帷幕的第六届中国绿公司年会上，商报记者首次作为受邀媒体，现场见证了联想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复星高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心腹集团CEO史蒂夫·塔平，以及《金融时报》主编莱昂内尔·巴伯就

这一问题展开的精彩讨论。

担忧：增长需求和环境的矛盾

“过去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就好像一个正常人吃饭的时候要吃4个馒头才能吃饱，但我们过去只吃到

了3个馒头，总是期待着吃最后1个。为此，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希望在未来的十年，让民营企业更加辉

煌。”柳传志在讨论一开始就表达了自己对于未来十年中国企业发展的担忧。

“但我们这些企业的发展是跟环境分不开的，包括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内的商业环境，还有自然环

会占据很大分量，高科技的发展和方式的转变，使国家要垄断是很不可能的，就像微信对电信行业的突

破，马云对地面销售的突破，其实就是民营企业未来新的商业模式的标志，这个标志在国家局限范围内不

能完成。开放是大势，不然中国的增长速度会受到影响，影响到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所以政府可以大胆

地把经济的转变和增长交给民间来做。

柳传志：企业在环保方面应格外小心

柳传志指出，绿公司年会首先要考虑中国和世界的环保问题。这是企业家俱乐部成员的共识，如在企

业家俱乐部里有一个决定，就是成员都拒绝吃鱼翅。

“环保的问题是当务之急，今天我们所在这个城市叫昆明，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昆明是四季如

春，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而这最美丽的地方叫滇池，是一个湖，极为美丽。在1994年的时候，我第一次

到昆明来，我就到滇池看，果然是一片海鸥，特别地漂亮。”柳传志对滇池污染表示惋惜。

郭广昌：蓝领教育数学很差 创新很多

俞敏洪认为，中国的教育不是完全没有成就，13亿人大部分人认字，每年有五六百万大学生毕业，

这也是成就。但是过去大众化的教育，某种意义上已完成了，下一步要做的是个性化的、根据个人的特长

来发展的教育。应当让学生区分发展，在天分比较强的这块进行教育，如脑袋比较好的孩子就进行数学教

育，这样中国才能出真正的天才。

郭广昌认为这样的教育会带来一定的隔离，不过他比较认同层次教育，“我考察了中国的教育，有两

个层次，一个叫经营教育，它的数学没有那么差。还有很多是蓝领教育，数学很差，但是创新很多。”

（九）CN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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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甚至是人文环境。比如中国怎样进一步改革等，如果这些方面都发展得比较好，我们的企业就能

做得更大一点，否则我们就只能少做一点。”他说。

在郭广昌看来，未来十年，他最担心的是，一旦我们市场经济的建设速度不加快，我们的制度建

设很可能会容纳不了经济增长的需求，会制约我们企业的发展。”他在现场表示。

而史蒂夫·塔平的担忧，更多关乎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在中国企业

的国际化进程中，怎样跟本土市场实现互通，如何规避大型并购带来的风险等，这些都是中国企业未

来十年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部分企业可能已经做好准备走向全球化、走向区域化，但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对文化存

在很大考验。与此同时，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未来将在多大程度上开放给中国？这些都值得担忧。”

莱昂内尔·巴伯坦言。

变革：更强调各方力量的协作

尽管五位嘉宾在现场都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中国企业未来十年发展的担忧，但他们也提出了自己

的解决思路。

“在我看来，未来十年民营经济将会占据更大的分量，因为现在高科技的发展和方式的转变，导

致国家垄断已不可能发生，就像微信对电信行业的突破，马云对大量地面销售的突破，其实就是民营

企业未来新商业模式的一个标志。”俞敏洪坦言，“政府应当要大胆地把经济的转变和增长交给民间

来做。”

而在柳传志看来，未来十年，中国企业要学会根据环境的变化，时刻制定出新的战略，甚至包括

从所在行业跳到另外的行业。

“比如联想，原来是做电脑的高科技企业，在2000年，我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应该交给年轻人去

做，而我自己则进入到风险投资领域。这样的思路不仅降低了企业经营的风险，也拓宽了企业的成长

空间。”柳传志在现场表示。

“未来十年，企业间的协作将不再是一个需要的问题，而是无处不在。”郭广昌表示，“去年跟

马云聊了几次以后，我感触很深，互联网对我们的改变比我们任何人想象的都要来得大。比如以前互

联网只是一个交流的工具，现在可能会影响到商务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让以前的所谓启蒙教育变得

非常容易。所以在未来，企业一定要花极大的时间和精力在互联网工具的探索上，更加强调来自各方

面力量的协作。”

挑战：不信任比文化差异更可怕

那么，当更多的企业尝试在未来十年开启变革的过程中，又将遭遇哪些挑战？

“现在的挑战，主要在于你要有意识地走向世界，看看到底去哪里，同时有意识地决定，是否

要通过合作伙伴的方式走向全球。”史蒂夫·塔平在现场表示。在他看来，中国企业在做出类似决策

的时候，必须要了解自己有哪些资源，是否有时间来做。此外，还必须要改进大家对于国际市场的认

知。

对此，柳传志讲到联想此前并购IBM旗下个人电脑业务的案例。“就联想的经验来看，中国企业

在跨国并购前，必须要把自己需要补充什么，需要了解什么弄得很清楚。怎样在尊重对方的同时，告

诉对方哪些是我们中国人坚持的东西。在互相有了默契和融合以后，彼此的磨合就相对容易，后边的

困难反而好解决。”柳传志说。

在郭广昌看来，事实上，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其实并不是很大，恰恰是很多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

程中，以为文化差异很大带来的不信任才是主要问题，不信任比文化差异更可怕。“我去欧洲投资的

时候，比在中国找一些民营企业投资，带来的困难可能比在中国更小，因为那边是完全按照市场规律

去执行，反而中国的一些潜规则很麻烦。”

在他看来，未来十年，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主要在于，如何建立真诚的沟通，如何为彼此的

合作带来价值。“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真诚的沟通，企业信用，甚至比价值更重要。”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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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答谢秀

众目睽睽下，两个年过半百的老男人，手拉着手，

你牵我应，沿T台绕满一圈……闪光灯噼啪开闪，定格

住牵手的盈盈快意。乐翻的各路大佬，笑忘了模特身

份，在T台上停步客串起观众。

俞敏洪出这么多纰漏的时候不太多，“俞老师”

在公开场合从来都是妙语连珠，可是，这场大佬时装

秀上，他先是忘了播放视频短片，后是忘了介绍一位

重要的企业家——汇源集团朱新礼出场。为了表达

“赔罪”的诚意，他牵起同为男模的朱新礼的手，二

人共步T台。

情有可原，毕竟这个戏剧性的身份和超现实的场

合，对他来说都太陌生了。2013年4月21日的中国绿

公司年会上，一群老男人举行了一场时装秀，俞敏洪

是这场秀的主持人。老男人们是当今中国商业界最引

人注目的阵容：柳传志、马云、郭广昌、马蔚华、曹

国伟……

新鲜的成人游戏令他们一个个兴致勃勃，从后台

准备服装，到聚光灯下走猫步，摆POSE，找节奏，

无不自在而欢乐。后台，大佬们在依文时尚管家的指

导下紧张地试衣，模特们彼此搭把手帮对方穿衣服，

拉着对方的时装相互评点，大笑着赞叹，调侃着打

趣，好不热闹。

台上，中老年时装队员们一个个抖擞精神，一改

平日的仪态和步频，挺胸，抬头，甩开双手，用演员

式的微笑置换掉骨子里的大佬威仪。在这个本不属于

自己的窄长台面上，面对不是下属的看客，看队友，

看自己，他们得忍住不在台上笑出声来。既是秀，索

性放开耍，身穿传统唐装改良中式外套的马云，走到

T台顶，顺势摆起了太极拳招式，观众瞬间沸腾，闪

光灯迅速亮成一片。

说来稀罕，一群只懂赚钱的老男人开始搞时装秀，况且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和时尚大都相

去甚远。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放松商业危机感专注于玩乐，而是他们逐渐发现，专注于冰

冷坚硬的商业的同时，关注与社会、民众亲近的话题，更易消融民众对于企业家阶层聚集大

量社会财富的敌视和对立，同时还能通过企业家个人品牌拉动公司品牌的民众信任度。很早

以前，马云在企业家论坛等场合已不再谈论公司业务，而是更多关注环保等。

异曲同工，大佬在时尚秀上，以企业领导者之外的身份被娱乐、被审视、被“常人

化”，更易达成与普通民众的亲近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此是也。

另一个层面，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普通人的购买力正逐渐上升，消费升级使

中国本土品牌在机遇中突围成了新课题。他们刚刚寻找到这个商业社会中最有话语权的一批

人，依靠这批人进而向更广泛的消费人群扩散，是他们的大野心。 

中国企业家

《大佬的新装》
  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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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答谢秀》
  2013/4/25  版位：A3   版面：特别报道 

云南经济日报

《企业大佬脱衣走秀当主持人》
  2013/4/22  版位：A17  版面：绿趋势 

春城晚报

 “我们今天的年会最出彩的地方，应该是主持人。”在昨日的2013年中国绿公司年会开幕式及主题论坛上，

近70岁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当起了大会的特邀主持人。除了柳传志，本次

年会中，招商银行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王石、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

长、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等诸多

商界大腕和知名经济学家都客串起了主持人这一角色。

  出海报PK抢听众

 昨日，会场各个焦点论坛的主持人都是行业里的大腕。比如“资本全球化”的这个论坛就由马蔚华主持，美丽

商业的论坛由王石主持。“这些主持人，其他我就不一一列举，这些主持人有3个特点，第一有‘吨位’；第二肚子

里有东西还是想表达出来；第三个，非常认真”，柳传志如是介绍。由于昨日的几个焦点论坛是同一时间举行，而

听众人数有限，且可以随意选择聆听，为了抢听众，大佬们使出了招数，因此，在报告厅门口，人们会看到马云、

周其仁、马蔚华的论坛海报并列而立，默默地竞争着。“周其仁先生那么低调的一个人还要出海报宣传自己，我想

到就乐。”柳传志在会上调侃。

当然，也有企业家虽然未出海报，但听众如云。如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

洪出席的名为“创业：从现实到梦想”的导师论坛，就吸引了众多个人粉丝，会场坐不下，周边站满了人。

走秀显明星范儿

 昨日，主持“美丽商业：平衡价值与利益”的王石先跟台下观众聊起了八卦，说台上聊“美丽商业”的嘉宾

们其实都穿了“美丽新衣”，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一位理事专门为他们定制的。当然，他们也穿着这身新行头在

“2013年中国绿公司百强榜颁奖典礼”上出尽风头。

 在昨日的颁奖礼上，各位企业大佬如同明星T台走秀般，一一出场亮相，或脱外衣，或手舞足蹈，阿里巴巴集

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云作为此次榜单民营企业50强的“冠军代表”，在台上竟然打起了太极拳。

 此外，绿公司年会“大绿”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连续3年发来贺信给年

会。今年的年会英国、比利时、法国的大使都亲临现场，还有30多位优秀的英国企业家为了年会专程飞到昆明。

 其他相关报道：新浪、凤凰网图片报道



（十一）中国绿公司百强发布

2013中国绿公司百强发布暨颁奖典礼

2013中国绿公司百强发布媒体见面会

姜克隽

国家发改委能源

研究所研究员

徐海瑛

诺华集团（中国）总裁

李来来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

首席代表

徐新建

太阳雨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

关志华

巴斯夫全球高级副总裁

孙继荣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

社会责任及可持续发展

首席顾问专家

王铁

艺康（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

大中华区总经理

蔡剑

中国绿公司百强项目专家 

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



113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传播报告

《“2013中国绿公司百强榜”出台 民营企业显现创新活力》 

新华社  

“2013中国绿公司百强榜”日前在云南昆明揭晓，民营企业显现出更加突出的创新活力。

在榜单中，民营企业占据一半江山，达到50％，外资企业占到30％，国有企业仅占20％。在

评选的各项要素中，民营企业在创新方面的得分普遍高于国有企业。专家认为，不少民营企业在

用创新商业行为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等方面表现突出，为企业长期发展提供了诸多参考。

与“中国企业500强”不同，“中国绿公司百强榜单”的评选标准中经济只占10％，企业可持

续发展和承担的社会责任占据较大比重。在本次评选中，12家上届入选榜单的企业因触碰“法律

问责”“环境、健康、安全事故”和“严重经济亏损等三条“红线”而落榜。

“绿公司百强评选注重考量企业的可持续竞争能力，而不仅仅是看经济实力。”中国企业家

俱乐部常务副理事长刘东华表示。

 2013年中国绿公司年会以“商业的意义与持续增长”为主题，于20日至22日在昆明举行。

近日，考量企业可持续竞争力的年度评选“2013中国绿公司

百强榜”在昆明揭晓，阿里巴巴、联想集团、万科、华为、台积

电、TCL集团等100家公司上榜。

“绿公司百强评选是以‘价值观和原则’为出发点，考量企业

的可持续竞争能力。如果没有持续的创新和变革，企业就不可能基

业长青。”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常务副理事长刘东华表示。

“中国绿公司百强”项目有6年历史，由民间智库道农研究院

和《绿公司》杂志主办，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支持发起。

《中国绿公司百强榜揭晓》

 2013/4/29  版位：2版   版面：财经视野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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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考量企业可持续竞争力的年度评选“2013中国绿公司百强榜”在昆明揭晓，万达集团、阿里巴巴、

联想集团、万科、华为、TCL集团等100家中国最“绿”、最健康的公司上榜。

令白酒行业尴尬的是，本报记者在榜单上发现，白酒企业在此次榜单中难觅踪影，无一上榜，而连续上榜几年

的茅台也被踢出局。此外，也有许多曾经非常明星的公司也纷纷落榜，比如中远、尚德、三一重工等。是什么原因

导致白酒企业落选？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曾经的明星企业被踢出局？

茅台因反垄断处罚落榜

每年“中国绿公司百强榜”都有新上榜企业、重新上榜企业，也有下榜企业。

据了解，项目组设计了企业不能触碰的三条“红线”，涉及法律问责、“环境、健康、安全”和严重经济亏损

三个方面。对于曾经表现良好，甚至在某一方面表现十分突出的“绿公司”代表，只要触碰“红线”，都会落榜。

据本报记者了解，2010年、2011年，贵州茅台都是“绿公司”的常客，但是由于去年以来，茅台先后经历了限

制“三公”消费、遭遇反垄断处罚等一系列不利事件，这也导致此次茅台无缘“绿公司”称号。

对于茅台此次的落榜，中国绿公司百强专家委员会联合主席、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刘东华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茅台和他们关系很好，发展得也不错，但是茅台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使得评委会很难接受，所以

这家公司就落榜了。

“评比的准则中包括尊重消费者的利益，茅台的落选是因为出现了违规，属不道德的行为。”中国绿公司百强

专家委员会评委、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CSR首席顾问专家孙继荣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这个榜单并没有故意不

让白酒企业入榜，茅台由于遭遇发改委的反垄断处罚，说明这家企业违反了法律法规，按照企业社会责任的说法，

这连最低的社会责任都没做到。

贵州茅台2012年财报显示，2012年营业收入264.55亿元，同比增长43.7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08亿元，同比增长51.86%；基本每股收益12.82元。

对此，孙继荣认为，白酒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方面非常突出，他们知道中国市场对其有需求，他们在赚取

高额利润的同时，对消费者的利益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发改委对茅台和五粮液的处罚，也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

益，确保白酒行业公平竞争。

此外，4月15日，央视“焦点访谈”曝光四川酒企酒精勾兑白酒，加入大量添加剂的新闻，引起白酒行业的震

动。报道称，勾兑酒在出厂时的包装上也不会标明加入了香精香料等添加剂，这已经成为行业潜规则。

“白酒属于食品行业，比其他工业行业的要求更高，因为这个行业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命健康和安全。”孙继

荣认为，白酒行业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相关部门存在监管缺失的责任，也有企业自身的问题，白酒行业

不能只注重公益活动，还应该把企业社会责任同核心业务相结合，在保护环境、保护消费者利益等方面全面提升。

明星企业不再受宠

相比于白酒行业的尴尬，三一集团、尚德、赛维LDK、汇丰银行、宝钢、大众汽车、中远等曾经的明星企业，

这次也因为种种问题无缘“绿公司”。

据本报记者了解，每年因为社会责任恶性事件而导致下榜的“中国绿公司百强”企业占到多数，社会责任恶性

事件，不仅影响了企业的声誉，而且会直接影响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表现，进而影响企业的品牌资产，危及产品市场

的表现。

有数据显示，今年有5家曾经落榜的往届百强企业重新上榜，有7家企业属首次上榜。同时，12家“2012中国绿

公司百强”企业因触碰“法律问责”、“环境、健康、安全事故”和“严重经济亏损”三条“红线”而落榜。

《“绿”公司的选择：明星企业风光不再》

 2013/4/27

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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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在工程机械领域，三一集团是投资驱动型经济、城市快速发展的受益者，但也成为2012年投资大滑坡

的受害者。在各种大型工程“大干快上”的大潮中，三一迅速崛起，但2012年以来，受到政策调整的影响，形势急

转直下，裁员、销售额大幅下滑等各种负面新闻连续曝光。

相比于三一集团的问题，尚德和赛维LDK更是糟糕。当欧洲发生债务危机，美国为保护本国企业而改变进口光

伏产品的政策之后，导致尚德和赛维LDK很快陷入被动；于是，裁员、生产线停产、退市危机、破产传闻等事件频

频爆发，这也是这两家企业落榜的主要原因。

此外，曾经的社会责任央企典范中国远洋集团，这次也无缘“绿公司”称号。据本报记者了解，2013年3月28

日，中远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继2011年巨亏104.5亿元之后，2012年再亏95.6亿元，成为两市最大ST股。

不过，这次也有一些常青树的企业，连续多次入选“绿公司”。据悉，万达集团在“绿公司”中排名第九，是

连续第四次上榜的企业。

针对众多明星企业下榜的现象，孙继荣认为，对待这些下榜的企业也要辨证地看，今年的下榜也许就是他们明

年上榜的动力，这会促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企业运作，要把CSR纳入到企业的核心业务中，不能忽视监管，要强

化运营风险的控制，以便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上周六，考量企业可持续竞争力的年度评选“2013中国绿公司百强榜”在昆明揭晓，阿里巴巴在50家民营企业

中，位居中国最“绿”、最健康公司榜单之首。 

中国绿公司年会发布的“绿公司”，指的是通过打造良性生态，包括环境生态、商业生态和社会生态等方面赢

得可持续竞争力的优秀公司。 

百强榜评选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分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3个类别。其中，50家民营企业、20

家国有企业、30家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入围。阿里巴巴集团位居民营企业榜首，海尔集团和通用电气（中国）有

限公司分别夺得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第一名。 

据悉，该榜单的入围门槛主要包括连续经营5年以上，年营业收入不低于10亿元，在环境、社会责任等可持续方

面有明确的承诺和政策的知名企业。 

“中国绿公司百强榜”是国内第一个跨行业评价企业可持续竞争力的公司排名。榜单于2008年首次发布。评选

是对大公司在可持续竞争力方面的一次“年度体检”，“体检”的评价标准包括文化、经济、环境、社会和创新5大

项。

《阿里巴巴成最“绿”民企》

 2013/4/22  版位：B44  版面：财经·动态  

京华时报



116

考量企业可持续竞争力的年度评选“2013中国绿公司百强榜”在昆明

揭晓。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的百强榜单中，包括汇丰、宝钢、大众汽车

等多家明星中外企业因触及专家委员会所确定的“法律问责”、“环境、

健康、安全事故”和“严重经济亏损等三条“红线”而落榜。

在今年的榜单评价中，许多上榜企业在用创新商业行为解决环境和社

会问题、构建良性商业生态、帮助员工成长、商誉管理、解决气候变化与

环境问题等方面表现突出，为更多企业探索成为基业长青的百年老店提供

了诸多价值参考。

 其中，有5家曾经落榜的往届百强企业重新上榜，有7家企业属首次

上榜。同时，12家“2012中国绿公司百强”企业因触碰三条红线落榜。

阿里巴巴、联想集团、万科、华为、台积电、TCL集团等100家中国最

“绿”、最健康的公司入选 “2013中国绿公司百强榜”。

除因三条红线落榜外，之前推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资驱动发展模式

的势微让曾经上榜的企业同样遗憾落榜。对此，专家称，这种力量可以推

动企业迅速发展，获得很多优惠政策、资金与硬件条件，但这种模式的直

接结果就是产能过剩，进而导致同行间的恶性竞争。

考量企業可持續競爭力的年度評選「2013中國綠公司百強榜」日前在

昆明揭曉。阿里巴巴、聯想集團、萬科企業分列民營企業榜前三位；海爾

集團、國家電網、青島啤酒分獲國有企業榜前三；而外資企業榜單前三位

分別是通用電氣、三星、ABB。不過，包括豐、寶鋼、大眾汽車等多家明

星中外企業因觸及專家委員會所確定的「法律問責」、「環境、健康、安

全事故」和「嚴重經濟虧損等三條「紅線」而落榜。

今年的榜單中，有5家曾經落榜的百強企業重新上榜，有7家企業屬首

次上榜。同時，12家「2012中國綠公司百強」企業因觸碰三條紅線落榜。

《多家知名企业触“红线”落榜》

 2013/4/22  版位：A09  版面：时局·环球/九州 

《绿公司百强 阿里折桂》

 2013/4/23  版位：B11  版面：中国经济  

南方日报

香港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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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2013年（第六届）中国绿公司年会在昆明发布了2013中国绿

公司百强榜。

中国绿公司年会发布的“绿公司”，指的是通过打造良性生态，包括

环境生态、商业生态和社会生态等方面赢得可持续竞争力的优秀公司。

“中国绿公司百强榜”是国内第一个跨行业评价企业可持续竞争力的

公司排名。榜单于2008年首次发布，被誉为最具前瞻性的公司竞争力评

价体系。评选是对大公司在可持续竞争力方面的一次“年度体检”，“体

检”的评价标准包括文化、经济、环境、社会和创新5大项。

 新版百强榜上，分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3个类别。其中，

50家民营企业、20家国有企业、30家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入围。民营

企业榜前3位分别为：阿里巴巴集团、联想集团有限公司、万科企业股份

有限公司；国有企业榜前3位分别为：海尔集团、国家电网公司、青岛啤

酒股份有限公司；外资企业榜前3位分别是：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

司、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ABB（中国）有限公司。

据悉，该榜单的入围门槛主要包括连续经营5年以上，年营业收入不

低于10亿元，在环境、社会责任等可持续方面有明确的承诺和政策的知名

企业。

以“商业的意义与持续增长”为主题，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昆

明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今日在嵩明县中信星耀水乡

开幕。在昨天举行的2013中国绿公司百强发布暨媒体见面会上，《2013

中国绿公司百强报告》出炉。

“我们评价的是‘绿’公司，不是公司‘绿’，必须从公司发展的

内在逻辑向外延伸，只有负责任才能获得可持续竞争力。”会上，中国

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常务副理事长，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中

国绿公司百强”联合主席刘东华阐释了绿公司评价体系。“中国绿公司百

强”项目已有6年历史，每年都会对国内外与“可持续发展”、“社会责

任”、“企业公民”等相关榜单进行跟踪研究，并对学术界在“可持续发

展”研究领域的理论成果持续吸纳。本年度，中国绿公司百强评价围绕

“文化、经济、社会、环境和创新”五项跨行业指标进行，在“中国绿公

司项目专家委员会”的共同商议下，将五项指标中能够获得定量数据的部

分作为信息搜集和评价的重点，同时归纳整理了跨行业的定性采分点和争

《2013中国绿公司百强榜在昆出炉》

 2013/4/21  版位：2版 

《2013中国绿公司百强榜发布》

 2013/4/21  版位：A04  版面：芦山7.0强震  

云南日报

昆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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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事件失分点，从而规范评价体系。

此外，“中国绿公司百强”评价项目每年对目标候选企业发生的年度重大争议事件和公众舆情进行评估。在

2011年和2012年分别有22家和20家企业因在“商业伦理与法律、公司治理、三重底线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发生了

“性质恶劣、影响广泛、企业反应和处理不当”的事件而落榜。今年，百强评价增加了三个触碰“红线”一票否决

项，又有多家企业因此下榜。

本年度的绿公司百强企业是从“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财富世界500强”以及在环境

和社会责任方面有突出成绩的上市和非上市公司总共1400多家企业中进行筛选，并对其中254家企业进行了详细的

信息搜集、问卷调研或暗地研究。

在接下来三天会议中，柳传志、王健林、马云等商业领袖，许小年、张维迎等知名经济学家，英国、意大利等

国驻华大使都将参会，在不同环节进行价值分享，采取“议题主席团+领袖夜问+导师论坛+电视论坛+企业参访”的

形式让年会异彩纷呈。

年会还首次开启“领袖夜问”活动，参会代表将有机会与柳传志近距离互动。年会中的导师论坛也将升级为由

“导师+主持人”搭档合作，与参与者分享互动。年会还首度与CNBC（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合作电视论

坛，展现中国企业家对未来十年的真实看法。

中国绿公司年会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于2008年的世界地球日创办，是中国企业界第一个跨行业、国际化的商业

可持续发展峰会。过去5年，有近3000位富有远见、最具变革力的国内外企业领袖、政界要员、学界权威、NGO组

织代表出席年会。

“2013中国绿公司百强发布会”于4月20日在昆明召开。会上发布了包括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在内

的绿公司百强榜单。

“真正的绿公司是万紫千红的，百强榜不是推选而是体检和评价”。昨日，考量企业可持续竞争力的年度评

选——“2013中国绿公司百强榜”在昆明市嵩明县星耀水乡揭晓，阿里巴巴、联想集团、万科、华为、台积电、

TCL集团等100家中国最“绿”、最健康的公司上榜。作为东道主，遗憾的是云南没有一家企业进入百强榜。

百强榜评定确立3条新规

据悉，本次评选的入围条件包括：连续经营满5年(含)以上，上个财年营业收入不低于10亿元人民币。企业在可

持续发展领域有明确承诺，有可考察的行为与效果，并予以主动信息披露等。

本届榜单的评价体系在“中国绿公司项目专家委员会”的共同推动下，继续向定量化、专业化、实质化升级。

项目围绕“文化、经济、环境、社会、创新”5项跨行业指标，将能够获得定量数据的部分作为信息搜集和评价的重

点，归纳整理了跨行业的定性采分点和争议事件失分点，规范了评分体系。

《中国绿公司百强榜昆明揭晓》

 2013/4/21  版位：A22  版面：新鲜榜单  

春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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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榜首次确立了企业不能触碰的3条红线，包括因法律问题而被起诉，法院裁定企业有违法行为，或政

府监管部门判定企业有违规行为，并进行了处罚；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员工安全事件、危害消费者健康

和安全事件；多年连续亏损，或因在战略决策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上遇到问题，导致当年发生巨额亏损。

12家“2012中国绿公司百强”企业因触碰红线在新一期百强榜单中落榜。阿里巴巴等5家曾经落榜的往

届百强企业重新上榜，有7家企业属首次上榜。

记者从榜单中发现，云南企业今年没有一家上榜，而去年云南白药进入了绿公司百强榜。

昨日，与榜单共同发布的还有《2013中国绿公司百强报告》，总结了本年度商业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并

分析了本届百强上榜企业的“绿色”案例，以及多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概况。

企业案例

阿里巴巴：构建电商圈健康生态
2011年度，阿里巴巴曾经因为“中国供应商欺诈”和“CEO离职”事件而遗憾下榜。2012年度，又因为

“淘宝围城”和聚划算腐败案等争议事件而未能重新上榜。但诸多风波过后，阿里巴巴的生态体系变得更加

健康，更加充满活力。在绿公司专家委员的一致推荐下，今年重新上榜。

上榜核心理由是，经过两年的调整和整肃，阿里巴巴能够在电商领域建构一个基于信用的健康生态。根

据马云提供的数据，该平台上，每天凭信用就可成交1500万笔，70%的网商愿意无偿退回所有不好的产品，

而且在这里凭信用就可以获得资助。

腾讯：多项举措增强员工凝聚力
中国绿公司百强中，很多企业都把帮助员工成长，提高员工收入，甚至感动员工、让其获得幸福作为重

要的企业战略。非常突出的是腾讯，近4年来，腾讯员工规模扩大了5倍，腾讯的“辅导年”计划、鼓励创新

的“灰度”文化和令人艳羡的福利政策迅速将这些员工凝聚在一起。

在提高员工收入方面，做得最彻底的是华为，通过员工持股制度，华为61457位员工，约占员工总数

64.69%，持有华为98.58%的股权，而创始人任正非只有1.42%的股权，根据2008年至2011年年报显示，华为

的股东权益回报率分别为21%、42%、40%和17%。

茅台：投资驱动模式致落榜
 下榜企业中，贵州茅台因为投资驱动模式落榜。贵州政府希望借助茅台集团整合当地酒业，实现多元化

发展，投资机场建设、文化产业、旅游等。茅台集团制定的“五年计划”显示，茅台酒产量从目前的1.2万吨

增长到2015年的4万吨，而过去10年新增产量总共还不到1万吨。

因此，尽管贵州茅台近期问题不断，尤其是2013年2月份，贵州茅台因与经销商达成并实施了白酒销售价

格的纵向垄断协议而被发改委共处以人民币2.47亿元的罚款，未来从实质上影响贵州茅台可持续发展能力的

是市场萎缩和过度高涨的投资。

名词解读
绿公司定义为“通过打造良性生态赢得可持续竞争力的企业”。良性生态不仅指环境生态，也指企业内

部和外部的商业生态及社会生态；可持续竞争力不仅是指企业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和价值创造，也指企业与社

会的共赢和可持续发展，共享价值的创造。

“绿公司”和“绿色公司”虽然一字之差，却传达了绿公司评选对那些在21世纪追求基业长青理想的企

业的一个期盼。通俗地说，“绿公司”是“常绿”的公司，不仅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能够推动自然界

的“常绿”，同时也能推动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企业外部，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良性健康发展，使企业

组织之树“常绿”。

 另外，一字之差也明确了评价不是评“环保的公司”，因为对环境友好只是企业持续发展之道的一个

方面。同时，项目也不是在评“良好企业公民”，因为超出企业业务范围，额外承担社会责任，或者与企业

的各个利益相关方保持良好关系的企业未必具有可持续竞争力。当然，该项目也不是在评“基业长青”的公

司，因为“基业长青”是企业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而不是企业的现实状态，现实中再成功的企业都是在走

在通向基业长青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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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中国绿公司百强发布报道

昨日，考量企业可持续竞争力的年度评选——“2013年中国绿公司百强榜单”在昆明揭晓。去年唯一上榜的云

南白药今年落榜后，云南省再无一企业上榜。“中国绿公司百强”专家委员会成员、世界自然基金会社会责任及可

持续发展首席顾问专家孙继荣认为：“下榜的企业，在各方面若能找出差距，也许能得到正能量。”

12企业触碰“红线”落榜

包括阿里巴巴、联想集团、万科、华为、台积电、TCL集团等100家中国最“绿”、最健康的公司跻身“2013

年中国绿公司百强榜单”。

本届榜单的评价体是在“中国绿公司项目专家委员会”的共同推动下，继续向定量化、专业化、实质化升级。

项目组围绕“文化、经济、环境、社会、创新”5项跨行业指标，将能够获得定量数据的部分作为信息搜集和评价的

重点，归纳整理了跨行业的定性采分点和争议事件失分点，规范了评分体系。

在今年的榜单评价中，很多上榜企业在用创新商业行为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构建良性商业生态、帮助员工成

长、商誉管理、解决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等方面表现突出，为更多企业探索成为基业长青的百年老店提供了诸多价

值参考。

其中，有5家曾经落榜的往届百强企业重新上榜，有7家企业属首次上榜。同时，12家“2012中国绿公司百强”

企业因触碰“法律问责”、“环境、健康、安全事故”和“严重经济亏损”等三条“红线”而落榜。

“绿公司百强评选是以‘价值观和原则’为出发点，考量企业的可持续竞争能力，而不仅仅是看经济实力。随

着社会价值的共享、环境成本的压力和沟通工具的革新，企业的竞争法则开始改变，如没持续的创新和变革，企业

就不可能基业长青。”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常务副理事长刘东华表示。

阿里巴巴 两年调整后重新上榜

榜单对绿公司的定义为，“通过打造良性生态应对可持续竞争力的公司”，在发布过程中，主持人也形容“绿

公司百强榜更像是对企业自身的一次‘体检’，榜单的评选更关注企业自身”。

在云南发布的榜单却无一家云南企业，这未免有些尴尬。孙继荣认为：“云南的企业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原

则，找到更好的，适合自身发展、适合企业和地区发展的更准确的方向。”

至于云南白药今年落选百强榜的原因，项目组认为，云南白药碰触了其中一条红线，就是政府部门判定有违规

行为，并作出了处罚。虽然云南白药做得很好，但是碰触了一条红线，从而导致下榜。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2011年，阿里巴巴也曾因为“中国供应商欺诈”等事件遗憾下榜，2012年又因“淘

宝围城”和聚划算腐败案等争议事件未能重新上榜。但诸多风波后，阿里巴巴生态系统变得更加健康和充满活力，

所以今年重新上榜。

绿公司专家委员会认为，阿里巴巴重新上榜的核心理由是通过两年调整和整肃，使其能在电商领域构建一个基

于信用的健康生态。而这样一个过程，也许就是孙继荣所说的寻找正能量的过程。

《遗憾 云南无一家企业上榜》

 2013/4/21  版位：A13  版面：要闻 

都市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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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意绿公司百强评选 

 云南白药长期竞争力遭疑》 
  2013/4/24  上市公司股票 

财经网（转载《证券市场周刊》

云南白药涉“毒”门再次发酵，公司因产品被香港卫生署责令召回，公司触碰

“红线”落选“2013中国绿公司百强榜”。涉“毒”门对公司长期竞争力的损伤再次

引起关注。

4月20日，2013年（第六届）中国绿公司年会在昆明举办，同时“2013中国绿公

司百强榜”揭晓。引起记者关注的是，2012年上榜的云南白药在这次评选中落榜。

关于云南白药落选的原因，评委之一的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在会

上表示：本次会议在云南举办，对云南的企业还是很关注的，也有注意云南白药，但

遗憾的是，云南白药今年发生了药品在香港被召回事件。大会主持人进一步解释称，

百强评选有“三条红线”，2013年，云南白药碰触了其中一条红线，就是政府部门判

定有违规行为并作出了处罚，这导致了去年上榜的云南白药今年下榜了。

2013年2月5日，香港卫生署发文称，云南白药样本被检测出含有未标示的乌头类

生物碱，故指令本地经销商回收均为内地制造的云南白药系列五款中成药。这一消息引

起了公众对于云南白药系列产品安全性的巨大担忧，媒体和公众普遍呼吁，公司应相关

修改药品说明书，增加风险提示的部分，公司公告中亦称会考虑，但至今未见行动。

“香港的产品召回事件未延伸到国内，对公司当前业绩的实质影响有限，但显然

对公司的品牌和声誉构成了不良影响，而公司目前的商业模式恰恰是严重依赖公司品

牌的美誉度，这从公司每年巨额的广告费上可见一斑。因此，该次事件可能会对公司

的长远竞争力构成损害，此次落选‘绿公司百强榜单’就是一个注脚”，某医药行业

分析师对《证券市场周刊》记者表示。

近年来，云南白药系列产品和牙膏等日化系列两类产品成为公司最主要的业绩来

源，前者的销售依赖OTC药店渠道，后者则通过商超渠道销售，以品牌为支撑的销售

上的外延式扩张成为了公司的商业模式。2011年和2012年，公司的广告费用分别高

达5.1亿元和4.4亿元。

中国绿公司年会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于2008年创办，其评选的“中国绿公司百

强榜”是国内第一个跨行业评价企业可持续竞争力的公司排名。榜单于2008年首次发

布，至今已发布六次，被媒体誉为最具前瞻性的公司竞争力评价体系。2013年，阿里

巴巴、联想、万科、华为、台积电、TCL、万向、腾讯、万达、台达等100家著名企

业司上榜。

“绿公司百强评选是以‘价值观和原则’为出发点，考量企业的可持续竞争能

力，而不仅仅是看经济实力”，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常务副理事长刘东华在会

上表示。

2013年4月23日，云南白药收涨2.12%，报85.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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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中国绿公司百强榜揭晓》
 发布时间：4月21日晚新闻       

4月20日，评价企业可持续竞争力的“2013中国绿公司百强榜”在昆明发布，阿里巴巴、联想集团、

万科、华为、台积电、TCL集团等100家中国最“绿”、最健康的公司上榜。同时，部分往届上榜企业因触

碰“法律问责”、“环境、健康、安全事故”和“严重经济亏损”等三条“红线”下榜。此榜单由民间智

库道农研究院和《绿公司》杂志主办，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支持发起。

（十一）中国绿公司百强发布报道

中国移动手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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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企业家专题报道

“ 今天的联想，规模在那儿摆着。要创新，先把命保住。”

4月23日，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在云南举办的中国绿公司年会间隙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对于手

机业务及其他创新，要适度。

“移动互联网的出现，联想PC的负责人——杨元庆先生早有预料。2003年联想集团把其他副业砍掉的时候，只

保留了手机业务。”按照联想集团的统计，目前联想手机在中国地区的销售量，仅排在三星之后。回顾联想集团在

手机和移动互联领域的发力，柳传志称，正因为当时联想集团今天在手机行业的一点基础，才有了今天的发展，不

能说这是偶然事件。

“对于价值更高的部分，比如显示屏和芯片，联想没有过多投入，原因是多方面的。”柳传志表示。在联想并

购了IBM后，一度由外国人担任CEO，当时的CEO并不看好手机业务。因此，由联想控股购买了该业务，在杨元庆

回归CEO后再从联想控股回购手机业务。

除了客观原因以外，柳传志也表示出对高科技快速发展的担忧，“这种科技创新冒着很大风险，比如三个人同

时投入研发显示屏，三个人都想领跑，最后只有一个人能够成功，剩下两个死掉。以联想现在的实力，领跑还是有

欠缺，还是要把一些基础打得更扎实些。”

虽然倡导谨慎，但柳传志也强调要紧跟时代。不能重演柯达在时代变迁中的错误判断。对此，一方面要积极进

入新领域，另一方面要选择多元化投资。

联想集团，如今是联想控股旗下的一个子公司。“联想控股现在分给股东的投资回报已经高于联想集团，实

际上，更好地支持了联想集团去创新，去做更多的事。”随后，在中国绿公司年会普洱高峰论坛上，柳传志表示，

“我们的中期计划是，2014~2016年联想控股要整体上市。”

为了实现联想控股整体上市，柳传志已经多年进行产业布局。目前联想控股分为核心资产运营、资产管理和

“联想之星”孵化器投资三大部分。在核心资产运营环节，联想控股布局IT、房地产、消费与现代服务业、化工新

材料及现代农业五个部分。在资产管理环节，联想主要分资金管理、基金管理（君联资本、弘毅投资）和少数股权

投资。在联想之星”孵化器环节，主要包括联想之星创业培训及天使投资。

目前联想有四个愿景。柳传志说：“第一个愿景是以产业报国为己任；第二个愿景是希望做一个值得信赖受人

尊重的公司；第三个愿景是在多个行业做到行业领先，不仅仅是IT行业；第四是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国际影响力。”

《柳传志：要创新，先把命保住》  

 2013/4/25  版位：A7   版面：评论  

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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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马云，多半都是忘年交。比如梁信军，和我孩子的年龄相仿。我希望企业家们在一起多做正能量的

事情。”

近日，绿公司年会间隙，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介绍。而他，也是公认的各

种圈子活跃者。“我主要是三个俱乐部的成员，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关村管委会顾问委员会和泰山会。剩下就是

我们家人在微信上沟通，亲属大概18人。”柳传志透露。

柳传志提到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于2006年，他任理事长。该俱乐部的成员包括经济学家吴敬琏、张维

迎、周其仁、许小年，企业家王石、马蔚华、马云、郭广昌、王健林、牛根生、朱新礼、俞敏洪、李书福、李东

生、冯仑等人。

这是一个活动频繁的圈子。企业家们经常聚在一起“疯一把”，马云抱怨式的吐槽、俞敏洪喝多了站在桌子上

唱歌，都是该俱乐部里司空见惯的场景。情绪的发泄与情感的支持，在这一圈子里都能够得到满足。

“以前有句话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现在是鸟大了什么林子都有。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都是大鸟。作为大鸟

首先不能毁掉林子，其次要让林子保护并发展。”正和岛首席架构师刘东华这样评价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近日，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和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联合收购了一家国外服装品牌，也是缘于中国企业家俱乐

部的活动情意。

“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跟我有商业合作或者将要有商业合作的，大概七八家。”柳传志表示，中国企业家

俱乐部经常发起组织商界大佬们参与各种活动，比如2012年作为民间机构出访英国企业，还有发起绿公司年会、拒

绝吃鱼翅行动等等。“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一是为了弘扬商业社会的正气，二是为了企业互访、学习和互相支持，三

是增加理事们的感情。”

想成为圈子的一员并不容易。“必须得到现有理事成员的全票通过。”柳传志介绍说，“也就是说，想要加入

的企业家必须口碑好，圈子里有一个人反对都不能通过。”刘永好（新希望集团董事长）是最新加入该俱乐部的企

业家。目前，该俱乐部共有46人。同时，在最初的设计中，该俱乐部上限设为60人。

中关村管委会顾问委员会是一个官方机构，柳传志任主任，王少兰、熊晓鸽等任副主任，参与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的规划、建设、改革和发展等重大事项的决策。

而泰山会同样是企业家组建的民间机构，但会员人数远不及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目前只有16名会员。每年只发

展1家会员单位。除了柳传志，目前该会会员还包括四通集团段永基、万通集团冯仑、泛海集团卢志强、复星集团郭

广昌、远大空调张跃、信远控股林荣强，还有年轻一点的史玉柱、李彦宏等。

除了友情及交流外，圈子也给企业家们带来了生意和商机。众所周知，泛海集团是联想控股的股东之一。而在

史玉柱“巨人集团”的沉浮录中，与泰山会的多个会员都有千丝万缕的商业联系。

史玉柱曾对外称，他的交际圈主要在两个俱乐部，一个是泰山会，另一个是金鼎俱乐部。史玉柱和泰山会的关

系堪称“生死之交”，在老巨人未垮之前，通过泰山会元老华怡芳介绍，他曾让时任北大方正集团总裁的楼滨龙当

过一阵子巨人总裁。而巨人垮后，史成了泰山会“救死扶伤”的重点对象，很多人都想着怎样帮助他，包括中关村

元老段永基。

段和史早在1993年泰山会刚刚成立时就认识，两人同年入会，至今已有20年交情。 

第一财经日报

《柳传志谈圈子：多有忘年交》
  2013/5/3  版位：C4  版面：人物

（十二） 企业家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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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人类离不开电脑 

  PC业是一条不沉的船》 
  5月刊

中国经济周刊

“不好意思，久等了。”

2013年4月23日，在柳传志昆明住所的客厅，柳传志大步走来，和记者厚重地握手，谦和地笑着。

或许是因为柳传志丰富的经历，在接受采访时，他一直十分健谈。刚一落座，柳传志便开始分享他的养生之

道，“我每天都用生理盐水清洗鼻子。”说着，一杯功夫茶下肚。

当天上午，参加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的2013年绿公司年会，柳传志还去打了场高尔夫。虽然酷爱高尔夫，

聊起天来他还是三句话不离“联想”二字。

“我认为。”柳传志停了下来，放下茶杯，面带微笑但很认真地提醒道，“现在的‘我认为’跟以前的‘我认

为’已经不一样了。”

“以前我担任联想集团董事长的时候，‘我认为’基本代表了‘公司认为’，今天我不是联想集团的董事长(柳

传志现职位是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所以，‘我认为’完全是在表达个人的意见。”他笑着告诉《中国经济周

刊》。

PC业是一条不沉的船

今年4月，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数据称，2013年第一季度，PC全球总销量下滑14%，为近20年来单季降幅最大。

对于行业整体下行，柳传志似乎并不为所动。

“电脑(计算机)这样的终端设备将永远成为人类离不开的工具。只不过随着其他技术的变化，它还会有新的变

化。比如现在医院里边的医疗仪器，像B超，它就是计算机加传感器，再加一个新的软件组成的，万变不离其宗。正

因为PC这一个特点，联想很幸运地坐上了一条永远不会沉的船。”柳传志说。

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PC全球总销量下滑，这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有一定的关系。移动互联网在人与人

之间交往、办公功能方面有了一个大幅度的突破。”

柳传志认为，未来技术可能还会有新的突破，而这些新的突破都将进行一种所谓的模式转换，即把皮肤触觉等

其他模式，转化成为数据模式，然后再变成触摸的模式。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带宽变宽了，这就使得声音

模式、图像模式能够传输。

柳传志揭秘道，当年负责联想PC业务的杨元庆等人很早就预料到移动互联网会对PC行业产生的影响，适时发展

了手机业务。

“2003年的时候联想就决心把其他无关的业务砍掉只留下了手机，那时我坚持支持杨元庆。并购IBM后，美国

人出任PC业务CEO，又把手机这块砍掉了。当时我就支持由联想的弘毅投资把它买下了。等到杨元庆再任CEO的时

候，又把它买回去。有了这块手机业务作为基础，联想的智能手机才有了今天的发展。”柳传志说。

或许让柳传志和联想感到幸运的远不止这些。日前，国际调研公司IHS iSuppli的研究显示，中国已经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PC市场，而且中国家用PC市场尚未饱和。

柳传志直言：“过去在90年代的时候，国外用486的时候，中国人用386，原因是没有中国自己的品牌企业。现

在没有几个国家有生产电脑的公司，法国、英国都没有，‘地球人’要买电脑，全得买联想等中国品牌，或者美国

品牌。”

说到这里，柳传志突然放低声音，说到：“差距还是存在的，站在纽约街头问‘你听过三星手机吗？’十个人中可

能有一个没听过，但是如果你问，‘你听过联想手机吗？’十个人里面可能有一个听过，而那个人很可能是华人。”

除了做PC和手机，平板电脑也是联想集团的重要产品。相比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PC的关联度更强。由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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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PC领域已经有足够多的专利，这使得联想的平板电脑在销售时很少受到知识产权方面的压力。

对于“大联想”来说，PC、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只是联想集团业务的一部分，而联想集团只是联想控股的一部分。

“我们的中期计划是，2014—2016年联想控股要整体上市。”柳传志说，目前联想有四个愿景：一是以产业报

国为己任；二是希望做一个值得信赖、受人尊重的公司；三是在多个行业做到行业领先，不仅仅是IT行业；四是在

世界范围内形成国际影响力。

要创新，首先要保命

多年的创业历程让柳传志清楚认识到：“科技革新带来的变化和挑战也要认真对待。”

柳传志举例道：据说柯达原来掌握过数码相机的技术，但因觉得利润不多，没有积极发展，最终走向了破产。

所有企业，都在不停地变化。比如，中国移动竟然受到了电信服务商腾讯的挑战，信用卡这种付款方式竟然可以越

过银行……

柳传志打了个比方：一个饭馆刚起步的时候，老板很可能选在一个合适的犄角做生意，这时他仅需要观察周围

跟他竞争的几家饭馆；当要开一个大连锁店时，他要了解国人的口味，要了解禽流感对生意的影响等。

绘声绘色的表示，让人突然间觉得，他仿佛是一个开过几十年饭馆的“小老板”。不过，从柳传志的例子中很

容易读出这样一个观点：随时了解形势变化，随时准备调整，这是领导人能让企业永远活着的一把“金钥匙”。

“两年前，在我从董事长位置退休时，联想集团的现金流已达40多亿美元。尽管有这么多的资金，但要进入核

心技术领域，我认为还是要慎重。”柳传志略有所思地说。

“比如PC和手机，也许目前有更新的显示屏材料正在酝酿之中，柔性的、可放大的、能实现3D效果的材料都有

可能出现。但这也是高科技的风险所在：三个人都想领跑，但最终只一个人胜出，其他两个人都得‘死掉’。”柳

传志向《中国经济周刊》表达了他的谨慎。

当提到企业创新时，很多人给苹果和乔布斯戴上了创新的“皇冠”。但在柳传志看来，“全世界只有一个苹

果，10年以后苹果会怎样，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提起微软时，柳传志没有掩盖自己的“敬佩之情”：“它把以前大机器形态的电脑变成了今天这种模样，而

且还在激烈竞争中存活至今且很健康。我想比尔·盖茨还在微软工作的话，他也许都能够抢在苹果的前头，去做出

更多创新。”

对于中国企业的创新，人们给予了厚望，同时，很多人也批判中国企业不敢冒风险。“之所以有这样的评价，

是因为他们都不是当事人。”柳传志朝后仰了仰，把背贴实沙发，语重心长地说：“企业要有创新的驱动，但首先

要保得住性命，所以创新应该是局部性的创新行为。”

他说，当年创业时，我是“光脚的”，当我买了一双好皮鞋以后，我还是不愿意把鞋踩到稀泥，而要小心探

路。为保住性命，不让鸡蛋全部装在一个篮子里，2000年前后联想的拆分，这让杨元庆等人能有更大的决心去创

新。同时，万一杨元庆遇到大的困难，也不会对大股东造成严重的影响，大股东依然有能力支持他们。

即便面对着激烈的竞争，但是在和柳传志的聊天中，一句不经意间蹦出的话仍彰显了这位企业家的淡定，“我

会因为创业中被骗、受惊吓的事情睡不着觉，但绝不会因为自己跟人竞争，想不出办法而睡不着觉。”

对话

柳传志：希望企业家做传递正能量的事
《中国经济周刊》：您平时在整个社交场合是挺活跃的，您比较喜欢参与的圈子都包括哪些？

柳传志：我的“直系部队”都在微信群中，此外我还参加了三个俱乐部。

第一个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该俱乐部总人数限定为60个，加上今年新发展的刘永好和王雪红，现在共有46名企

业家，该俱乐部发展条件严格，入会需要得到全体会员同意。第二个是中关村管委会顾问委员会，这是一个官方机

构，我是主任。

还有一个就是泰山会，是一个16人的俱乐部，大家都是忘年交，一块打高尔夫球，但斗嘴的时候谁也不让谁，

很有意思。

我希望我们企业家能做传递正能量的事情。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我们推崇商业诚信，弘扬社会正气。我和俱

乐部中的马云等很多企业家都是忘年交，各企业也能通过俱乐部相互学习和支持。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认为现在的创业环境比起您当初创业时要稍微容易些，您对此有什么评价，您对现在

年轻人的创业有什么建议？

（十二） 企业家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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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上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中关村创业之初，我的企业并没有拿到生产许可证。后来通过在香港设立子

公司进行生产，将产品卖到国外后才获得国内主管部门认可，得到生产许可证。

另外当时在国内生产电脑，一些主要元器件像CPU、存储器等都需要从国外进口。而像我们这种在体制外的企

业，国家没有给外汇指标，我们要去灰色市场上购买外汇指标。而当时在这个灰色市场上交易并非合法，国家是随

时可以处理你的。

所以你想当时的创业环境是不是也更为恶劣，像我这么奉公守法的人，也屡次受到警告。

今天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法制环境和当时比要好很多很多。今天的创业者，最主要的是要在你所在的行业

中，尽量争取到更大的市场份额。

在我那个年代，确实竞争者相对要少得多，比如像我在创业的时候，其他公司可能更墨守成规，我算敢干的，

于是我就杀出来了，其实竞争对手未必强。

现在的年轻人一个一个都非常精明，要想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可能有一定的困难。我创业的时候40岁，你们

创业的时候二十二三岁，你们摔了跟头可以从中学习，会获得更多的提升空间。

创业者不要怕失败，创业期间你必须去处理资金问题、团队问题，这些能比单纯做雇员积累更多经验。即使失

败后，再次创业也能更容易找到成功之路。

.

“就好像人吃饭的的时候要吃四个馒头才能吃饱，现在才吃了3个馒头，我们期待着吃最后一个馒头。”联想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如此形容中国民营企业过去的峥嵘30年。

作为中国著名企业家，柳传志期待民营企业走到更大更辉煌的路，但也对未来企业的环境充满着担忧，“这里

面有国际的政治经济环境，有中国的政治商业环境，有自然环境，人文环境。”

为企业出谋划策，和企业家分享创业立业经验果实的柳传志首先紧抓一个核心词汇：求实。“我们企业本身

要有一个好的文化，这个不能变，比如说‘求实’，不能迟到就是一个‘求实’，答应的事情要做到。除了文化以

外，企业要有制定战略的能力，根据环境的变化能够制定出好的战略，包括大幅度从自己所在的行业跳到另外的行

业去，要有所准备和很强的执行。”

拥有一个好的领导团队，在柳传志看来也是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石。“比如说像我的企业，原来是做电脑的

高科技企业，在2000年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应该把白天工作、晚上还要学习这样艰苦的工作交给年轻人

去做，我自己进入到风险投资领域，通过这个领域又继续做。”

在13年前“分身”的柳传志，一方面继续专心做高科技，另一方面成立了子公司做投资，并在投资领域做得风

生水起，佳音不断。

然而，并购IBM，这个在当时被大多数人所不看好的“大冒险”，才是被业界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为此，柳

传志也并不讳言其对联想产生的深远意义。

“如果我们不并购，企业今天的营业额就还是29亿美元，甚至不到，或是变成一个很平庸的企业。因为并购成

《柳传志：求实是企业发展的基石》

 2013/4/25  版位：A2   版面：特别报道  

云南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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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柳传志4月20日在昆明举行的中国绿公司年会论坛上用“吃馒头”形容中国民营企业过去的30年。他比

喻说：“就好像人吃饭的时候要吃4个馒头才能吃饱，现在才吃了3个馒头，我们期待着吃最后一个馒头。”(左右）

《柳传志：民营企业期待吃第四个馒头》

 2013/4/22  版位：A2   版面：今日基本面   

证券日报

功，今天的营业额走到了前面，利润也发生了很多的变数。”

“蛇吞象”背后，自有联想的逻辑，“由于我们提前进入到其他领域，比如投资领域、房地产领域，后面我们

还有更新的技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支持高科技企业勇于去创新和冒险，即使冒险失败、创新失败，我们还是

能够支持它继续，不至于一无所有。”

落实到企业和企业家，柳传志以联想和自己的历程为例简要勾勒了发展历程。“1984年我开始管公司的时候刚

从科学院出来，我就要一点一点的收拾，通过十年的时间，到了90年代末，公司的文化才逐渐形成了正规。”

“今天我敢说，最早的做的最好的公司，我们公司是其中一个。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曾经乱过，但是我们把

事想清楚，一步一步来解决。”

（十二） 企业家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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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政府：黄怒波喊你签合同了》 
  5月刊  版面：产业.公司

中国经济周刊

（十二） 企业家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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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怒波：要在云南留下我的作品》  

 2013/4/22  版位：A30   版面：财富.人物  

生活新报

玻璃地板下面是800米深的悬崖，这不是观景台，而是黄怒波在普洱市投资500亿开发的旅游地产项目

中的一个——悬崖酒店。悬崖酒店后天正式动工，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自信地表示:悬崖酒店落成

后，所有来普洱开发的项目都将是高起点。

后天普洱开建世界第一高悬崖酒店

黄怒波的中坤集团去年4月份在冰岛买地名声大噪之后，干了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与云南省普洱市签订

了一个500亿的高端旅游休闲度假项目。在这个项目框架之内，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高端旅游产品，比如世界

第一高的悬崖酒店、端房车基地、天然温泉浴池等等，在一个总占地面积达到1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中坤

集团想要完成一个前无古人的“高端休闲养生部落”。

玻璃地板下面是800米深的悬崖，这不是观景台，而是黄怒波在普洱市投资500亿开发的旅游地产项目中

的一个——悬崖酒店。悬崖酒店坐落于普洱市景谷县白马山。

“悬崖酒店设计完成后，我请的意大利设计师跳起来抱着我说，‘你可把我折磨死了’。”黄怒波告诉

记者，他的悬崖酒店将于4月23日动工，他要给云南留下一个他的作品。在悬崖酒店建成后，他每年都会组

织一次很雅的诗歌会和音乐会。

黄怒波对自己的项目很自信，他在跟普洱市杨林副市长座谈时表示，目前绿公司已经有5家理事单位与

普洱合作，下一步，他将把联想集团的柳传志给拉到普洱。凭借普洱市优质的生态资源，他相信柳传志也会

把投资目光定在普洱。

而普洱市副市长杨林告诉记者，普洱市放弃一时的GDP数据而坚持发展绿色经济的理念，经过国内优秀

企业家的眼光和投资决定证明是正确的。

据了解，依文服饰的董事长夏华和新东方教育的董事长俞敏洪都相约在黄怒波的普洱项目完成后，将买

下第一栋和第二栋别墅。

普洱古树茶稀缺资源要敢于做高端

黄怒波不仅被普洱的绿色生态资源所吸引，同时，普洱茶也给了他深刻的印象。

在去年4月份受普洱市政府邀请到普洱市演讲后，黄怒波收到了当地云南普洱茶厂有限公司送给他的普

洱茶：“刚开始，我对普洱茶没有什么特殊的印象，回到北京后，就作为云南特色礼品给几个企业家都分了

一些，我自己都没喝。有一次我到任志强那里去喝茶，发现那茶特别好喝，我就问他是什么茶这么好喝，结

果任志强告诉我这就是我从普洱带回去的茶。”

对于这次乌龙事件，黄怒波自己都觉得好笑。他向杨林副市长和云南普洱茶厂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太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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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普洱茶要敢于做高端，好的产品涨到一万都可以，因为目前市场上对普洱茶的认可度已经高于其他茶

类。

“普洱古树茶资源是云南独有的，同样也是稀缺资源，同其他茶不同的地方在于普洱茶还能够长时间

储存，这就决定了它有收藏价值。古树茶是无污染的有机农产品，可以继续走到高端。”黄怒波建议，除了

继续发展大众普洱茶市场外，高端和时尚也将是普洱茶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未来，食品健康将是大众关心的首要问题，普洱茶能保持这么好的生态资源不容易，那么它理应

获得市场的肯定。”黄怒波认为，每个大的企业都会有茶礼的需求，钱不能送，酒不好送，但送茶却是雅

事。联想正在进军有机农业，黄怒波将把柳传志介绍到普洱，同时他还将邀请杨林副市长到北京去演讲，把

普洱宣传给更多的优秀企业家。

旅游地产是未来十年地产业的方向

黄怒波告诉记者，在中国如果要找个一年四季没太大差别的度假地只有普洱。普洱市夏天不超过30

度，一到30度就下雨，冬天不低于二十度，稍微一冷就出太阳。所以那儿的植物没有休眠期。最重要的

是，普洱市的资源保护下来了，旅游资源都没有乱改和破坏，这个让他很吃惊。

黄怒波告诉记者，这样的优质环境非常适合开发旅游地产，既不损坏当地的生态资源，同时还能把当

地的旅游产业给开发出来。而随着城镇化的日渐发展，旅游地产也是未来十年地产开发商转型的方向。

“中国的城镇化速度非常快，而且是2020年到小康，这个谁都看到了，所以聪明的地产商都转变得比

较快。在国际上也是这么个例子，在旅游地产开发方面，中国的基础还很弱，我们看到了巨大的空间。包括

王健林在长白山做，我觉得很有远见。我们这个基因概念今天一宣布，估计明天就忙不过来。商人当然很敏

感，这一定是一个方向。”对于地产商都瞄准旅游地产项目会否出现同质化的问题，黄怒波表示了否定。他

认为，旅游地产的一个特质就是不可替代性。旅游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景，所以从长远

看，不容易形成泡沫。但主要的问题是许多地产商对旅游地产的含义还不太清楚，大部分做成房地产就结束

了，这个是比较可怕的。

冰岛项目再生波折

黄怒波的冰岛项目最近又产生了波折，起因是纽约一家媒体对他在冰岛买地的事情又报道出负面消

息。经过进一步沟通，目前正在谈细节问题。

“国外媒体对中国企业家还是抱有审视的态度，妖魔化中国企业是害怕中国企业走出去。”黄怒波告

诉记者，在冰岛买地是希望能够实质走向国际化的一个步骤。他希望全世界的客户来中国度假，同时也希望

中国成长起来的客户群跟着他到冰岛度假区去度假。

“为什么选择冰岛？因为冰岛代表一个北欧的社会，冰岛、丹麦、芬兰都是一个板块。这个板块总体

上社会发展的形态还是很完善，法制还是很健全，再一个国民素质高，资源好。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

的起点目前比较低，门槛低。不像你跑到法国去怎么做？法国、英国，它的市场发展是世界上最成熟的，你

这个时候去成本就很高了。所以，看了这么多条件以后，就选择到冰岛。”

黄怒波告诉记者，他进军国外市场是为了获得国际经验，而且，民企到国外去发展，成本很低，现在

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50%，潜力非常大，同时，美国、欧洲等房地产行业没有国内这么大的利润，干房地

产，最大的发展还是在中国。但对于冰岛的投资，是考虑十年后的战略。十年后，北极的冰化了，冰岛就是

一个优良的深水港，冰岛的土地就是最好的。

“不久后，我们企业家俱乐部的人都会去法国，我们愿意和国际交流，并发现商机。”黄怒波认为，

在中国，房地产行业是对民企开放最成功的行业，民营企业在地产行业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也为房地产行

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国企依托自己的资源进入到这个市场，市场在倒退，过去十年是一个倒退的十

年，现在中国的新一代领导班子上台，倡导把市场还给市场，并大举反腐。

“我对中国的下一个十年充满希望，下一个十年，中国还会在现在这些优秀的企业家带领下，创造出

辉煌。现在我都是去一些大家认为荒凉的地方投资，主要是看以后的发展，像我在新疆、在云南普洱都是去

看上去荒凉的地方，但我相信，十年后，最赚钱的土地就在我手里。”黄怒波自信地说。

（十二） 企业家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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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怒波：七成把握拿下冰岛项目》

 2013/4/22  版位：A12    

香港文汇报

——倘下月底未能簽約 將轉戰美國等市場
北歐冰島女總理西于爾扎多蒂日前訪問中國，中冰並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兩國加強貿易也令一度停頓的中國

民營企業家黃怒波「冰島購地」事件再有新進展。在昨日召開的中国绿公司年會上，黃怒波接受本報採訪時透露：
「據目前的談判現狀，有六到七成把握簽約成功。但如到今年5月底還簽約不成，中坤就不再談冰島這個項目了，屆
時將轉戰美國和北歐地區。」

「冰島購地」事件可謂一波三折：2011年8月24日，中坤集團欲以890萬美元購買300平方公里冰島土地，用
於旅遊地產開發。同年11月23日，這筆佔據冰島國土面積0.3%的土地交易，卻被冰島內政部長以「法律不允許」為
由拒絕。2012年5月，冰島方面與中坤集團商定，將相關地塊由買轉租，以出租的方式交給黃怒波用於旅遊項目開
發。但雙方原定於2012年10月完成簽署，但因種種原因拖延至今尚未最終結論。

企業走出去困難重重

黃怒波談及冰島事件便感慨，中國企業走出去困難重重，冰島項目一個簡單的商業問題被政治化，西方輿論推
波助瀾，給冰島政府施加壓力，也源於冰島其戰略地位的敏感性，冰島位於北極圈，而歐洲和美國的核潛艇基本活
動區域在北極冰下，使得當地政府在土地資源投資方面格外的慎重。

「作為一個民營企業家並不希望如此被全世界輿論圍觀，有時能深刻感受到輿論的壓力和困擾。」黃怒波就中
國企業國際化戰略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坤重點考慮與中國政治關係穩定，法律健全，最重要的是與中國文化差異
很大沒什麼利益衝突的國家和地區。若冰島項目不成，下一步重點是美國和北歐。」

中冰簽首份自貿協定

「冰島購地」事件將有逆轉，因中冰兩國領導人自去年起有頻繁接觸，尤其是今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前在北
京與到訪的冰島總理西于爾扎多蒂舉行會晤，兩國總理共同見證了中國與冰島自由貿易協定、金融、能源等6份合
作文本的簽署。據悉，中冰關於自貿協定的談判曾經持續了六年，而此次兩國最終能夠簽署協定，也標誌著中國與
歐洲國家達成了首份自貿協定。這也將利於在中國做地產和旅遊的中坤集團走出去，實現中國民營企業的國際化戰
略。



134

《黄怒波：中国收房产税  

 本身有不合理的一面》

网   易 

2013年中国绿公司年会于4月21日在中国昆明召开，网易财经在期间采访了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先生。

文字实录如下：

网易财经：新一届总理李克强提到，今年改革是一个最大的红利，您作为一个实业家，您希望的改革会有哪些

方面？

黄怒波：当然我希望改革不光是说得声音很大，也不光上层说，你应该要考虑到从底层就一点一滴做起来，比

如说你尽量是不是把市场化的程度再恢复起来，活跃起来，我们这些人都是因为邓小平的改革的红利，就市场化，

如果从现在起想要这个红利，首先激发民间的积极性，这个改革不能简单的自上而下，应该双方的，所以我希望有

一些具体的措施，比如说能不能政策市场化一点，不要简单的今天出台一个，明天出台一个，逼着大家一会儿假离

婚或者假结婚的，这个是太幼稚，这不叫改革。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市场的资源，我不反对国企，但是要向民企多倾斜一些，你国企干得好，我们也沾

光，但是如果民企把中小企业掐死了，80%多的就业是靠民企的嘛，所以这个社会资源要再公正一点，我的意思真正

改革红利要开始的话，先尝试着把这个市场资源的配置化要市场化，不要再使用政府强制的手段来去执行，不要相

信政府是万能的，这个先要破除掉这个，不要相信政府是万能的，是上帝，什么都知道，这不对，所以你回到市场

上来。

网易财经：您刚才也提到一个国企改革，要向民企这块倾斜。但是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个声音，就是要民企走出

去，国企退出来，而且有一些薪酬各方面，国企内部的一些管理，您对国企改革这块有没有一些看法？

黄怒波：国企应该说这些年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而且确实现在国企的概念跟过去不一

样了，很多市场化的程度也很高了，但是，这十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出现，中国政府，这一届政府有点回头，就是把

原来市场化的东西回归到垄断了，把原来已经推向社会的东西又回归到国企手里，凡是垄断的地方哪有竞争，凡是

垄断的地方哪有创新啊，凡是国企哪有企业家呢？你看我一谈都是十年、二十年后的事儿，你知道有个大企业，我

们刚才议论，都搞得亏，现在上百个亿的亏，没有人承担责任的，对不对？

你看很多投资就没了，所以我参加一个论坛，是走出去的论坛，他们说哎呀，我们走出去大概800多个亿美金

了，我说800多个亿的美金，我问回收的收入有多少呢？绝大多数是不是都沉默了？你为什么不算这些账？所以我

就说市场和政府的游戏规则要结合起来，不能完全靠垄断。说国民经济走到这一步，我不反对国企，我反对的是垄

断，一定要把市场的资源配置化垄断化要破掉。

网易财经：今年政府班子这块，一些行政审批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刚才您说打破垄断，其实可能也是要从政府

这块机制改革一样的，您觉得像这次是不是以后会有更大的力度，因为毕竟是说要减少三分之一的一个行政审批。

黄怒波：我相信，但难度挺大的，你怎么让一个当爹的人，自称爹的人，突然把权力全部交出来呢？他一定要

有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呢，社会需要适应，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先达成一个共识，我们哪些该市场化，哪些该政

府承担起来，这个要达成一个共识。不是简单的把一些废弃的条款去掉就算改革了，本身很多法规完全很荒谬，对

不对？你不叫改革，本身就该不要的。但是最关键的，政府要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权力过大的政府一定带来的是

腐败、寻租行为，所以你看中国现在的腐败现象，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痛病，所以你看政治局这次要“洗洗澡、治治

病”，这些口号听着多熟悉？原先都提过，但现在不得用，不再提。所以我觉得政府的权力一定要限制，政府不是

万能的。（选）

http://money.163.com/13/0421/16/8T0F0NJS00254TOS.html  

（十二） 企业家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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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黄怒波：冰岛项目我已经烦了》

 2013/5/3  版位：C1    版面：特别报道  

中华工商时报

黄怒波剪短了头发，却并未化去原本隐藏眉间的锋芒。他并未用自己诗人的身份去吟诵4月的昆明。在日前出席

中国绿公司年会时，这个身高1米9的甘肃人和他的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坤集团)还在等待着冰岛政府的回

音。

黄怒波陪着左右摇摆的冰岛政府度过了两年的谈判时光。如今，黄怒波或已不想再等：“5月底如果再不签我就

告诉冰岛，我不玩了！”

2011年，黄怒波领衔的中坤集团计划以890万美元买下冰岛东北部300平方公里大小的土地用于建设旅游项目，

其中包括高尔夫球场、酒店等高端旅游设施。

时隔两年，黄怒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看来，都是西方媒体把冰岛投资问题搞复杂了，把一个商业问

题政治化了。”“由于中国的强大让很多国家都不放心，所以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会很困难。西方媒体知道我是民

企，但是他们只会说中国在冰岛占据了一部分。”

如果冰岛的谈判最后没能成功，中坤集团还将继续考虑在北欧如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甚至在美国寻找机

会。他表示，虽然北欧目前的经济不景气，但10年以后，北欧经济复苏，届时的市场机会将非常巨大。

黄怒波略带不耐烦的口吻“强势”地回应道：“冰岛项目，我已经很烦了，因为这被西方媒体不断地炒作。5月

底如果再不签，我就告诉冰岛我不玩了。”

实际上，从两年来不断妥协的进程来看，中坤集团对冰岛投资项目的兴趣并未减弱。两年前，黄怒波曾对媒

体透露，如果不被冰岛政府批准，就“绝不会再去了，又不是钱没地方投”。黄怒波认为，由于拥有充沛的资金，

“中国投资者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欢迎。”

 黄怒波专访
  播出栏目：BIZ ASIA
  http://english.cntv.cn/program/bizasia/20130429/103871.shtml
  http://english.cntv.cn/program/bizasia/20130422/107168.shtml

CCTV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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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好专访 
播出栏目：BIZ ASIA
http://english.cntv.cn/program/bizasia/20130422/107168.shtml

CCTVnews

《刘永好：希望禽流感尽快过去》

 2013/4/22 

中国经济时报 

“我希望禽流感尽快过去。 ”刘永好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说。此时的他，正襟危坐，左手不停地搓动着右手。

62岁的刘永好是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新希望集团的董事

长。过去几周里，我国部分地区发现的H7N9型禽流感病毒给相关

产业带来冲击。新希望也感受到了一阵寒意。

4月21日，在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期间，刘永好接受了中国经

济时报记者的专访，他说：“禽流感给新希望造成的损失还没有

详细进行统计，但肯定是比较大的。 ”

受禽流感影响，全国很多地方关闭了活禽交易市场，禁止禽

畜交易，消费者因心存忧虑而减少肉食类产品的消费，一些禽类

产品的销售量和销售价格出现了大幅下跌。

“毛猪价格仅仅每公斤11元，比2011年最高点24元跌了一半

还多，中国所有的养猪户都亏损，这涉及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养

猪户。 ”刘永好说。

让他忧虑的还不止这些。 “养鸡更要命。鸡苗出来几角钱几

分钱的价格，有些一出来就杀掉，在这样的形势下，畜牧业受到

极大的损害。 ”

禽流感事件发生以来，尽管家禽没有发生H7N9禽流感疫情，

但我国家禽业仍然受到重大冲击。据中国畜牧业协会初步测算，

（十二） 企业家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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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4月15日，肉鸡鸡苗直接损失超过37亿元，活鸡及鸡肉产品销售损失超过130亿元。

刘永好说，禽流感亦是天灾，老百姓都希望尽快过去，但目前鸡、鸭养殖户与养猪户受到的损失都非

常巨大。 “现在最重要的是帮助农民在禽流感严重期内、在肉蛋奶价格低的情况下保证生计。 ”

尽管新希望的发展可能受到禽流感的冲击，但是刘永好表示，尽管禽流感使得鸡、鸭产品大幅降价，

降低了一半还要多，但是不能因此而减少生产规模。在禽流感以前，新希望和农户、养殖户签订的合同，

坚决照单、照原价收购，绝不含糊。 ”

按照刘永好的估计，新希望这样做可能要损失数以亿计，但在他看来，新希望必须要有担当。 “我们

要保护农民利益，更要遵守契约精神，让农户、养鸡户、养猪户能够减损失，在市场未来好转时能够再来

大发展。 ”

“我相信，这次禽流感会过去的。 ”刘永好平静地说。他同时提醒，2009年禽流感来袭后同样形势

下，消费市场中肉蛋奶价格都在危机过后的一段时间内暴涨，相关部门应当及时规划和安排应对。

《刘永好：新希望损失较汶川地震

“小得多”》

 2013/4/23  版位：B03   版面：经济新闻·关注 

新京报

预计地震带来损失2500万；新希望董事长称，相对800亿的销售额来说不算什么

“地震发生后，我们首先做了清查，目前没有人员死亡的情况，但有人受伤，初步估计公司在地震中的损失大

约有2000多万。”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4月21日在中国绿公司年会间隙对新京报记者表示。

已初步恢复生产经营

雅安地震后第二天，汇集众多民营企业大佬的绿公司年会在昆明召开，原本已经定好的日程，临时加入了企业

家赈灾的环节。总部在四川成都的新希望集团受到地震波及，前来参加论坛的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也因此受到

更多关注。

“我们总部离震区雅安较近，在震区中心和周边也有一些工厂和养殖场。目前没有人员死亡，但有人受伤，初

步估计公司损失2000多万，但对我们800亿的销售额来说不算什么。”刘永好说。

据刘永好介绍，震区和周边的几个工厂和养殖场受到一些破坏，“有些墙裂了，有些房顶塌了”。

4月21日，新希望集团发布公告称，截至当日，受地震灾害的影响，公司成都中心办公楼出现裂缝，在雅安、乐

山、邛崃、眉山、阿坝等地的十余家分、子公司均不同程度地遭受了财产损失，预计达2500万元左右，现已初步恢

复生产经营。

除此之外，公司分布在全国其他地区的分、子公司的资产和生产经营均正常。

“相比2008年汶川地震，这次损失也小得多，一方面是有了应对地震的经验，另一方面看，这次地震主要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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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财经：刘总，我看到您今天的议题是关于中国制造业的，这一次您对国内的制造业这一块有没有一些新的

观点和看法？

刘永好：提到制造业，大家都认为是工业，中国的制造业已经成为全球的中心了，换句话说大家都认为中国的

工业已经成为全球的中心了，但其实社会的发展需要三个产业的，制造业只是其中一部分，而第一产业，就是农产

业，农产业现在逐步的叫做规模化，也在转型，国家提出“家庭农场”的概念，国家提出要大力支持公司、家庭农

场和合作社这种格局，我觉得这些都是新的格局，新的举措，而这种现代化的农业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畜牧业、肉

蛋奶的加工，它既是农业，又是加工业，所以说我们谈到加工业，怎么样提升我们加工业的规模、档次和怎么样提

升加工业带来的附加值，满足城市、社会、市场的需求的同时，降低成本，保证供给，和环境保护、食品安全，这

是四大要素，特别是在保证供给和食品安全这个问题上。

拿最近出现的一些禽流感的事件来说，由于禽流感的影响，现在老百姓吃鸡少了，甚至不买了，很多餐馆干脆

把跟鸡有关的菜品都取消了，在上海，在华东好些市场，把活鸡交易市场都取消了，而且商场里面的禽肉的交易有

的地方也取消了，这样一来的话对我们的养殖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网易财经：像公司这块呢？

刘永好：具体讲，现在我们毛猪的收购价格，现在是11块多一点一公斤，11块钱一公斤是什么概念呢？2011年9

月份的时候是24元一公斤，换句话说跌了一半还要多，而11块多这个价格，是我们全行业亏损的，在中国今天养猪

没有一个农民盈利，没有一个企业盈利，全都是亏损的，少的一头猪亏100多，多的一头猪亏好几百块，对养猪户是

极大的损失和影响。

《刘永好：禽流感是天灾 不是人祸》

网   易 

http://money.163.com/13/0421/16/8T0EMED900254TOS.html

的是农舍和农牧企业，没有高楼大厦，损失小一些。”刘永好透露，汶川地震时，初步测算新希望损失有5000多

万，最后核算超过了1亿。

“公司有些雅安的员工，我们现在还没有统计出有多少员工家属在地震中受灾，但公司会给他们帮助。”刘永

好说。

禽流感致数亿损失

所谓祸不单行，除地震灾害之外，新希望集团也在承受着禽流感疫情带来的压力。刘永好说，两项灾害合计损

失或达数亿。

据悉，受禽流感影响，很多地方关闭了活禽交易市场，禁止禽畜交易，消费者担心禽流感也使得肉禽的销售量

和销售价格大跌。

“我们跟农户是合同关系，禽流感以前我们跟农民签了养鸡合同、养猪合同，价格是签订合同时的市场价格，

现在禽流感来了，家禽和猪肉的价格下跌非常多，但我们为了兑现合同，依然用原有的价格去保证养殖户的利益，

在这方面公司有数亿的损失。”刘永好说。

此前，刘永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毛猪价格仅每公斤11元，比2011年最高点24元跌了一半还多，中国所

有的养猪户都亏损；鸡苗出来几毛钱几分钱的价格，有些一出来就杀掉。两个月的时间全国养殖户损失已上千亿。

（十二） 企业家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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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养禽户那就更是大的影响了，由于鸡没人要了，有的地方有的农场实在没办法，只好把该出栏的鸡活埋

了、送人了，那么这个鸡苗正常应该是2块多一只，成本都将近2块钱，但是现在卖几毛钱一只，几分钱一只，甚至

孵出来就把它扔了，就把它埋了，这样的话对我们很多的养殖户来讲，对我们农民朋友来讲，造成极大的损失。

其实这个禽流感是天灾，不是养殖户的问题，不是农民的问题，到今天为止有可能是候鸟引起的，到今天为止

原因还没有完全查出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到现在为止养殖，真正规模的养鸡场还没有发现禽流感，到今天为止，全国所有的规模养鸡场还没有

发现禽流感，而农业部和国家相关部门，都在这些规模养禽企业里面做过深度的抽查、检查，到今天还没有发现规

模养鸡场里面出现禽流感，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今天，这种规模的养鸡场，就是这种大规模的，或者规模的养鸡场还没有出现养鸡人员，天天跟

鸡出现而出现禽流感的受害者，而禽流感的这种感染者，现在是多少个呢？大概就是八、九十个吧，在八、九十个

人里面没有直接养禽的，而只有在市场上卖禽的，或者是接触过市场上禽的这些人，说明什么呢？说明这种新的禽

流感还没有在规模的养禽场里面发现和流行，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应该说这种规模养殖场养的这种鸡基本上是安全

的。（选）

《刘积仁：国际化业务能带来更高附加值》

经济观察报

刘积仁，东软集团董事长和CEO，兼任东北大学副校长、计算机软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作为国内规模最

大的软件公司，东软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69.6亿元，净利润4.6亿元。2009年，东软斥巨资收购了芬兰Sesca公司旗

下的三家从事高端智能手机软件开发业务的公司，这是东软规模最大的一次海外并购。目前，东软的国际业务已占

公司整体业务的30%以上。在2013年中国绿公司年会中，刘积仁畅谈了东软的国际化战略。 

经济观察报：目前全球经济并不景气，软件行业也是如此。你如何看待在这个时间点上的企业决策？ 

刘积仁：这个不景气已经几年了，东软还算比较幸运，一直在成长。2012年，我们的业务增长大概在10%到20%

之间。未来的风险之一是人民币升值，因为我们有日本的业务。但也可以说是机会，因为我们70%的收入是人民币。 

东软过去一直在进行国际化。2013年我们会继续加强国际化战略，在底特律会建办公室，加强美国市场的力

量。同时，原来的汽车软件业务是在日本，现在要走向德国，还要回到中国。这次北京车展上奇瑞的高档车“官

制”的信息系统是我们做的，我们在国内已经签了好几家。国际上还有宝马、奔驰、奥迪等。 

当前，汽车领域的发展趋势是信息技术和娱乐结合，车里面可以发电子邮件、进行声音识别等，包括驾驶行为

的分析。比如今后的车，你困了它就停了，喝酒了它就打不着火等等，能够自动识别驾驶员的状态。另外未来的车

会越来越云化。每一台车都会被监控，看引擎、轮胎的整个的运行状况，告诉你什么时候来检测，这样更安全。 

另外，综合来看，还是国外的利润率高，国内利润率相对较低。因为不仅是我们，全世界的软件企业都如此。

国际化业务不仅使我们盈利，也使我们获得更高端的服务，更高的附加价值。这几年，国内服务价格已经涨了很

多。10年间，同一个项目，也涨了5倍，但是同国际的价格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 

经济观察报：目前，东软在国际上的并购情况是怎样的？ 

刘积仁：我们在国内并购了有4家企业，在国外并购了3家企业，德国、芬兰、罗马尼亚各一家。德国目前在汽

车电子方面是相当成功，整个团队中的200多位德国人是世界一流的，他们对东软在全球汽车电子行业的核心地位

起到了绝定性作用。罗马尼亚的公司发展得很快，现在已经成为东软的欧洲交互中心。目前我们正在扩大罗马尼亚

公司的规模，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已经上升到罗马尼亚的水平了，罗马尼亚员工与中国员工拥有同样的英文

水平，同样的技能，但是他们离我们的客户更近。罗马尼亚公司目前在慕尼黑建立了销售机构来帮助支持东软在欧

洲的服务。罗马尼亚的软件行业并不是很发达，相当于我们20年前的水平。总体来说，东软的汽车业务收购是成功

的。虽然收购移动终端在赚钱上一般，但在战略上也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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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东软和欧美企业的合作是否达到了你的预期？ 

刘积仁：目前在汽车上完全达到了我的预期，移动终端这边还是差一点。 

经济观察报：差距在哪里？ 

刘积仁：我们一开始是与诺基亚合作的，但是诺基亚衰退得太快了，没给我们准备的时间。好在我们的行动比

较果断，马上与微软建立起联系了。在互联网家电领域也有差距。 

过去我们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日本的市场。日本很成功，美国现在也刚刚开始。在日本市场，第一个要有足够的

耐心。想在日本市场十年内成功，不太可能。东软今天在日本的成功是做了20年了，头10年我们也没有这么成功，

当然我们一直都挣钱，但没有像现在这么大规模、这么稳定，日本市场要求你稳扎稳打。东软和日本的大批客户都

有10年以上的合作，比如索尼、东芝、阿尔派、阿尔普斯。在外汇波动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进行谈判，因为双方

战略合作的关系很好。 

对于本地企业和东软的竞争，其实东软的竞争力是一点一点建立的。如果你问我现在我们的成本还有多大的竞

争优势，可能是不太多了，但是在前10年由于竞争的缘故活下来的就那么几家，做这事儿的人就少了。 

当然我们首先要专注。你要是做大众类产品，就不一定能活下来，因为竞争对手很多。我们这个行业进入的门

槛高，需要积累很长的经验。竞争对手没有几家。全世界也就十几、二十家。比如医疗设备，我们是全世界第6或者

第7的样子，其实就是最后一位。说出来不好听，但是一共就这几家。 

经济观察报：并购后，企业内部管理是如何运作的？国内外是否一样？ 

刘积仁：并购之后，刚性的管理或者卓越的运行要放在第二步。第一步是利益的依赖，是员工的依赖要做得特

别地道。要让德国的公司认为，未来的汽车市场就是中国。只有加上中国的队伍才是最有竞争力的。 

因为德国人看重中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对于一个项目，他可以拿到一个比别人成本更低的价格，但是得到比

别人更高的回报。德国的品牌都想跑到中国来，是看到中国有这个好处，德国企业就觉得自己安全了，未来可以做

全球的市场，要做竞争，他们就打价格战。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当大家主动获取利益的时候，就不怕犯一点小

错误。就像谈恋爱，感情好，就不怕吵架。所以，商业就是利益，商业不存在感情。商业是在利益上构造平衡。为

什么呢？因为一定会在文化的沟通上、管理上犯错误。但是人一旦利益上相互捆绑，就会忽略彼此的不方便。当利

益需要的时候，你会忍受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构造了这样的一个利益环境。这是很重要的。在管理的细节上要尊

重他们，用当地的团队进行管理。在德国，我们用的是德国人。他们知道如何理解、激励当地员工、与他们交流。

有这样的人帮助我们管理，对我们很有好处。机制上，两者合一，构建成一个团队。 

经济观察报：如何保证你的理念能在全球得到贯彻？ 

刘积仁：东软规模在逐渐扩大，我们的文化、风格也在变，因为组成公司的人在变，50后、60后、70后、80

后，都有。他们是什么样子，我们公司就成长为什么样子。公司的文化是人来主宰的，公司的文化是有生命力的，

要不断地演变。我们以前讲艰苦奋斗，现在要讲和谐，在生活上要给他们充分的自由。现在看来最重要的是尊重和

简单。 

《刘积仁：东软在不断转型》

网   易 

http://money.163.com/13/0421/20/8T0UT7IL00254TOS.html

网易财经：我们知道昨天四川雅安发生了7.0的地震，而且很多企业纷纷各自捐助物资，有钱捐钱、有力出力，

我想了解一下我们东软这块目前采取了哪些行动？

刘积仁：当我们一看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们就立即组织了一个队伍在研究我们的援助方案，因为东软我

们有一个远程健康管理的方案，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医疗设备走到当地，通过这些通讯系统把数据能够拿到后面的

医院，我们有几百家医院有这样的联网，我们希望能够在灾区布置这样十几个点，然后为，特别是当灾后恢复的时

候，我相信一定很多人没有地方住了，他们要有临时的住房，我们要把临时的远程医疗的这样的设施安装到这样的

区里面，通过我们背后的医疗资源，被我们这些灾区的老百姓提供一个好的关碍的一种服务。

（十二） 企业家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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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这样一种时刻，任何一个企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应该来献出他一片的爱心，我想这是我们企业的

一个责任。

网易财经：东软在四川区域的一些业务目前有没有影响的情况？

刘积仁：到目前为止没有影响，上一次四川大地震的时候，我们有个信息学院的一个的时候，我们让5000名大

学生，通过火车长途运送，把他们运送到了大连和广州来学习，这一次第一时间我们也在，因为我们经历过，我们

也有这种感受，或者说对那个地区，我们有过这样一种情感，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在搜集这些情报，到目前为止我

们自己的业务包括我们的学校，应该说一切都很正常，但是我们马上要组织我们的自愿者，带着我们的技术，我们

的设备，能够到郊区去，希望我们能够提供我们能够做到的帮助。

网易财经：你们看到昨天一些政府，还有总理李克强，还有一些社会的组织，其实都反应很迅速的，您作为企

业家来看，是不是现在企业的反应，比如说救济各方面，都比2008年那一次大家都比较有序，或者是比较正面？

刘积仁：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个我们经历过那个过程之后，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越来越强，做事情越来越主动，越

来越不等待，一有这种事情的时候，大家马上就想起来做这方面的帮助。第二我们也有了经验，变得特别有秩序，

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什么，这方面特别有条理了，所以也不像那种，我们可能充满了激情的，

但是有一点混乱，现在应该说在十分有序的，大家十分有效率的来实施这样的援助的计划。

网易财经：刘总，我知道今天您的一个主题就是围绕国内制造业的发展，我们知道目前国内外软件外包的行业

比较低迷，而且我之前看到财报，国内几家比较大的软件公司要么亏损，要么下滑，但是东软在这一块业绩都是增

长、盈利，就是想问一下，目前整个行业东软从哪些方面能够取得这么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刘积仁：事实上如果谈到软件，或者软件外包，并不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板块，我们所有的行业都会遇到这样一

个问题，就是任何一个行业想持续的五年、十年用一个不变的做法来永远的获利，根本就没有，而且我们会发现这

个周期越来越短，市场充分的竞争，全球化的竞争，比如我们谈到制造业，制造业现在做衣服、做鞋、做玩具现在

开始向越南，向东南亚转移，过去是向我们这边来转移，过去我们欢迎外资来投资，现在那些国家也在欢迎投资，

软件和服务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看到制造业在转移的时候，我们中国本身在过去，应该说中国软件产业发展一个很

大的拉动力，是全世界软件的研发向中国的转移，最开始是向印度，然后向中国。

中国这几年开始成本在不断地上升，然后开始向越南等等这些国家，包括东欧的一些国家，但是这背后是什

么呢？就像我们谈到制造业的转移，如果你做高端制造业，如果你有自己的专利，自己的核心的竞争能力，那你就

能够保留住这样的产业，东软在大概六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内部我就在讲，中国软件的外包，现在这种模式

是不可持续的，什么样的模式呢？以单纯的人力成本为基础的，这样一种模式，以单纯的某一种规模的这样一种模

式，这几年发展起来，东软一直在为改变这样的一种竞争力我们在进行变革着。（选）

《五百强与渝企交流能带动行业升级》

 2013/5/1  版位：14   版面：上游商业周刊·对话

重庆时报

4月21日，昆明星耀水乡，晴。

上午九时，柳传志身着立领式西装站到了主持台上，全场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

第六届绿公司年会正式拉开帷幕。

这是中国企业界第一个跨行业、国际化的商业可持续发展峰会。聚集了超过

800位企业领袖、政届要员、学术界权威、NGO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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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当中有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柳传志、王石、马蔚华、王健林、马云……

也有最权威的学术代表，龙永图、许小年、周其仁……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不乏世界五百强企业高管的身影。

《上游商业周刊》独家专访巴斯夫全球高级副总裁关志华。

上游商业周刊：能不能谈一下您印象比较深刻的重庆企业或者重庆企业家？

关志华：2006年的时候我们就在中国发起了一个“1+3”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我记得在我们第三轮“1+3”

项目合作伙伴中，就有一家来自重庆本土的原材料供应商，但同时在海外也有经营业务。去年我去重庆的时候

还特地拜访了这家公司。

上游商业周刊：能大概解释一下“1+3”是什么吗？

关志华：所谓“1+3”就是巴斯夫携手供应链上的三大业务合作伙伴（即供应商、客户和物流服务供应

商），通过传递经验和分享全球最佳实践，帮助我们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全面提高其在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

领域的管理绩效，并将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理念全面植入到企业的核心运营中。项目合作伙伴中有外企、央企和

国企，但更多的是民企。

上游商业周刊：您拜访的这家重庆供应商和它的管理层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关志华：总体给我的印象很好。如果要和我们这样的跨国公司合作，其企业管理层就一定要愿意吸收新的

经营理念，同时，这些经营理念也得符合社会发展所求。通过参观和交流，我觉得这家企业在这方面超越了我

们的预期，公司管理者的理念很先进，也带给我们很多启发。让我们了解到，其实“国际化企业家”并不一定

是要跑到海外去发展，国内也有具备领先管理理念的“国际化企业家”。

上游商业周刊：还有别的一些印象深刻的重庆企业或者企业家吗？

关志华：中国实在是太大了，我对重庆商会或者协会并不都熟悉。但我本人很喜欢参观中国的工厂，也很

愿意和本土的企业家交谈，有这个机会的话我也想进一步去了解。

上游商业周刊：我之前采访苏伊士和拉法基，他们都提到了跟巴斯夫在重庆的项目有合作。我不禁产生

了这样一种疑问：是不是五百强企业在一个城市落地，通常都优先选择与同样落地在这里的相关五百强企业合

作？

关志华：其实不是的，对我们而言，重点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为此，我们应该不断地去跟重庆各类相关

企业交流。当然，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和其他五百强企业进行合作的话，我们当然愿意和他们进行交流

沟通。（选）

2013年4月21日，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

的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上，致力于开发电动车

充电系统的台达集团中国区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

廖庆龙对电动车的未来非常乐观。他在接受《中

国经济周刊》独家采访时表示，全世界都知道用

电更节能，也更为合算，开销基本上只有油费的

1/6左右，所以电动汽车是一定要走的方向。

《新能源汽车叫好不叫      

 座：充电难制约推广》         

  5月刊  版面：独家看点

中国经济周刊

（十二） 企业家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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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难制约电动车推广

廖庆龙：电动车可以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所产生的PM2.5问题，是解决城区空气污染的方案之一。中国政府在

“十二五”期间也鼓励发展电动车产业。虽然消费者对纯电动车期待已久，但受限于电池寿命等技术问题，业界

仍以发展油电混合动力车为主。

除非现在汽油没有了，全世界到处都是充电桩，而且能够很快充电，这样问题就解决了。现在还需要业界共

同努力，提出可市场化的解决方案，一步一步走向绿色环保之路。

李书福：由于能源等方面的压力，中国不能走与其他国家完全相同的道路，中国一定要根据国情，走出一条

成功的能源多样化战略道路。

汽车不能完全依赖汽、柴油，它还要依赖天然气、液化气甚至电力等等。目前来讲，推广可能性较大的就是

电动汽车、油电混合车以及甲醇汽车。

尽管推广新能源汽车有助于解决雾霾问题，但是仍被技术有待突破和成本较高这两大问题所困扰，预计再过

三到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突破瓶颈。

王传福：2013年将是新能源汽车的拐点。中国有4亿个家庭，如果所有家庭都拥有汽车，每年的汽油消耗量远

远超过国家能承受的极限。电动车是解决能源不足的有效方案。

目前，各地的地方保护主义确实很严重，地方保护害死人。汽车市场应该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技术的革

新应以企业为中心，一旦地方保护企业就落后了。

徐和谊：目前，在新能源汽车，特别是纯电动汽车推广方面，主要有两大难点：一是电池技术问题，二是充

电问题。目前来看，充一次电的续航里程大多维持在100多公里，基本能满足在大城市一天的工作生活需要；在充

电方面，充电设施不完善是阻碍纯电动车推广的最大问题。

充电问题已超越电池，成为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头号障碍。推广新能源汽车的往往是环境质量不高、人口密度

大的城市，而这些城市的土地弥足珍贵，征地是一个很大问题。停车都是问题，建充电桩更难。

新能源汽车推广需“有利可图”

廖庆龙：电动车的发展趋势暂时集中在三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既可以加油，也可以充电。在家里充一个晚上，出去可能可以开五六十公

里，电用完以后就用油。

第二个方向是短程城市型纯电动车。如果在一个城市区域里，100公里之内有固定充电桩，就可以使用这种短

程的城市型纯电动汽车。

第三个方向是安装燃料电池的电动车，通过燃烧氢气提供动力。氢气反应后变成水，减少了对环境的压力。

李书福：电动车有两种，一种高端豪华的电动车，一种低速平民的电动车，这两种中国都需要。低速电动车

距离短、电池少、重量轻，这三个要素构成了它的节能效果。豪华的电动车跑的距离长、放的电池多、质量会更

重。（选）

《廖庆龙：全世界都在寻求电池技术的突破》

网   易 

http://money.163.com/13/0421/17/8T0K25SV00254TO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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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筋”的果汁大王朱新礼》
  2013/5/29

中国经济时报 

听到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问，将来有改做其他行业的想法吗？朱新礼连忙轻声说了几个“没有”，然后大笑起

来：“（我）就一根筋了。”

作为汇源集团的董事长，朱新礼被称为中国的“果汁大王”。不过，这位果汁大佬却连连陷入卖公司的漩涡。

以最近发生的一事为例，有媒体报道称，朱新礼正在筹划出售其持有的汇源果汁约42％股权，涉及资金约25亿

元，潜在买家包括广州药业。

面对这样的猜测，近日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举办的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间隙，朱新礼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称，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自从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事件以来，我没有在任何时候说过把公司卖掉的话。”

这不是朱新礼第一次遭遇类似的传言。在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以市场垄断之名遭到商务部否决后。2009年，

市场传言，统一集团有意收购汇源。不过，随后统一否认。而此次朱新礼拟出售汇源果汁的消息再次传出时，广州

药业称，董事会内部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与汇源果汁接洽的消息。

类似的传言让朱新礼感觉“很奇怪，有点无事生非”。他说：“这就像未审先判。当然，我也分析过，可能是

有人在炒股价，或者有人别有用心、故意扰乱。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目的。”

很多事情都和2008年绕不开。那年9月，“朱新礼”三个字一夜暴红。不过，红的原因却与果汁无关，而是争

论他该不该把汇源果汁卖给可口可乐。他那句“企业当儿养当猪卖”的话，更是引来诸多是非。

尽管这一事件已经过去四年多，不过，时至今日，朱新礼回想起来，依然心有不平：“资深的财经专家，应该

去理性分析东西，不要人云亦云。”

朱新礼当初曾想一箭双雕，让可口可乐参与果汁市场，而他自己更多卖浓缩汁和果浆。待合同期满以后，他可

以再做一个果汁品牌。“我喜欢竞争。如果有更多的企业参与竞争，整个果汁行业就繁荣起来了。”

不过，现实不随人愿。“如果并购成功，我的年加工能力可能早就超过1000万吨以上了。但是现在，中国的果

汁市场主要还是汇源在做，市场迟迟繁荣不起来造成的结果是：企业没有占到便宜，消费者购买果汁很贵，果农卖

果很难，国家还背了一个贸易保护的帽子。”朱新礼说。

有人说，可口可乐并购汇源事件失败以后，朱新礼做果汁的兴趣就在逐渐 “缩水”。而在朱新礼看来，自己显

然是被人误解了。“瞎说！对于亲手创办的企业，怎么会没兴趣呢？”他反驳道。

尽管如此，一个摆在眼前的现实是，果汁生意并不是那么好做。一方面，食品安全问题让公众“草木皆兵”；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国内的果汁价格比国外高两倍，但由于整个费用太多、太高，行业不成熟，企业并不赚钱。

在很多企业无奈“死去”的同时，朱新礼带领汇源进行了艰难的四年调整，包括架构、人事、产品优化、渠道

整合、新的战略规划等。地产大佬王石曾经评价说，汇源能够坚持四年，活下来真不简单。不过，调整的效果是明

显的。2013年一季度，汇源的纯果汁销售增长达80％以上。

目前，朱新礼的兴趣是向上游投入，希望在品种、栽培等方面控制果汁的资源。然而，这被认为是朱新礼“果

汁兴趣”变淡的迹象。不过，朱新礼并不理会这些。他表示：“这个战略是为了更好保护品牌。有的人可能不理

解，看法有点断章取义，我觉得挺好笑的。”

“欧洲从喝牛奶到喝果汁经历了20年，中国的果汁市场已经经历了15年。中国人喝果汁的进程已经开始加

快。”刚过花甲之年的朱新礼非常看好果汁市场前景。他表示，汇源本本分分地做企业，不求做得多大，但求一步

一个脚印。

（十二） 企业家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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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退了》

东方企业家 

6月刊

2 0 1 3 年 绿 公 司 年 会 的

答谢宴上，三位商界大佬碰

巧在同一舞台上走了一次时

装秀，作为各自企业的头号

人物登台，各摆了一个亮相

pose：马云摆了一个马步开

臂的太极动作；刘永好高举

右手用力一挥；马蔚华则双

手抱拳表示谢意。短短一个

月后，三位老板先后宣布从

一线岗位上退下来，都要把

未来的亮相机会留给新人。

时 间 上 的 巧 合 令 很 多 人 感

叹，民企迎来了一代风云人

物的退休潮，上演告别秀的

商界大佬将接踵而至，许多

行业的历史要被改写。不过

细看之下，虽然大佬们不约

而同选择了退，但退的路数

却完全不同，究竟是以退为

进还是退而求稳，退了是否

意味着告别，不同的人给出

了不同的答案。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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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守+分权路线   刘永好

最谨慎的交班

刘永好设计的“董事长+总裁+联席董事长兼CEO”的三驾马车，被认为是其护女成长的精心安排，煞费苦心之

举。

刘永好这一次真的要退了。5月22日，新希望(000876，SZ)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刘畅为董事长。同

时，人事调整也再进一步：选举陈春花女士为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聘任陶煦为公司总裁，向川、陈兴垚、李

兵、崔照江、吉崇星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新希望原董事长刘永好称，联席董事长是一个创新性的设置。“我今年62岁，到了退休的年龄，刘畅接班可以

保证新希望持续快速发展，但是刘畅实践经历还有所欠缺，需要锻炼、需要人帮助。”

两年前主导新希望的大举人事变动，很多人看出了老刘引退的苗头，不过他没有走；去年借公司30周年庆把女

儿高调推向台前，人们都以为老刘要交班，但他还是谨慎等待，直到把公司组织架构完全调整好。

家族企业的交接班向来关键，而到了刘永好这里，甚至演变成了一场持久战。抉择的艰难程度，从5月22日的董

事会决议就可以看出，竟然启用了罕见的“联席董事长”管理架构。为了能形成这种“联席”格局，刘永好颇费了

些心思，最终把大权拆分成三个部分。

最无悬念的是董事长一职，由刘畅接任。不过培养小女接班的过程可不简单，老刘极富耐性，花了许多时间指

导公司这位最重要的储备干部，十年磨一剑。刘畅进入公司大约是在10年前，当时拥有MBA文凭的她，从子公司

的办公室主任做起，后来成为四川南方希望的副总经理、新希望新加坡公司董事长，最后进入新希望集团董事会。

让女儿在集团各级管理岗位上都做了个遍，刘永好这才放心对其委以重任。然而经验决定决策力。刘畅虽然灵气有

余，擅长资本运作，却缺乏管理公司的实战经验，重大决议还无法果断拍板，于是，陈春花和陶煦的作用显现了。

两位都曾在山东六和集团担任要职，资历不用说，也掌握着新希望集团半壁江山的话语权。从2005年以收购

股份形式与六和“联姻”，到2011年的正式并购，新希望的饲料王国因此而壮大，一跃成为农牧产业集团的全球第

三。然而大也有大的问题，强强联合的背后是两种不同企业文化的磨合。这种磨合在刘永好时代还没有完成，因此

刘畅上任后，由陶煦继续担任总裁一职，对团结六和不无裨益。

相比而言，对于陈春花的任命则更有深意。刘永好需要一个业务一流的职业经理人，但更需要可以启发、点

拨刘畅的人。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学博导的身份，让她具备一位好导师的必要条件，在六和任总裁两年创造的销售奇

迹，让她拥有做高级经理人的资本。不过对于向来有魄力的陈春花来说，担任“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还是第

一次，也是头一回感受作为非独立董事、在最后一刻杀入董事会的感觉。刘永好亲自提案，将一位并非公司元老级

别的“外来人”提携至此，足见其用人的决心。

刘永好设计的“董事长+总裁+联席董事长兼CEO”的三驾马车，被认为是其护女成长的精心安排，煞费苦心之

举。女儿能否借此平步青云，实非老爸所能左右，不过这位无微不至的父亲，想必比外界更关注刘畅上任后的一举

一动，而这种关注不会很快退休。

（十二） 企业家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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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路线   马蔚华

明星银行家

因为非常喜欢读杰克·凯鲁亚克代表作《在路上》，马蔚华的大半辈子一直都在秉承着“一路向前”这个信

念。

5月8日，招行宣布，马蔚华因年龄原因提出不再担任招行主要领导职务，卸任总行党委书记，由建行北京分行

原行长田惠宇接任。如无意外，在今年6月马蔚华本届招行总行行长任期届满之际，田惠宇将接任总行行长一职。

马蔚华的离任，意味着招行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过去的14年时间里，招商银行从一个偏安一隅的地方小银行蜕

变成仅次于传统五大国有银行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如今，在招行枝叶繁茂、二次转型刚刚开始之际，马蔚华挂靴离

去，颇有壮志未酬之感。

马蔚华的职业转折点发生在1999年，人生半百之际。他弃政从商，抵达深圳，出任招商银行第二任行长，由监

管者转为经营者。当时，成立于1987年、由招商局下属的蛇口工业区结算中心发展而来的招行还非常弱小，只有千

亿资产。

1999年3月17日，马蔚华被董事会任命为招行行长当天，招行沈阳分行出现大规模挤兑。这是海发行带来的阴

影，马蔚华经历的第二次挤兑。身在香港的马蔚华在电话中告诉员工：“这种情况下，劝说是毫无意义的，最有利

的办法就是保证支付，储户取多少就给他们多少，只要告诉他们损失了多少利息就行了。营业厅里只要有一个储

户，就不要下班，要面带微笑地给他们支付。”

处理完危机后，马蔚华开始考虑招商银行的长远规划。有人说金融是最复杂的游戏，驾驭游戏的人不仅需要有

深厚的阅历和学识积淀，若想成为游戏的佼佼者，还需要异于常人的创新和突破能力。19 9 9年，凭借糖果、坐着

排队、喝咖啡“三奇招”，招行改变了银行“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刻板印象。此后，招行推出全国第一张

“一卡通”，它改变了中国人以存折为主的历史。

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表示，从一卡通、信用卡、网上银行等零售业务来看，招商银行总是能走在领先地位，不

可否认马蔚华是个眼光独到、很有才华的银行家，但并不是神话级人物，他的成功中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这个时

代。在过去十多年中，不论是国有大行还是股份制银行的资产规模、净利润规模都有了成倍的增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银行业分析师认为，马蔚华的前期战略要明显优于后期，目前来看招行2009年以来的“二

次转型”成绩平庸，与民生银行等竞争对手相比，招行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如果未来不能有更加明智、有效

的经营策略，招行很可能失去国内股份制银行第一的位置。

对过去14年作为招行行长的自我评价，马蔚华认为自己刚及格，“没有完全让大家满意，只能及格”。

马蔚华到任之初，招行还只是一家偏安深圳蛇口的地方性小银行。马行长选择了独辟蹊径。他抓住了信息技术

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通过推进银行电子化建设，突破了物理网点少的短板。“水泥+鼠标”的战略，令招行在互联

网时代迅速崛起，也奠定了其零售银行的坚实基础。

临别之际，马蔚华给全体招行员工还发了一封告别信。这封信中回顾了在招商银行14年又5个月的工作，再一次

对招商银行的逾万名员工表达了感谢。马蔚华称，“招行的辉煌与荣耀，决不是因为我个人的能力与作用有多大，

而是二十六年来全行上下共同奋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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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企业家赈灾相关报道

年会开幕前一天四川雅安突发地震灾害，在开幕式上，柳传志、王石、冯仑、邓锋和刘东华分别代表中国企业

家俱乐部、壹基金、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正和岛标准等企业家组织集体表达对地震灾区

的关切，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这些组织的成员企业所捐赠的善款和物质价值已经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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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联合开展赈灾行动》

新华网

雅安灾情牵动社会各界。在21日举行的2012年中国绿公司年会上，柳传志、王石等企业家分别代表中国企业家
俱乐部、壹基金等企业家组织宣布对四川雅安地震的支援行动。

会议组织方表示，在绿公司年会上加入联合救助的企业家团体包括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
会、正和岛、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中城联盟、数字中国联合会和中城联盟等多家中国企业组织。

据了解，目前万达、联想、阿里巴巴等多家成员企业已向灾区捐款超过4000万元人民币。此外中国绿公司百强
单位，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董事长徐新建当场表示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帮助雅安灾区。

“雅安地震引起了全民的关注，尤其是企业家这个群体。因为又有很多人蒙受了痛苦，所以我们希望有能力的
企业和企业家能够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董事长
柳传志表示。

会议表示，此次绿公司年会上宣布的企业善款的较大部分将通过壹基金平台援助灾区进行。壹基金执行理事
长、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在大会上呼吁，在地震救援刚刚开始阶段，众多企业和个人不要盲目赶去灾区，以免造成
混乱。“一开始的48小时很重要，灾区需要专业化的救援。”王石说，对企业家而言，目前帮助灾区最重要的不是
捐多少钱而是要观察整个进展，根据这次救援和震后建设进行帮助的方向和方法。

在21日举行的2013年中国绿公司年会的开幕式上，柳传志、王石、冯仑、邓锋和
刘东华等企业家分别代表中国企业俱乐部、壹基金、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欧美同学会
2005委员会和正和岛等多家组织共同宣布了中国企业家群体对四川雅安地震的支援行
动，目前万达、联想、阿里巴巴等多家成员企业已向灾区捐款超过4000万元人民币，
并有巨额灾区所需物资运至四川。 

“雅安地震引起了全民的关注，尤其是我们企业家这个群体。因为又有很多人蒙受
了痛苦，所以我们希望有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能够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帮助灾区人
民渡过难关。”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表示。

此次绿公司年会上宣布的企业善款，有较大部分是通过壹基金平台援助灾区。壹基
金执行理事长、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在大会上表示：“仅仅依靠壹基金远远不够，不应
该因个别事件，失去对红十字会，对传统民政系统震灾期间所发挥作用的信任。”

“48小时很重要，但震后重建也很重要。”王石说，“重要的不是捐多少钱而是要
观察整个进展，应该冷静和长期对这次救援和震后建设进行考虑。”

其他加入联合救助的企业家团体有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中城联盟、数字中国联
合会和中城联盟。

《参加中国绿公司年会企业家向雅安  

 捐款超4000万》  
  2013/4/21  社会新闻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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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昆明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商业可持续发展

高峰论坛“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近日在昆明举行。以“商业的意义与持续

增长”为主题，八百余位中外政、商、学、NGO和媒体等各界代表在年会上

围绕经济改革、城镇化、跨国并购和商业伦理等话题展开了多场思想碰撞。

“绿公司年会的‘绿’指的不是一般的环保的绿，而是一个大绿的概念，

把商业对社会、对人类的一切贡献，都称为绿。诚信经商，企业可持续发展等

等，这些都是属于绿的范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柳传志在致辞中说：“年会这个大绿的概念，不仅得到了很多中国企业

的认知，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开幕式上，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原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

表、副部长龙永图表示：“今天一批最优秀的企业家共同展望和讨论中国经

济发展的前景，这很有意义。这批企业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积极

推动者，也是受益者。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听到、学到很多关于实现中国梦

的故事。”

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表示：“中国绿公司年会坚持致力于推动经济合理

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论坛之一。本届年

会的召开，是对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探讨、是对绿色发展路径的共同寻求、

是对绿色发展愿景的美好展望。”

随后，柳传志、大龙、周其仁、刘积仁、马蔚华、王石分别担任了“改

革红利呼唤行动英雄”、“突破跨国并购三重门”、“城镇化红利”、“中

国制造的未来”、“资本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和“美丽商业”等论坛的议

题主席，引导议题嘉宾开展了多场精彩讨论。

为使议题讨论结果更具系统性，议题主席们在论坛讨论后集体亮相归纳

总结了各自场次的精彩讨论成果和可供分享的价值主张。

年会得到了云南省人民政府、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联合国

全球契约组织等国内外机构的共同支持。

年会开幕前一天四川雅安突发地震灾害，在开幕式上，柳传志、王石、

冯仑、邓锋和刘东华分别代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壹基金、阿拉善SEE生态

协会、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正和岛标准等企业家组织集体表达对地震灾

区的关切，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这些组织的成员企业所捐赠的善款和物质价

值已经过亿。

《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为雅安地震捐赠

 过亿资金物资》 

 2013/4/24  

中国广播网

（十三）企业家赈灾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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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企业家承诺捐赠4000万》

 2013/4/22  版位：头版/A10

《公司救援链：一亿捐款和快速通道》

 2013/4/25  版位：18  版面：产业公司

都市时报

21世纪经济报道

昨天在昆明召开的2013年中国绿公司年会的开幕式上，壹基金执行理事长、万科董事长王石代表参会企业家发

言称，据粗略统计，多个企业家的NGO组织已承诺捐赠4000万。他还转达李连杰的观点称，仅仅依靠壹基金远远不

够，不能因个别事件失去对红会和传统民政系统的信任。

王石介绍，目前壹基金共80人的4支救援队伍已到达雅安芦山县，从前日起徒步进入震中开始救援。与此同时，

一些企业家NGO组织，包括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亚布力论坛、 阿拉善协会、万科和万通等公司的公益基金等已承诺

捐赠金额4000万，公众利用壹基金平台也已捐赠1500万。此外，有巨额灾区所需物资运至四川。

王石称“受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委托和理事长周其仁委托说几句话”。他表示，由于壹基金行动迅速可信，地

震发生后，很多企业纷纷通过壹基金平台进行捐赠，但没有红十字会就没有壹基金。“仅仅依靠壹基金远远不够，

不能因个别事件，失去对红十字会等传统民政系统震灾期间发挥作用的信任”。

“整个地震救援刚刚展开，要吸取汶川地震中经验教训，个人和个别组织不要急于前往震区。”王石说，地震

第一线还要靠部队和民政部门专业救援队伍。

从企业赈灾决策到物资送达灾民手里，最快要多长时间？

从四川成都到灾情依然严重的雅安市天全县，较短的物资送达灾区时间是两个小时；通过北京市红十字蓝天救

援队，饮料送到灾民手中，只用一个晚上。

 企业赠送物资都要到当地民政部门登记，不得由企业自行直接发放。

4月24日早8时，在成都的爱国者国际化联盟抗震救灾前线协调人王晓辉收到“确认物资发放”的消息，他悬着

的心才算落了地。

与此同时，在此次雅安地震中，在捐款方面，中国的企业家们作出了最短的捐款决定，耗时两个小时，金额是

一亿元。

自产物资内部救援链

“你有没有管道？”这句话成了前往灾区救灾的企业之间最流行的话。苦于没找到接收方和运输通行证，不少

企业的物资无法送往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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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4月24日，爱国者国际化联盟送抵灾区的第一批物资——3车饮料已下发到灾民手里，这是一条经过摸索和

尝试形成的快速援助管道。目前，第二批物资260床上久楷集团的蚕丝被已整装待发，王晓辉准备等齐其他成员企业

援助的急需保暖内衣、手电筒、帐篷后，再次利用这条运输通道，向灾区快速进发。

爱国者国际化联盟是百家国有品牌生产企业成立的一个国货联盟，宗旨本为弘扬国货。其发起成员单位包括爱

国者数码、汇源集团、力帆集团、格力电器、联想集团、TCL等。4月20日上午雅安地震，爱国者国际化联盟的微

信群里出现援助倡议。商讨后决议，直接联系灾区的分管县长渠道。他们和雅安天全县政法委书记李良平联系上，

其介绍了分管救灾的副县长对接。怎么样才最快？最后决定就地采买。爱国者数码科技公司拨出首批款项从会员企

业手里购买饮料，作为第一批物资迅速送往灾区。20日下午敲定，成员企业王老吉在成都当地有工厂且有存货，准

备了1000箱王老吉。汇源集团董事长朱新礼亦将4900箱汇源果汁以联盟名义捐赠给灾区。

“灾区急缺帐篷、棉被。还有保暖内衣、手电筒也奇缺。”王晓辉说，“好在联盟的成员大多自产这些物资，

我们筹集物资快。” 

4月23日下午，联盟会员企业捐赠了保暖内衣1000套，保暖套装500套，其他有衣物、饮料等，还有会员通过晋

江慈善总会向灾区捐赠了1000万元的款物。

 联盟物资通过三种运输方式进入灾区。

一是由会员企业就地出物资出车，包送到灾区；二是全国各地的会员采买后运输到成都，由联盟找车运到灾

区；三是借助各种物流公司，会员企业自产的物资送到灾区。

4月22日，饮料从成都于中午12：30出发，其中两车物资于当天下午2：30就到了天全县。一车物资于当天下午

6：00到芦山县——这采取的是第一种方式。

就第三种运输方式来说，顺风快递服务热线称，公司可以免费寄送赈灾物资，但企业必须写清楚接收方是当地

民政局或基金组织。由于灾区的交通状况不佳，无法保证哪天能按时送达。

王晓辉说，“去天全相对顺利，芦山对救援车辆的管制更严格。”他解释，通过蓝天救援队，先行知道了进入

天全县和芦山县的线路和基本救援情况。 但在通往芦山县的路上，运送饮料车依然堵了三个小时。天全县一位副县

长指导称根据路况，避开救援车辆，找时间空当通过。运输饮料车辆通行恰好错过了救护车通过的救护时间，车队

一路向西，免掉了可能长达10小时的折腾。

两小时1亿元捐款决定

在捐款方面，雅安地震最短的捐款决定，耗时两个小时，金额是一亿元。

4月22日，雅安地震发生后第三天，在昆明举办的中国绿公司年会上，主办方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新

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说：“知道地震的当天上午，我和理事长柳传志商量捐赠的事，两个小时后，俱乐

部的企业捐了1亿元。此刻，捐赠的物资已出发在去雅安的路上。” 4月22日，依文集团和联想控股捐助的400万衣

物已到灾区。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由31位中国商业界、经济学界、外交界等人士发起成立。2011年，俱乐部43位理事所管理的

企业年度营业收入合计近两万亿人民币。

这些宣布捐赠的企业资金最后是否到位？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相关负责人称，捐赠自然有社会监管。相信真正的

企业家不会置诚信于不顾。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也于地震当天在网上给各位企业家发出“拉住孩子的手”再次行动——中国企业家联合赈

灾倡议书，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和正和岛等多家组织都在号召开展援助行动。

“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们就捐助过两所学校，当时是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进行捐赠的。”阿拉善SEE生态协

会会员部经理张志雄说，今年我们同时在网上公布了协会的基金会账号和壹基金账号，即使会员先汇入货币到协会

账号上，最终也会转入壹基金。

他解释，壹基金在救灾这块做得比较好，尤其是中小型灾害上。加之壹基金的好几位理事如王石、马蔚华同时

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会员，所以壹基金最终成为了这次雅安地震企业家们做慈善的平台。

“我希望做慈善是我喜欢，但捐钱不是树标杆，而是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绿公司年会最后一场夜话上，马

云称，“公益是行动，要难得多。”

（十三）企业家赈灾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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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汶川到芦山：企业应急管理“重构”》 

 2013/4/29  版位：16专题

中国经营报

4月20日，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开幕式前，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携手王石等人登台，发起号召为芦山地震奉

献爱心。

王石受柳传志、李连杰、经济学家周其仁等人委托，呼吁公众不要因为一些事件，就否决扶贫会、红十字会

等。王石转达李连杰的态度称：“没有红十字会，就没有壹基金。”

而在灾后72小时的黄金救援期，王石提醒公众，要吸取汶川地震的经验教训，“现在个人和个别组织不要往

震区拥，那样交通会拥堵，第一线要靠部队和政府部门的专业队伍。”同时，中国企业家阿拉善协会、万科公益基

金、腾讯、阿里巴巴等机构组织分别承诺捐款。

王石甚至看得更长远，他说：“金额只是我们的一种姿态，最重要的不是现在都呼吁捐钱，我们要观察整个事

态进展，思考如何救援；所以现在要更加冷静，更加长期地对救援进行支援。”

这样的表态妥当而正向。与此同时，各企业的捐赠统计数据也清楚地表明了各自的冷静和成熟。

三大手机巨头中，汶川地震时，三星、苹果、诺基亚捐款分别为3400万元、50万元、5000万元。彼时，诺基亚

尚贵为全球“手机一哥”，但因为5年来智能手机的风起云涌，诺基亚当下正忙于转型，略显落魄。也因此，芦山地

震中，三星、苹果和诺基亚的捐赠分别为6000万元+后续内部员工捐赠、5000万元+部分全新设备、100万元。

但网络舆论并未对诺基亚的“小气”给出负面评价。相反，企业亏损依然尽心，诺基亚甚至颇得“诺迷”的拥

戴，纷纷追忆其强盛时光。至于三星的捐赠，不仅是截至目前最大的数额，而且，考虑到芦山震情弱于汶川反而增

加捐款的行为，无疑充分凸显了其在当下市场竞争态势上领先苹果的统筹与权衡。

《王石呼吁公众继续信任红十字会》 

 2013/4/22  版位：A06   版面：万众一心抗震救灾

南方日报

四川雅安地震牵动人心。距离雅安800公里，正在昆明参加2013中国绿公司年

会的商界大佬们表示了对雅安地震的关注。

年会开幕式前，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作为主持人登场，他首先邀请多位国

内优秀企业家共同登台，其中王石代表壹基金、冯仑代表阿拉善、刘东华代表正和

岛、欧美同学会代表等首先登台，表示对雅安地震的关注。

作为壹基金执行理事长，王石首先公布了其赈灾的情况，称目前壹基金四支救

援队伍80人已经到达雅安庐山县，进入震中开始救援。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家NGO

已经开始行动，包括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阿拉善协会、万科公益基金、腾讯、阿里

巴巴、龙湖等机构组织已经承诺捐赠金额4000万元，公众利用壹基金平台也已经捐

赠1500万元。

王石提醒公众，要吸取汶川地震的经验教训。“现在个人和个别组织不要往震

区涌，给交通带来拥堵，现在在第一线要靠部队和民政部门的专业队伍。”此外，

王石受柳传志、李连杰、周其仁等人委托，呼吁公众不要因为一些事件，就否认扶

贫会、红十字会等组织的作用。王石转达了李连杰的态度：“仅仅依靠壹基金远远

不够，没有红十字会，就没有壹基金。公众不应失去对红十字会、传统民政系统震

灾期间发挥作用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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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相比汶川大地震 NGO不再是散兵游勇》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yaandizhen/20130424/7958014.shtml

绿公司年会昨日在距离震区雅安800公里的昆明召开。开幕式上，万科董事长王石表示“受柳传志、壹基金创

始人李连杰和理事会成员周其仁委托说几句话”，没有红十字会就没有壹基金，不要因个别事件，失去对红十字会

等传统民政系统在赈灾期间发挥作用的信任。

作为壹基金理事会执行长的王石表示，粗略统计多个企业家的NGO组织已承诺捐赠4000万元，公众通过壹基金

公共平台捐赠了1500万元。这些NGO包括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亚布力论坛、阿拉善协会、万科和万通等公司的公益

基金等。与此同时，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以及欧美同学会等组织也已经加入赈灾行动。

他同时呼吁在地震救援的关键时间，个人和个别组织不要急于往震区涌。

《王石吁勿对红会失去信任》

 2013/4/22  版位：1A25  版位：重点

新京报

凤凰财经讯 4月20日，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地震发生后，

中国企业开始积极行动，民间NGO(非政府组织)在震后救援工作也发挥重要作

用。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在接受凤凰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相

比于512汶川大地震，NGO已经不再是散兵游勇。他认为，NGO承担着某种政府

不能承担的社会职能，甚至比政府更有效率，更公平。

凤凰财经：您认为，民间的NGO组织在社会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王石：一个社会它成功之后应该是三种力量，一个政府，一个企业，再一

个NGO，应该说像这种更多的是民间的突发的这种事件当中，当然就应该扮演积

极的角色。

凤凰财经：怎么看待中国民间NGO的发展？

王石：尤其这十年发展非常快，尤其最近五年，随着上一次的“512”跟这

次的“420”这个变化非常大，当时的民间NGO的数量现在来讲是数倍的增加，

这次扮演的角色，所谓民间NGO来讲很重要是社会资源自律的组织，来承担社会

某种政府不能承担的职能。而且比政府效率更高的一种职能，而且更公平的一种

角色。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上次大地震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散兵游勇，民间

这样的力量，不管它的力量，它的组织，甚至很多都是单打独斗的跑到灾区，反

而成了灾区的一个负担，尽管他们满腔热忱，他们想来资助、支持做义工的这

些活动，但这次你会发现可能基本虽然不像上一次表现那么轰轰烈烈，但是这回

NGO组织扮演的角色就要积极主动的多。如果从过去一年来看，差不多从公益活

动来讲，民间NGO的组织已经完成整个资助资产的65%，现在严格来讲也就是这

几年，政府给民间的注册才比较开放，我相信这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更成熟的发

展，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凤凰网

（十三）企业家赈灾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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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离芦山有多远？》

 2013/5/2  版位：7版  版面：海归创业

人民日报海外版

芦山地震，在那里，平常随处可见的雨具、奶粉、面包、矿泉

水、方便面等成了最急缺的物品，每一点急救药品都可能多救活几条

生命。

灾难无情，人有情，那里牵动着所有人的心。社会各界时刻关注

灾情进展，为抗震救灾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为灾区人民默默祈祷。

很多海归也时刻关注着那里，通过各种途径为灾区的救援贡献着

自己的力量。

4月20日，中国青年海归协会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当天晚上便利

用自身优势，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南宁、纽约等全球

14个分会举办赈灾募捐活动，大家集体为灾区人民祈福，捐款捐物，

表达了当代青年海归留学生的一片赤子之心。4月22日，该协会捐赠的

第一批物资到达灾区。

当天，还有阳江海归会所等一批海归团队发起了募捐倡议，募捐

到的物资也已陆续抵达灾区。

4月21日，在2013年中国绿公司年会上，欧美同学会、中国企业

家俱乐部等组织和企业联手壹基金发起募捐，援助芦山灾区，第一批

已超过4000万元人民币。

4月22日，湖南海归协会组建义务募捐小组，通过爱心义卖（见上

图）、自发捐款等多种形式支援芦山灾区。

4月25日，欧美同学会再次发起了募捐。

海归团体的募捐还在不断地进行着。除了募捐，有海归选择默默

地将自己的一份爱心送去灾区，也有海归通过各种途径贡献着自己的

力量。

记者在采访王暾时，他正在雅安第一线指挥救援。这位美国康涅

狄格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原本是地震预警的门外汉。2008年汶川地震

后，王暾选择立即回国。当年6月，这位四川人在成都组建了团队，几

年下来，他已经研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震预警技术方案。

王暾这样的海归并不在少数。潘锦功开发的太阳能供电的帐篷生

活系统、野外使用的便携式照明系统等，在玉树地震时就已经发挥了

作用。

四川商界联合会秘书长杨志，将自己的微博更名为“四川省雅安

地震祈福杨志”，帮助政府播报地震最新情况，呼吁各界关注灾区情

况。像他说的那样，既然不能上前线，只能做些小事了。

中国青年海归协会林熙会长还说，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积极地为灾

区再贡献出一份力量。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你离芦山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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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民营企业家们担当起责任》

 2013/5/4  版位：7版  版面：经理参考 

新浪（经理日报转截）

地震中，众多身价超十亿的企业家们聚集在昆明(距离雅安芦山县800公里)。在当下的地震语境中，他们应该而

且是可以做到更好的。期待他们表现出民营企业家们的责任和担当。

4月20日早上，我坐上北京去昆明的飞机，参加中国绿公司年会。9点飞机在跑道上开始准备，我拿出手机关

机，此时新浪推送了一条新闻：今日8时02分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震源深度13千米，多地震感强

烈。

绿公司年会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开始了。4月20日那天台上的嘉宾还是颇具分量的，柳传志、俞敏洪、郭广昌，

这些耳熟能详的企业家个个也都口才了得，但台下的听众们却有很多在刷微博，关心着雅安地震的最新进展，记者

们互相打招呼，也总要问一句对方媒体往雅安去了几个记者了。

绿公司年会在大事件面前显得十分渺小。其实，在年会开始时，柳传志首先就表达了对雅安地震的悲痛，并且

表示企业家俱乐部的成员已经纷纷自动地组织起来，捐出衣服、千斤顶等物品，他还呼吁大家都来关注雅安地震，

用感情、人力、物力、财力来做出捐献。

企业家们的行动不仅仅是口头上的。参加绿公司年会的企业多是国内民营企业，地震发生后，他们第一时间开

始行动。如农夫山泉捐款1000万、蒙牛捐款1000万、阿里巴巴捐款500万、万达集团捐款1000万、恒大集团捐款

2000万、SOHO捐款500万、百度首批捐款500万……

国有企业广药王老吉捐款300万。因为油价让老百姓很愤怒的中石化这次也十分迅速地组织了6万升柴油免费供

应至雅安灾区，还有国家电网第一时间往灾区派遣了抢修队伍，基本保障了灾后第一晚的电力供应。移动和联通对

灾区启动了“不停机”服务，免除了救灾期间的通信费用。

在这个时候，似乎并无必要再去区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这个时候，似乎也无必要再去谈论地震以外的其

他事情。但这只是假象。当地震的巨大新闻冲击波过去后，小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问题又会重上心头，企业家们的烦

恼依旧剪不断理还乱。

所以，在关心地震的时候，请允许既定日程表上的事情继续照常运营，让企业家们讲讲他们的期待和担忧。

柳传志说他的期待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希望能把第4个馒头吃到嘴里。“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应该说走过了30

年，现在就有点好像人吃饭的时候要吃4个馒头才能饱，我们吃了3个馒头，期待着吃最后一个馒头，吃饱。”

俞敏洪对未来的期待是政府管好政治体制改革，让老百姓管经济体制的改革。“我认为在未来，民营经济，

无论政府愿意不愿意，都会占据很大的分量，原因是现在高科技的发展和方式的转变，导致国家要垄断是很不可能

的。”

俞敏洪十分担忧污染的问题。“污染的问题，我认为在中国的发展中，20年左右，政府努力和民间努力，都只

能是逐步地减轻污染，不可能一次性解决。”他建议将城市环境作为一个占比50%的重要指标来考核政府的执政能

力，这样可以加快污染治理的步伐。

相比而言，郭广昌对未来的信心大于担忧，他认为互联网将会改变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以前互联网只是一

个交流的工具，现在会影响到电子商务的发展，影响到商务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生产方式的组

织。我对中国社会的变革、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充满着信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来自互联网。”

宏大背景下个人是渺小的，但汇集起来就不渺小了，更何况是身价超十亿的企业家们汇集起来。在当下的地震

中，民营企业家们担当起责任，展现出这个群体对社会强大的影响力。

（十三）企业家赈灾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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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新礼：抗震救灾民间组织更有效率》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yaandizhen/20130423/7951575.shtml

《王健林：目前慈善事业仍以政府为主导》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yaandizhen/20130424/7958565.shtml

凤凰网 

凤凰网 

《刘永好：政府应当鼓励NGO发展》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yaandizhen/20130424/7958635.shtml

凤凰网 

《牛根生：NGO是长期的 钱要跟着项目走》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yaandizhen/20130423/7951559.shtml

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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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民间NGO不应与政府挂钩 吃力不讨好》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yaandizhen/20130424/7958566.shtml

《冯仑：NGO强调杠杆效应 名人行为引政府关注》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yaandizhen/20130424/7958012.shtml

凤凰网 

凤凰网 

《蒋锡培：NGO组织越来越多 

  一定是代表整个正确的方向》 

凤凰网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yaandizhen/20130424/7958563.shtml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yaandizhen/20130424/7958013.shtml

《王中军：民间NGO组织最大特点是结构简单反应快速》

  

凤凰网 

（十三）企业家赈灾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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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广告展示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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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面媒体

（二）网络

  提供年会广告展示的平面媒体：

《财经》、《新世纪周刊》、《财经国家周刊》、
《中国企业家》、《英才》、《瞭望东方周刊》、
《钱经》、《投资与合作》、《东方企业家》、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创业邦》、《钱经》、
《名牌》、《小康财智》、《商业价值》、
《董事会》、《第一财经日报》、
《每日经济新闻》、《华夏时报》

提供年会广告展示的网络媒体：

新浪、凤凰网、网易、FT中文网、
路透中文网、和讯网、金融界、财新网、
东方财富网、优酷网、价值中国网



（三）户外及分众渠道

  提供年会广告展示的高端及户外媒体：

  航美传媒、分众传媒、速达传媒、国域无疆、
《旅伴》、《东方养生》、《TOP时空》、
《环球之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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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背景资料04

（一）主办方简介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是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组织，成立于

2006年。作为民间非营利机构，俱乐部以推动企业家精神社会化，

推动正气的商业力量为使命，以此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

展。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特质集中表现在：成员均是中国市场经济的

代表人物，他们深谙并遵循市场规律来获得商业成功；其次，俱乐部

成员所领导的企业均是各行业的领先者，在绿色转型和探索新商业模

式上堪称中国市场型公司的典范；第三，这些企业具备强大的发展动

力，2012年，俱乐部46位理事所管理的企业年度营业收入合计超过两

万亿人民币，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官方网址：  www.daonong.com

（二）项目简介

中国绿公司项目

中国绿公司项目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于2007年发起，旨在推动经

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项目包括：年度研究项目“中国绿公司百强评

选”、可持续商业论坛“中国绿公司年会”、季度举行的“绿公司圆

桌会”，以及致力于帮助企业建立可持续竞争力的绿色社区组织“中

国绿公司联盟”。

中国绿公司项目官网：  http://green.daon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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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公司年会

中国绿公司联盟

中国绿公司百强

中国绿公司年会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道农研究院和《绿公

司》杂志主办，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合理及长远增长。年会创立于

2008年，于每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举办，每年有超过900位全球

富有远见、最具变革力的商业领袖、政界要员、学界权威、NGO

组织代表和主流媒体人出席。中国绿公司年会已被公认为中国经

济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商业论坛。

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新浪专题：http://finance.sina.com.cn/

focus/13lvgongsinianhui/
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官网：http://2013.daonong.com/

中国绿公司联盟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支持发起，是致力于帮

助企业建立可持续竞争力的绿色社区组织。通过深层次的、可视

的服务内容与体验价值，推动建立高粘性的会员社区类平台，并

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一起，致力于推动商业可持续发展。绿盟成

员可参加包括中国绿公司年会、绿公司圆桌会等在内的俱乐部主

办的系列活动，并得到绿公司杂志、绿公司日报、绿公司参考等

信息服务。

中国绿公司联盟官网：lm.daonong.com

入盟热线：010-62766066-808/855

中国绿公司百强由道农研究院、《绿公司》杂志主办，中国

企业家俱乐部支持发起，是国内第一个跨行业评价企业可持续竞

争力的公司排名。榜单于2008年首发，并于每年4月22日举办的

“中国绿公司年会”上发布，被媒体评价为最具前瞻性的公司竞

争力评价体系。榜单从第三方立场对公司的公开信息进行评价，

评委均为国内外业界专家学者，评价标准和流程均通过互联网公

开。

2013中国绿公司百强新浪专题：http://finance.sina.com.cn/

focus/13lvgongsi/
2013中国绿公司百强新浪官网：http://www.daonong.com/cec/

green/2012baiqiang/2012baiqia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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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组织架构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