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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绿公司年会大会主席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绿公司年会办七届了，越办影

响越大，越办越红火。今天的中国各种

会议太多了，但是像绿公司年会这样，

影响越来越大的并不多见。回头看一看，

我们会议开得怎么样，我想用三句话来

总结：第一句话是方向正确，第二句话

是内容丰富，第三句话是前景广阔。

　　七年前，中国一批有社会责任感，

有全球视野的企业家发起创办了中国绿

公司年会，而且选择在每年地球日的时

候召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倡议，这个

方向是对的，因为绿公司追求的是可持

续发展，中国的企业家愿意为这样一个

目标做出贡献。

 

　　2008年开会的时候，“绿色”这个

概念在中国来讲是非常先进的，当年中

国的雾霾远没有今天这么严重。今天的

雾霾已经成为中国人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空气是人不能离开的，绿公司年会有生

命力，正是因为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

量。

　　第二句话，内容丰富。任何一个会

议它的生命力在于什么地方？在于它的

思想。这个会议如果能够给人们启迪，

我觉得这个会议就有生命力。如果这个

会议没有什么思想，这个生命力就是有

限的。

　　每年绿公司年会的内容都非常丰富，

有很好的思想。今天的中国，思想变得

越来越值钱，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中

央方针非常好，要靠思想贯彻；企业政

策环境好，也要靠思想践行。在绿公司

年会上，不仅是有企业家们提出的思想、

学者们提出的思想，还有政治家和国际

嘉宾提出的思想，这样闪光的思想火花

非常多，这是绿公司年会越办越红火的

根本原因。

　　第三句话，前景广阔。大家想一想，

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变化的过程当中，人

口在迅速增加，这个地球怎么办？可持

续发展是人类唯一的选择。而这个选择

要完全实现的话，需要很长的时间，五年、

十年，甚至一百年。

　　回顾年会七年的历程，开始提出了

一些理念，现在逐渐落实到行动。为了

解决人类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个

年会每年都要开下去，每年都会加深大

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来推动我们企业

家乃至公众、青年人采取行动，使得我

们能够建设一个美好的未来、美丽的中

国。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绿公司年

会本身就是想表明，作为世界公民，中

国人正在为全世界追求的共同目标做着

贡献。

思想价值决定年会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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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发展潜力
还要靠改革

　　大会主席、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这次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把中国绿公司年

会放在南宁举办，是对广西的厚爱，这

么多杰出的企业界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精

英，能够齐聚南宁，这是广西的荣幸。

理所当然的，我们会把这次年会作为广

西宣传推荐招商引资的一个很好的机遇。

但是我更愿意把它当成是一次学习的机

会，把它当成是一场更新发展理念、创

新治理理念的思想盛宴。

　　出席这次会议的企业家们，很多是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领跑者，是中国改

革开放30年的弄潮儿，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中国经济走势和结构调整的风向标。

看一下他们成功的秘诀，我感到好像有

个共同点，就是在急剧变革的年代，他

们对社会局势的观察，对发展机遇的把

握，对面临危机的处理，对企业责任的

认识，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处理方式，

这也就凸显了我们这次会议主题的重要，

就是“改变的年代：现实与远见”。

　　我看了这次会议的资料，密密麻麻

一大本，大大小小40多项，据说从昨天

到今天，场场爆满，在广西由外面举办

的活动里是不多见的。昨天晚上，我也

全程地倾听了柳传志和王石先生以时间

为主题的领袖夜话，直接领略了他们的

领袖风采。

　　昨天听了柳传志和王石先生的对话，

我非常感叹，人人都可以成为领袖，但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领袖，只有那些

在残酷的搏击、摔打、淘汰中，还能够

站得住、立得稳的人才能成为被大家公

认的领袖。能够成为领袖的，他们既是

事业的追梦人，同时也是社会健康价值

的引领者。我觉得像柳传志先生、王石

先生，还有我们刚才发表演讲的一些嘉

宾和在座的一些成功人士，都是这样的

领袖。由这样的领袖举办一个论坛，我

想一定会撞击出许多思想的火花，能够

点燃创新的灵感，所以我提出，我们广

西的企业家，甚至党政领导干部，有可

能的要尽可能来参加这次活动，能够从

彭清华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 演讲发表于 4月 21 日上午全会论坛 ]

中受到启发，我想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

目的。这次是企业家论坛，作为一名地

方人，我这里想借着广西谈谈我的体会。

　　第一，要更加注重深化改革，激发

社会活力。由于历史原因，广西集中进

行经济建设和大范围实行改革开放的时

间相对比较晚，这也是广西发展相对滞

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刻，是必须要

重视这次机会，从广西来讲，对中央部

署改革的举措，我们要一项一项地去落

实，对其他先行地区的改革经验，我们

要一条一条地去学习，那么，对我们自

身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我们也要一件

一件地去研究，去探索改革的办法。

　　第二，要更加注重扩大开放，打造

战略支点。广西有比较优越的地理区位，

是处于我们国家西南、华南两个区的结

合部，与东盟陆海相连，广西东部沿海，

中部地区沿江，西部沿边的多重特征，

怎么把区位优势变成发展优势，我们觉

得要开放。在这方面，我们过去的意识

不是很强，最近十年来，连续举办10届

中国东盟博览会，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

变。现在，我们正面临一个很好的扩大

开放的机遇。比如说，国家提出要共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造中国东

盟自贸区的升级版，扩大沿边的对外开

放，这样就可能使广西由一个边陲的省

区，变成一个面向东盟开放的前沿。那

么，要开放，我觉得从广西自身来讲，

要做好三个方向的工作：一个要面向东

盟，搭建经贸和投资合作的平台，联合

各方面的企业来共同拓展东盟这个大市

场；第二个就是要对接粤港澳，向先进

生产力靠拢，利用珠江西江的黄金水道，

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推动两广经济的一

体化；第三个，要依托大西南，打通大

西南出海的通道，实现区域的优势互补

和共同发展。

　　第三，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加强

城乡统筹。一切为了人民，是党和政府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觉得在

这方面，我们有四个问题要解决好：

　　首先，是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问题。

广西没有很大的城市，但是广西有很多

环境非常好、潜力非常大的中小城市，

所以广西城镇化的重点方向，要放在发

展县域经济上，使农村人口的转移能够

以中小城镇为承载，这样能够真正体现

人的城镇化。如果大量地转移人口，都

到这些大城市来，不仅对大城市的发展

是一个沉重的压力，这些人在大城市里

头生活，也很难得到基本的保障。所以

我们觉得，要重点放在中小城镇上。

　　其次，要解决好广西的扶贫问题。

广西还有630多万的贫困人口，这些年

在扶贫方面成绩很大，比较容易富的基

本都富起来，现在没富起来的都是硬骨

头，在这方面我们要创新思路，按照中

央要求，精准扶贫，使这些贫困人口能

够参与社会变革的进程，共享社会发展

的成果。

　　再次，要解决好农民工的问题。

广西有1100万农民工，占全区人口的

1/5，劳动力的1/3以上，这些人应该说

为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

代化都做出了很大很大的贡献，但是，

他们自身确实也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些需要党委政府去帮助他们解决，也

需要企业和社会各界，给予更多的关爱，

广西今年将在这些方面进行一些积极的

探索。

　　最后，就是要更加注重保护生态，

实现和谐发展。广西山清水秀，是一张

亮丽的名片，但是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

非常困难，我们去年开始采取一些措施，

比如开展“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的活动。

先把农村这块，把它抓好，集中以“清

洁家园，清洁水源，清洁田园”为主题，

我们希望把这个活动能够持续地开展下

去，已经做了一个8年的行动方案，要

使广西的城乡环境发生一个稳定的不可

逆的变化。现在人们来到广西，都说广

西虽然经济落后一点，但是有青山绿水，

有后发优势，对此，我们感到美中不足，

但来日可期。

　　如果有一天，人们来到广西，说经

济上去了，但是环境糟蹋了，我们会感

到愧对子孙，无地自容。如果有一天，

人们来到广西说，广西经济发展了，人

民很富足，还有好山、好水、好空气，

那我们就感到心安理得，谢天谢地了。

To Dr ive 
Development 
through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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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中国绿公司年会参会人数超过 1200人

大会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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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王石首次

深度对话，共话“我

们的三十年”，白

岩松主持

中国绿公司联盟圆

桌会“大数据：变

革企业经营与管

理”火爆的现场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

委书记彭清华发表

主题演讲

执行理事长朱新礼

主持全会论坛

柳传志、朱新礼、

刘永好、沈国军在

CNBC“中国的新

改革之路”电视论

坛上

吴敬琏发表“共同

构筑企业发展的大

舞台”主题演讲后

接受议题主席柳传

志提问

009/010



闭门会“2014 天马行空”，马云分享阿里巴巴未来将如何改变中国的商业格局

议题主席带领嘉宾进行会前讨论

俱乐部理事及广西政府领导与来自 13 个国家的外交官在早餐会上进行交流

在老牛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国绿公司年会连续四年成为环境友好型的零碳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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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葆森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刘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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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建民  中国绿公司年会大会主席、国家

       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柳传志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蔚华   永隆银行董事长、招商银行原行长

冯  仑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积仁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

朱新礼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

       中国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议题
主席
chairmEn

　　本届年会共有16位来自政、

商、学界的重量级嘉宾担当议题

主席。从议题、形式的设计到互

动嘉宾的选择及现场主持引导，

每位议题主席都为年会贡献着时

间和智慧，他们深入细致的工作

使得本届年会的每一场论坛精彩

纷呈。

王文京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

夏  华  依文集团董事长 朱  海  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裁及

      中国区总裁

王  铁  艺康集团全球资深副总裁、

       大中华区总经理
赵昌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  

       部长

梁  能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

        副教务长
汪潮涌  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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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永图：新型政商关系不是政府对非公经济的恩赐

龙永图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博
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

　　绿公司年会一直关注着改善非公经

济所处的政商环境，并把它作为每年年

会的重要话题之一。不仅因为政商的关

系涉及到非公经济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经

济利益，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和

一个地区的政商环境，既是这个国家和

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也是这

个国家和地区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的重

要标志。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今天，再

次老话重提，谈一谈政经关系，有着新

的内涵和意义。

　　三中全会决定最大的亮点，就是鲜

明地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今天我想从市场经济的宏观、

中观和微观的三个层面，讲一讲市场起

决定性作用，对于建立一个“公正、透明、

平等、和谐”的政商关系的意义。

　　从宏观层面讲，通过政府转变职能，

建立以间接手段调控的经济体系，将大

大减少政府的审批职能，如果一定要审

批，这种审批一定是在公正透明的阳光

下进行，过去政商关系不正常，主要是

面对层出不穷的政府审批，我们的企业

和企业家只能低三下四或者不择手段地

向政府要资源，要土地，要政策，这又

造成政府效率低下，官员腐败等问题。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减少政府的审批，将减少企业对政府的

依附，使企业与政府真正建立一种“君

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特

点就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相互尊重、相互

支持、平等和谐。

　　在中观的市场运行机制方面，市场

起决定作用，就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

有序的市场体系。过去的政商环境中，

非公经济在市场准入方面遭遇许多门槛，

即便表面是开放的，也是常以“玻璃门”、

“弹簧门”这样一种“哑巴吃黄连，有

苦说不出”的尴尬局面存在。

黄怒波：政府要事先划好红线再招商引资

黄怒波　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政府要先帮着企业，先把红线划好。好多政府说你来吧，

有的是地，结果我们做了好多规划，最后一亩耕地都不能碰，

你花很多钱还得抽回来，其实一开始跟开发商讲好，共同商量，

我们就不能碰耕地，有很多方案，希望在招商引资的时候，政

府先把红线讲清楚。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接受并

准备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两

个原则，表明中国开始努力打造一个全

世界最好的商业环境，也是中国进入现

代治理国家行列的重要标志。

　　在微观层面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

的决定，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并列，

都说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重要基础，表明两者是平起平坐

的，从此再没有什么老大、老二之分。

逐渐淡化企业所有制的区别，和“文化

大革命”之后逐渐淡化个人的家庭出身

一样，将使中国企业在新的政商环境中，

出现一个所有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

经济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总之，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不仅

是非公经济的要求，更不是政府对非公

经济的恩赐，而是当前政府转变职能，

调整经济结构，改善和满足民生的需要。

如果说我们过去30多年通过GDP挂帅，

在追求中国经济数量扩张的过程中，主

要是依靠大的国有企业，从而确立了中

国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那么今后

30年，我们将通过民生挂帅，追求中国

经济质量的提高，追求更多的就业岗位，

追求建立一个“公正、和谐、稳定”的

社会，从而打造一个在全世界受人尊重

的经济强国，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

所有的大、中、小、微各种不同所有制

的企业共同努力。

Business Ecosystem

政商新生态

商
业
大
环
境

商业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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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中国政府的效率不算低，总体来看，现在中国是个重

商主义社会，对企业很欢迎，但先要明确规则，省得企业走到

最后发现走不过去，企业意见很大，一个企业走，一大批企业

就不来了。



吴敬琏：现有体制存在的五个缺陷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很高兴来开绿公司年会，绿公司的

题目非常好，叫“改变的时代：现实与

远见”。可以从现实讲起，绿公司这个

组织不只是争取使自己的公司，中国的

公司，在中国土地上的公司变成“绿公

司”，而且要使这个社会变成一个“绿

社会”。现实与远见，远见是绿公司、

绿社会、绿地球，现实怎么样？现实很

不绿。

　　所谓“绿”，经济社会发展要有效率，

环境要不断地改善，社会要不断地和谐。

但是现实是什么样的？增长速度很快，

颜色变得好像越来越不绿了。特别这两

年，资源短缺和枯竭的问题，环境破坏

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环境破

坏到了什么程度？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

土地、水和空气受到了破坏，我们急需

要改变，需要把它改变得越来越绿，达

到我们的希望。

　　今天早上的早餐会上，很多企业家

发表意见。冯仑提了一个思路，从人的

“绿”做起，人的思想，人的理念，人

的追求变绿了，有了绿的人就会有绿的

企业，就会有绿的社会。我对这个说法

有一点怀疑，为什么？我对于人性的改

变，人性能够在多快的速度上改变，并

没有那么充足的信心。

　　问题就在于制度，之所以不绿，是

这个体制有问题。现在我们正好适逢这

个时代，改变的年代或者转型的年代，

或者叫做变革的年代。十八届三中全会

确定了我们改革的目标，改革的路线图，

沿着路线图往前走，我们就可以改变体

制，把不符合绿要求的体制改变成符合

绿要求的体制，这是什么体制呢？

　　十八届三中全会做了从方向、原则、

路线，直到具体措施的安排，特别是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面讲了336

条改革项目，它的纲是什么？总的体会，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是目标，要实

现这个目标要建立一个体制，什么体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里面有一句话是最重要

的，就是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

序的市场体系，这是“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基础。

　　336项集中起来说，从经济方面，

就是要建立这么一个体制，这是非常重

要的。因为这句话正好打中了现有体制

的要害。现有体制是有个初步建立起来

的市场体制，但是因为政府在资源配置

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或者决定作用，就

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归纳起来，有五个

缺陷：第一，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市场，

因为条块分割，现在的市场是“碎片式”

的，有行业保护，有地区保护；第二，

它不是对所有市场主体开放的，市场主

体被分成三六九等；第三，竞争性很差，

因为各种行政的规定，还有行政垄断，

竞争是市场的灵魂，而没有竞争，这个

市场严格的说根本不能叫市场；第四，

它是无序的。因为有各种行政规定，各

种批示主导着市场行为，所以不是建立

在规则基础之上的，不是建立在法制基

础之上的，而是行政主导的，是人治的，

是批示决定一切的。最后一点，市场发

育很不平衡。商品市场稍微好一点，要

素市场很差，特别其中最重要的资本市

场尤其落后和混乱。

　　我们在2020年以前要把制度建立起

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法制在市场经济中起到“双向作用”，

一方面，经济人、消费者、生产者、投

资者的自我约束能力是有限的，因此需

要外在的共同认可的规则，即法律约束，

产权安全性，要防止其他经济人的侵权。

我们说的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

场，没有法制是不可能的。统一的市场

就不是分割的市场、地方保护的市场，

开放的市场就不是封闭的市场，竞争的

钱颖一：法制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的基础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市场就不是垄断的市场，有序的市场就

不是混乱的市场，维护所有这些都只有

在法制基础上才能实现。

　　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政府对经

济的行政干预，同样是使市场起到决定

性作用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的一种障碍，

特别是从计划经济走过来的当今中国，

如何在制度上防止政府的任意行政干预，

现在提出的建立政府权力清单，并且逐

步缩小其范围是一个正确途径，政府所

有权力在清单上列出，除此之外的事项，

由企业、家庭、市场决定，与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是同一性质的，限制政府行政

权力，其他归于市场，这样的制度规则

只有在法制规则下才能实现。

The Invisible Hand VS Visible 

Hand of the Market

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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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资本对等”是混合所有制的前提

马正武：混合所有制应该完善治理机制

　　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首先要完成“祛魅”，把它们超意识

形态的护身符摘掉，在司法裁判上与其他资本对等，并且解决

在商品交易计价中过分刚性的现状，只有这样，混合所有制才

有希望，否则谁混合谁死。

　　在混合所有制上应该有一个整体设计，这个设计应该在上

面有一个负面清单管理，实际上就是哪些东西要放开，保留极

少数的，不宜混合的，同时更多在资本层面上混，因为一个公

司体系不一样，母公司、分公司、子公司，特别是网络性的公司，

应该在上层资本层面上混。

张军扩：我国仍具实现 6% 到 8% 中高速增长潜力

　　经过31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和增长潜力的

确正在发生变化，因此，再恢复到接近两位数高增长的条件已

经不再具备，然而，现阶段经济基本面变化的性质、结构和程度，

还不会使我国的潜在增速滑落至低速水平，所以综合各种因素

分析，在今后大约十到十五年的时间里，我国仍然具有实现6%

到8%的中高速增长潜力。

张军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冯仑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正武　诚通集团董事长

赵启正：企业家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主力军

　　我们走出去的企业家，他的言行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

走出去，并不是指电影、动漫、小说和“中国好声音”走出去。

人出去了，文化就出去了，文化和人是形影相随的。中国企业

家是我们中国走出去进行公共外交的真正主力，公共外交，就

是中国的非政府官员对外国公众，对外国政府说话的一种新方

式，它不是一国政府的对外宣传，而这个国家民众当中最有力

赵启正　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Future of Mixed 

Ownership

Diplomatic 
Affairs

宏观经济环境 混合所有制
的未来

国际外交

　　如果改革能够取得进展，就能释放出较大的改革红利。中

高速增长并不能在延续旧的增长模式之下自动实现，而是需要

我们通过改革的深化和政策的调整去争取，需要政府、企业和

社会各界共同为此努力。关键在保持经济形势基本稳定，风险

总体可控的前提之下，不失时机地推进各项改革。

量的群体，我认为就是企业家的形象展示。企业家就是中国人

的代表，如果世界上有一本书，叫做“中国人”，有13亿页码，

一个外国人，他不可能翻13亿页，只看几页，这就是中国人了，

他们最容易翻的就是企业家的每一页，这位企业家有见识、有

胆量、善良且智慧，这就是中国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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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在谈判的时候，国有资本是只能赚钱，不赔钱的资本。

我要是赔钱，赔给他正常，他占我便宜没有问题，我稍微碰他

一点，别说占便宜，还没有占便宜，大家就会提醒你不能占便宜。

国有资本是一个不能按照市场增减的资本，是一个刚性的资本。

　　混合所有制以后，会倒逼出资人的行为改变。建立规范的

公司治理，实际上，无论是国有控股企业，还是民间资本控股

的企业，最终都要在公司治理上下工夫，来实现在公司治理上

融合，形成利益上一致。



行业新趋势

赵令欢 弘毅投资总裁

　　大的时代，主要是改革的时代，新

的领导层在位一年多，从投资的角度来

讲，有很多新的机会。我从企业讲起，

从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中国的民企和国

企来说，有几件事特别重要。第一，每

个企业过去的盈利模式都在快速被淘汰，

几乎没有例外，新兴的模式正在快速地

变成主导模式，每个企业出于保护，在变，

出于发展，更要变。第二，行业内部的

重组在剧烈的发生，在竞争行业的领域

里，几乎每个行业都产能过剩，怎么消

化这些产能？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在即

便是最先进的竞争行业的企业，技术的

投入、创新力和持续力，远远落后于国

际市场里的领先企业，这一点昭然若揭。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领域，中国民营企业

家，特别是一开始就参与民营创业的老

一代人，现在都到了60岁、70岁之间，

他们都会存在着我的儿女接着做家族企

业，或者家族企业式的管理，柳传志说

联想控股选择了从国企到国有民营，现

在到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这条路。

　　从投资的角度，特别是从弘毅投资

这种基金投资方式，我们分类，有四种

模式是过去一直做的，现在仍然是主要

的模式，一个是国企改制，混合所有制，

再次从理论上说明，竞争行业的国企，

这是一条优化的道路。还有一个是民企

的成长，除了以前说扩充，对外可以投资，

现在很多民企的确存在着传宗接代的问

题，怎么持续的问题。平台搭建，指的

是经济形式从一种服务模式到另一种服

务模式，以前是出口，现在是内需服务型，

这里有很多重组，有很多搭建。

　　可以说，十八大以后，是中国新的

时代，也是一个重要时代来临了，从投

资的角度来讲，国家经济仍然比较健康

稳定的发展，特别是结构的调整，实际

上有很多新的机会，但这种新的机会和

十年前不一样，十年前粗放式发展，只

要在那儿就能够做起来。

　　中国经济的基础细胞都会变化，请

大家重视。投资，讲宏观，实际上最后

支票都写在某个企业，而好的行业一定

有坏的企业，坏的行业里面也会有好的

企业，所以投资会落到企业。同样有分量、

有丰富内容的，大家耳熟能详的大的消

费时代的到来，服务业的开放，环境革

命拉开了新的机会序幕。另外，金融和

实业配套紧扣造成了一些机会。再一个，

移动互联、新能源在改变世界，改变中国。

以前的格局是大宗原料国家，澳大利亚

得益于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把廉价的产品销到信贷十分宽松，

经济相对发达，消费水平较高的西方世界，这是我们的模式。

现在有两件事情特别重要，第一，中国是世界上最好的消费市

场，第二，世界的消费市场成长速度不如中国，但是量大，仍

然是我们的基础，但更重要的，世界的产业链供应，特别是发

达市场，技术、品牌、管理会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消费市

场，发现更好的放大，更有价值。要是坐在中国，像弘毅这样

投中国企业为主的投资人，要很关心去世界上优化我们的产业

链，合作、收购，拿技术，拿品牌，找管理，但是反过来，要

十分关注中国消费者的喜好，要把产品为他们做，不像以前为

别人加工，这是所谓向左向右的事。其次，国内的产能，国内

自己是消化不掉的。我的导师周其仁教授讲中国GDP是世界

的10%，产能是世界的20%，我们再优化，也消化不了这些产能，

要往世界市场引。中国的做法现在已经体现出这个方面，很多

大企业到新兴市场开工厂，把自己的产能向全世界推，这样中

国会比较快速的继续强起来。

　　国内板块，很多中小型的国内企业面临着一个选择，中国

在一个国度之内，有发达经济，有不发达经济，苏浙沪地区的

发达度，从经济角度来讲跟欧美不相上下。中西部，用贵州做

例子，还在发展之中。每一个在中国运作的企业，可以选择在

这些地方做，这里有很多断层，很多机会。

　　我们看中国今后十年、二十年，会有45万亿人民币净增

的消费市场。这个消费市场量很大，发展速度很快。还有一个

赵令欢：产业投资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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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推动力，我们所说的城镇化，从投资的角度来讲，算

数字，今后会有2.8亿已经在城市做工的农民工，再加上1.2

亿新农民进城，4亿城市居民几乎是欧洲所有的人口。

　　环境方面，生活在北京，待几天就会有呼吸道疾病，正好

做决策的人都在那儿，所以这已经不是经济问题，是整个国家

治理的政治问题。今后十年会有15万亿人民币跟环保相关的

投入。我们投资的上海城投，就是烧垃圾的，用垃圾发电，这

个事情会发展得很快。

　　总结一下两个方面，中国现在在用历史上没有过的速度打

造一个中等收入阶层，这个阶层是很大的数量，两亿到四亿中

等收入阶层，都会在十几二十年，突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

除了要造很多产品，要有很多服务消费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完

全大家怎么预测都预测不足的需求，就是理财的需求。新的时

代大的机会，做金融，金融服务，大资管的时代，或者中国资

管的时代已经来临。

　　第二个趋势，新技术，对美国来说，新能源，比如页岩气，

五年前我根本不敢想美国是能源自给的国家，或者能源出口国，

转眼之间这件事正在发生，世界的能源格局一定为此改变。今

天做到国外，也想象不到移动互联会让13亿人变成很先进的

一个消费群体，而这件事在中国快速的发生，冲击着所有行业，

所有企业，这只是刚刚开始。



梁信军 :中国世纪要靠拼来的，不是等来的

梁信军　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关于新产业、新机遇的问题，我用

了比较博眼球的标题，“中国世纪要靠

拼来的，不是等来的”。最近一段时间，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有太多关于中国的

观点，最重要的观点是担忧，有些人说

雷曼时刻不会到来，能够找出N个例子

说明中国经济应该减速，甚至有危机。

正面回答一下对所有观点的看法。核心

的看法，未来十年中国在全球的地位会

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不完全是数量上的

改变，未来由量到质的改变。所有投资

者担心的挑战，有相当一部分转化成我

们成长的动力，尤其有一部分把产业嫁

接在一起，试验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下一个十年中国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主要由量变到质变。过去是小体量，高

增速，今后要搞大体量的中高速。很多

中国人对7%、8%的增速不满意，哪怕

是6%在全球都可以排在前面，已经是

很高的增速，没有理由不满意。第二，

从讲究数量的增长变成讲究质量的增长，

这里我们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第一，

美国已经成功走出金融危机，现在美国

在坚强的复苏，关于美国的讨论只有一

个疑问，是2.5、3还是4的增长。欧洲

也是同样的例子，欧洲止跌这个事基本

上形成共识，投资市场，拿钱去投票，

欧洲五国国债收益率跟大国都差不多，

人家敢于买国债，就说明他在拿钱投票

支持他的观点。对中国来说，实现这种

战略的转型增长是非常艰难的，套用习

主席在索契的话叫好吃的肉都吃掉了，

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顶层设计需要

做根本性的变革，才能赢得未来。

　　传统模式的问题，很多行业都需要

自我变革，很多传统行业的变革受益于

当前新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

的发展，当我们看到移动互联网摧毁了

很多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盈利模式，比如

零售、物流这个环节，移动互联网的确

大幅度提高了制造业的效益。中国制造

业宏观上说，我们的物流成本、仓储运

输成本太低了，零售渠道的开支太贵了，

把零售渠道的开支压下来，物流成本压

下来，仓储成本压下来，对零售渠道来

说是悲剧，对制造业来说是喜剧，是大

好事，这点一定要看到。移动互联网对

以前好过日子行业的影响，远远不只是

停留在零售，还将向金融蔓延，进一步

向所有的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行业蔓延。

　　移动互联网去年发生了两件重大事

情。去年是第一次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超

过了PC，一旦超过之后，一发不可收。

去年移动互联网的人数已经相当于PC

的三倍。第二事情非常重大，中国第一

次电子商务规模超过美国，去年美国互

联网购物达到1.6万亿人民币，中国达

到1.85万亿人民币。美国零售额相当于

中国四到五倍，中国电子商务超过美国，

显得尤为不寻常，这里有两个结论，第

一个结论，中国移动互联网这帮小伙伴

们竞争力非常强劲，增长力超过了美国。

第二，如果有朝一日中国国内市场成为

全球第一大市场，就意味着中国移动互

联网的市场要数倍于美国。因此，如果

考虑过去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PC互联

网市场，催生了全世界绝大部分优秀的、

顶级的互联网公司，毫无疑问，未来在

移动互联网方面，前十名的公司有一半

以上会是中国公司，所以没有什么理由

说不应该干些什么。

　　中国的国企效率的问题，很多学者、

投资者担心中国国企拖累中国的经济，

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国企规

模达到92万亿人民币，占用了一半以上

的金融资源，这个体系如果效率比较低，

的确有可能拖累中国经济表现的，整个

国企资产LOA只有2.6%，现在利率环

境在变化，包括经过十数年，大部分国

有企业都变成外向型的，出口、加工、

装备原材料为主的，内需服务业非常少，

这跟当前经济的专项都有逆向效果。国

企的确面临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外国

投资者看到了，中央也看到了，去年11

月份明确三类监管，其中的竞争类是关

于混合所有制的，上海城投是上海最大

的国有企业，是有标志性的，欢迎民营

企业加入，毫无疑问会极大促进国有企

业效率提升，把国有企业效率低作为中

国拉动经济往坏走的因素，我认为是存

疑的，它是一个困难，也是一个机遇。

　　另外，中国的老龄化问题非常严

峻。老年抚养比的增长率，2012年前的

将近20年，几乎是不增长的，老年抚养

比在10到 12之间。但是2012年的增长

率急剧上升，一直上升到2020，快速把

抚养比从12拉到 20，进而拉到2032年

的 32，惊人的数字，100个中国人里有

32个老人。有一个饼图能把这个危机量

化，是美国的，左半球三块，55岁以上

人口消化掉的美国健康资源，整个开支

64%，是由这三个年龄段消耗掉的。因此，

把这两张图合在一起就会得到一个结论，

中国老龄化会带动中国的健康开支大幅

度上升。

　　还有，关于工业化的问题，前

十三四年中国走完了整个发达国家需要

五六十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历程，现在

我们从没有工业一下变成工业过剩，我

们为高增长现在需要付出去产能的风险，

全社会要清醒的认识到是一个巨大危机，

比如钢铁，如果去掉两亿吨，每一吨钢

三千的投资，一共是六千亿。另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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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亿是民间借贷跟银行，光钢铁行业

就得跳很多楼。水泥、电解铝、镀金硅

等等，简单的去产能，把它关掉，对社

会是巨大的浪费。关掉之后，产业工人

怎么办？这么多就业怎么处理？要有足

够的智慧去处理，第一可行的是要推进

产能的出口，第二，要推进龙头企业的

整合，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让它更加平

稳，我们初步做了一些探索，效果很好。

　　最后一点，关于政府的去杠杆问

题，这是国外攻击中国非常多的方面。

中国的杠杆率的确非常高，现在已经占

到GDP的 40%，如果连敞口算在内，就

是60%。欧盟的宪法规定占GDP的 60%

是红线，中国离红线不远了。我们的债

务，现在直截了当以土地收入还钱的占

了36.7%，的确政府债务压力非常大。

政府的社会角色，要去做养老，改善民生，

很多问题要转变思路才能做得到。



马蔚华  永隆银行董事长、招商银行原行长

　　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与现实和远

见相关的一个话题，就是创新。所谓另

外一个角度就是我想讲一下颠覆性创新

和传统银行变革这个话题。最近在市场

上，大家都知道有两个企业最火，一个

就是小米的手机，另一个就是特斯拉的

电动汽车。前者是雷军以粉丝的思维、

低价的原则，推动了智能手机的大众化，

所以他三个月就卖了一年的指标。所以，

市场上称之为“屌丝逆袭”。 

　　特斯拉是几个做航天和汽车的人在

一起改变了传统汽车发动机和传动系统，

他们用节能和酷的造型，使特斯拉红遍

全球。市场上叫做“跨界打劫”。 

　　无论是“屌丝逆袭”还是“跨界打劫”，

都有几个特征，一个是用互联网卖车，

不是用传统的网点4S店，非常注重体验，

通过粉丝传播、明星示范，迅速火起来。

迭代创新，不停地创新。 

　　在过去十几年，我们可以回想颠覆

性创新屡见不鲜，大家有了苹果，可能

没有人再用MP3，亚马逊的兴起断了传

统实体零售商的生路，数码相机使我们

彩色胶卷灭亡。最近的颠覆性创新是什

么，是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的兴起，

到今天，中国拥有5亿移动客户的大环

境，移动互联带来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变

化，在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生

产方式、商业模式和思维方式。 

　　30年前托夫勒预言过，大众消费和

娱乐将是个性化的消费，30年前的预言

今天变成现实。移动互联的实现，使选

择权更多的在消费者手里，我们体会的

很深，所以个性化、私人定制、以客户

为中心，这个是不可逆转的，特别是在

金融业。如果违背了这个，我们会失去

客户。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是商业模式的

竞争，而商业模式是被经济发展、科技

进步不断改写的。互联网的兴起，使那

么多弱势群体、普惠金融、大众消费越

来越提到非常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移

动互联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存在决

定意识，现实中的改变，导致思想观念

的改变。

　　互联网思维就是极致体验、迭代创

新、跨界平台、高效解决、普惠共享，

这可能是我们今天时代追寻的理念。总

之，互联网改变了一切，那么，对于传

统的银行冲击是最大的，因为银行本身

就是一个有 IT属性的企业，在历史上，

IT的每一次变革都会带来银行的巨大变化。

　　从职能上银行中介是融资和支付，

互联网融资、第三方支付已经打破了银

行一统天下的局面。从负债看，今年一

季度银行的存款减少了将近九千到一万

亿人民币，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脱媒，互

联网吸引了没有放开利率的这种存款。

从盈利来看，传统银行的利息收入，随

着网络信贷的分流会减少，虽然不明显，

但是正在减少。网上理财、网上保险也

会使银行代理费的收益减少，包括银行

POS机刷卡手续费也会受到第三方支付

的影响。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种互联

网的思维方式，互联网企业，特别是第

三方企业绕过银行账户，直接可以切断

银行客户的关系。传统的银行是封闭的

一个内环，而互联网企业是可以互联互

通、平台开放、众筹众创的，企业可以

跟客户在一个平台上来创新产品，产品

更加符合客户的要求。 

　　我们现在经常讲，传统银行和互联

网企业之间的颠覆、反颠覆，当然这种

冲击和挑战对于银行的变革是有利的，

可以倒逼银行改革，银行改革发展以后，

也会促进互联网企业进一步创新，但是

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合作，他们之间的优

势互补可能更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商业

银行的优势在于资金、经验、人员、立

体网点和大数据。因此，传统银行和互

联网企业应该深度合作，通过优势互补，

使我们的金融覆盖面更广阔，所以我觉

得作为传统银行应该用互联网的思维方

式，面对今天的挑战，更加积极主动地

注入、融入互联网，我们和互联网企业

一样，一道为我们全社会更好地得到金

融服务而共同努力。

杨凯生：纠正对钱荒和地方融资平台的误解

杨凯生　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工商银行前行长

　　从流动性角度来说，我认为中国现在不存在流动性资金紧

缺的问题，实际上可以看银行信贷增长，社会融资总量增长，

一直保持这种较快的增长速度，关键不在于现在钱紧不紧，关

键是怎么样提高现有资金使用效率，有些资金使用效率不是太高。

　　审计署去年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了全面审计，账基本

上清楚了，总量已经基本清楚了，那么从银行角度来看，对地

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这笔贷款安全不安全，我注重看的是

银行业

马蔚华：颠覆性创新与传统银行变革

B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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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本身有没有足够的现金流可以覆盖它的本息，如果不

能逐步覆盖，剩下这部分财政、地方政府要有所负担。有些融

资平台手里有资产，拿去以后搞了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

和欧洲国家、高负债国家不同，他们负债搞社会福利，钱真正

花掉了，我们钱拿去以后，出现新的资产，这个概念不一样。



刘积仁：跨行业界限的大数据价值更大

王文京：未来企业都可以成为“大数据”驱动的企业

刘积仁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

王文京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

　　大数据肯定是创造价值的，我们利

用数据创造价值，这是所有企业充分认

识到的。当这些数据来自于跨越某一个

行业界限的时候，使得这个数据的价值

更大，一个人天天到酒吧的信息和到医

院彩超做了肝的扫描的信息结合在一起，

是可以判定出他肝的问题是喝酒造成的

还是别的问题。这个关联性，往往现在

很多数据都是孤岛，当这些数据关联越

来越跨界联系起来的时候，这个问题就

使得我们的判断更加准确。 

　　还有，在社会平台上，个人主动暴

露信息的行为已经变成了一种交易，过

去做数据收集的成本相当高，现在每个

人都有。这种低成本加上行业之间的数

据界限被打破，将来你一定能够把你的

客户分类成十分精准的类别，他是什么

样的人，花多少钱，这些如果能掌握清楚，

对企业有极大的好处。

　　人类自从有了商业之后，就有了数

据，数据不是今天才有的，三千年前就

有会计系统，就有数据了。但是，如今

“大数据”是一个新商业时代的开始，

这标志着我们之前的商业时代是一个“小

数据”时代。原来人加“小数据”就可

以做很好的商业决策，但是未来是数据

加机器，会超过原来的人加机器，这就

是改变，这就是新时代的转折。

　　今天成功的互联网公司、电子商务

公司，无论是全球的还是中国的，都是

利用“大数据”成功进行商业创新的先锋，

他们是走在最前面的，是先成功的一批。

但是，更大的机会在于其它各行各业的

企业，他们都可以成为数据驱动的企业，

都可以利用“大数据”促进自己企业的

成功。

王坚：用数据创造财富

王坚　阿里巴巴集团 CTO

　　当阿里巴巴发现自己是数据公司，突然发现少了一个东西，

少了把数据变成财富的东西，靠什么呢？就是靠云计算，必须

用最低的成本从数据里面得到价值，才能活下去。 

　　另外，对于阿里巴巴来说，计算一定要变成公共服务。现

在不上淘宝的人可能不太有，但淘宝对中国社会最大的贡献不

是让大家上去买东西，而是消费者的习惯。消费者的习惯就是

数据，阿里巴巴是拿数据去卖东西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不一

样的地方。

　　今天实际上是一个把过去从所谓的信息社会变成了数据社

会。过去因为没有互联网，没有计算能力，所以你能够得到的

数据一定是让大家觉得马上很有价值的东西，大家过去称之为

信息。今天因为有了互联网巨大的计算能力以后，今天你是可

以得到很多数据，而不追求今天的数据价值，但是它在第二天

可以带来更大的价值。

王阳：大数据将改造传统行业

王阳　IBM 全球副总裁

　　大数据会首先改变三个行业的商业模式。制造业，像阿里

巴巴，因为它有大量的数据，它知道所有人的喜好，下一代的

产品应该怎么开发，这些东西拿过来之后，对商家说我认为这

就是下一代的产品。手上拿着C这个利器，可以知道B怎么

开发，这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因为有大数据。 

　　第二个是医疗行业，将来走下去，很可能就颠覆了。为什

么要有这么多三甲医院？为什么有不同种类的医院？其实就是

病人在一个平台和医生进行交互。如果全程控制，全程监护，

为什么需要一年体检一次，而不是时时刻刻的体检？每天运动

量，吃了什么东西，通过大数据可以记录下来，并作为诊疗的

依据。

　　第三个行业是教育行业，今天的大学要好好想一想自己将

来的经营模式是什么，将来每个人的学习，并不是出生在哪一

个农村，因为有什么样的师资情况，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所

以这一生没有机会，不是这样了，网上都有信息，每个人只要

勤奋，都可以进行学习，自己在不断成长。

李连柱：把少数人的定制变成多数人的生活

李连柱　广州尚品宅配家具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的家具行业一直在走向衰落，而且

家具行业有个特点，就是全中国没有一家家具企业的市场份额

超过1%，这个行业非常分散，怎么突出重围？尚品宅配是第

一个提出“定制”概念的家具商，每年都保持60%-70%的增长。

　　定制是有市场需求的。大家在看到定制产品的时候，感觉

非常好，把少数人的定制变成多数人的生活，少数人的定制一

定会成为多数人的生活，这是一个趋势。将来C2B会是一个

比较好的方向。

信息技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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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军：中国地产市场确实在走下坡路

沈国军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自己感受到这几年，尤其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整个中国

的房地产市场确实在走下坡路，尤其在三、四线城市非常明显。

但我觉得现在房地产市场发展确实很畸形，这个畸形的原因我

觉得政府应该承担相当的责任，因为很多地方政府是地方财政

依赖土地财政，很多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是依靠卖土地，房价又

这么贵，房价贵的原因首先是土地太贵了。 

Real Estate

房地产

胡葆森：房地产市场调整也是市场细分的过程 田明：中国的房地产已经触顶回调

胡葆森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田明  朗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政府要放开市场这只手，让市场这

只手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但同时要用好政府这只手，政府这

只手管保障房，管公有住房，管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如

果城镇化还在继续，房地产行业的支柱产业地位，是任何其他

行业不可替代的。

　　市场格局的调整是任何一个行业最后走向城市化的一个必

　　今天房地产企业的转型，大家都很关注，我认为中国的房

地产已经触顶回调，从规模上已经触顶了，下调的程度会超过

预期，而且这个周期会很长。

　　当下，中国房地产企业产能严重过剩，我们开发商能力太

强大了，我们在这儿呼吁一下，我们国有资本应该全线退出房

地产行业，这个行业产能严重过剩，需要重大调整。

Automobile 
Industry

安格：汽车行业面临转折点，不创新将被淘汰

安格  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宝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公司自身的一些危机，保

持这个公司成功的一个秘诀，一直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创新。要

发明一些新的东西，制造杰出的产品，并且去营销它们。

汽车业

然。这个调整实际上是一个格局调整过程，也是细分的过程。

8年前预测调整的结果是：第一，每个城市的前10大地产商，

基本上控制了这个城市市场份额的60%以上，在70个大中城

市中，现在已经出现这样的结局；第二，大中城市的前10大

地产商，有一半以上都不是本土的，也就是中国现在排在前20

位、前30位的地产商都是在全国进行扩张的，也都进入了这

70个大中城市的大部分城市。

　　对于中国的影子银行问题，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金

融体制需要做大幅度的改变跟调整，原来都是一些大的国有银

行在主导中国金融整个体系，对小微企业，尤其是民营的很小

的个体企业，他们得不到贷款，要发展怎么办呢？只能通过非

正常的渠道融资，我觉得政府要解决影子银行的问题，最核心

的是在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政策改变方面做大文章，这样才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

　　大中小三种类型的房地产企业，在这轮市场调整中，我个

人看法是没有一个是安全的，都有风险。大企业要看你经营上

的效率高不高，稳健不稳健，安全不安全，有没有自己独特的

长处；中型企业，像朗诗这样的，有没有自己的独门秘诀，差

异化的特色，活有活的理由，死有死的理由；小型企业，大家

不要以为小型企业都会死掉，其实很多小型企业还活着，人家

有机会赚一点，没机会停一停，没什么风险，死不掉。大中小

企业，在这轮调整中，都有机会活下来，都有机会死掉，没有

任何一个是安全的。

　　目前，汽车行业又面临一个转折点，也许是几十年来最强

的一个转折点，在中国的情况来说，新能源车将会超越传统的

内燃机汽车。随着创新的加速，随着电池技术的提升，我们会

面临一个转折点，我们会看到新能源车消费的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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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互联网带来的教育革命

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互联网到底对中国教育带来什么样

的革命，坦率地说，正是因为互联网的

出现，导致中国教育再也不可能坐在这

自娱自乐，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必然发

生变革。

　　第一，全世界的优质教育资源将会

无边界地分享，大家稍微想一下，从几

年前网易出现公开课，哈佛大学、剑桥

大学、斯坦福大学优秀教师讲课视频在

网上流传，中国的清华大学、北大坐不

住了，开始做自己的公开课程。优质教

育资源分享，随着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

展速度，今年马上实现4G，实现以后，

意味着每台手机在任何一个地方，随时

随地通过视频或者智能推送来学习。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量的高等教

育，包括中小学教育，必须被推动改革，

要不就是进一步对师资资源进行优质化

训练，要不关门，干脆让视频化东西进

入校园教学生。

　　未来线上线下结合的教育，将会使

任何教育如虎添翼。我从来不认为教育

会纯粹走到线上，除了个别现象，我也

不认为纯粹教育能够在线上全部完成，

尤其在移动互联网前提之下。所以未来

教育模式将会多种多样，其中最厉害的

教育模式，一定是把线上线下打通的教

育模式，这个跟社交领域一模一样，纯

教育行业

粹社交领域的一种虚幻，交往的人都是

不认识，地面上从来没见过，不会有感

觉，纯粹靠地面交往，扩大不了社交领

域，地面那么几个朋友，一定社交领域

中间，线上认识更多朋友，线下约着见

面，大家互相感情更加美好，互相认可，

互相信任，最后走到线上。所以教育也

是一样，线上教育将会集中最大丰富资

源，提高教学学习效率，提高学习便捷性，

线上教育将会提升人与人之间学习更加

深刻的互动性，并且在教育中间，人品

人格教育、智慧教育等等要靠线下教育，

所以把线上教育和线下教育结合起来，

变成了未来全世界教育体系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中国现在线上教育在公立学校中间

其实做得非常差，他知道要买机器、设备，

要互动，这个不叫线上教育，真正的线

上教育通过对知识的智能化筛选，让学

生加倍提高学习效率。现在很多公司在

做题库，题库本身无所谓，一百万道题

还是五百万道题对学习没有影响，题库

重要在于智能化筛选以后，本来做一千

道题达到水平，现在通过题库智能化推

送，做一百道题就可以了，这才叫真正

的线上教育体系。

　　任何一家教育机构，排斥线上教育

只做线下教育，不能完成教育的全部内

容。线上教育将会使学习成本不断地降

低，现在线上教育已经到了一种地步，

大量的课程都是可以免费获得的，更多

的人群可以接受更优质的教育，学习成

本减少。

　　低成本很简单，全世界去旅游，可

以自己坐一个经济舱，非常便宜可以去，

世界上人群享受高质量的服务，花几

十万旅行，享受旅行过程中的服务，大

量高质量、贴心的教育服务，大众化使

得学习成本越来越低，甚至免费。必须

考虑线上教育的特点和线下服务的特点，

重新设置自己的商业模式和商业体系。

　　我对过去的中国教育体系充满绝望，

今天的教育体系尽管有变革趋向，但是

并不真心。在未来中国的教育体系真心

不真心，他们都会变，因为全世界优质

教育资源的倒逼机制，以及移动互联网、

互联网变革的倒逼机制，一定使教育体

制在未来二十年比过去绽放更大的光彩。

Education

赵国华：物联网时代马上到来

赵国华  施耐德电气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要真的进行创新，我们必须要实现本地化，所以施耐德有

在中国的研发团队，人数达到两千人，是针对中国本土市场的

需求来进行创新和开发。创新要做好的话，还需要以非常快的

速度来做，我们在全球有五万人，规模是非常庞大的，但必须

要保持一个小公司的敏捷性。另外，还要通过社交网络，通过

视频技术等等 IT方面的手段进行协作，这些手段改变了世界

的面貌，这也是一种竞争。 

节能环保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刘晓光：环境治理需要完善市场化运作机制

刘晓光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们总有一种错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污染了一百多年，

我们现在也得污染一会儿，现在看来这是我们认识上的很大问

题。目前环境治理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企业和民众的认识高

度。一定要在法律上，还有在环境产业政策上下工夫，比如，

环境政策、信贷政策和税收政策等等。另外最最重要的是要有

一个市场化运作机制，比如治理环境需要花钱，但当投资者投

到环境里进行循环时，循环不下去，或者发生亏损，最终肯定

会在治理程度和技术上打折扣。 

　　有人预测，物联网的时代马上就会到来，到2016年的时

候会有53亿人上网，而且会有400亿台机器或者设备会连入

互联网。上一个时代的互联网是人与人的连接，但下一个时代

的互联网，就是人与物体、物体与物体之间的连接，施耐德正

在推进这个过程。

　　对于中国企业来讲，现在的主要差距在于，很少有我们自

己的独立知识产权，环境设备跟世界差距很大。我们应该高度

重视创新，并在应对机制上努力。特别是雾霾问题，这么复杂

的问题不可能光靠一个人、一个公司来完成，要举国出力，从

法制、运作机制、技术水平、社会服务各个方面，都要比别的

国家下更大的工夫，才能解决我们现在这种污染严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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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战略

郁亮：跨界学习的深刻体会 曹国伟：打造社交媒体平台的商业闭环

郁亮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曹国伟　新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企业要接地气，以淘宝、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例，它们之间

有配合，使得越来越接地气，往下做。传统企业，包括小米、

海尔这样的，我们要接上云端，要上天，用互联网新的思想武

装自己，未来的时代，无论是上天入地，都要做得好，才能够

在下一步胜出，不接地气可能不成功，光接地气没有云端思想

的可能也不会成功。

　　第一，对新的事物，我们只有放开心胸，去拥抱它我们才

能真正理解，而只有真正理解，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合适的距离，

并不是说我们觉得任何新的潮流，将摧毁一切，将改变一切，

但是你首先需要拥抱它，去理解它，才知道距离在哪里。

　　微博现在跟淘宝合作，最核心问题就是共同打造一个在移

动端的交易闭环。在移动端，你要做营销，比如有个链接点，

点到哪里去，其实没什么地方好点，点到另外一个应用里面，

然后你再打开另外一个应用，再去登录，再去买东西，再支付，

其实效率很低。

　　第二点，比变化更重要的是，你要找到背后的不变，不变的

东西是什么，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变了，是所有东西会受到影响，

但是你一定要找到不变的东西是什么，才能做下去，走下去，否

则只是随波逐流而已。

　　第三点，当新的时代大幕揭开的时候，传统企业应该做的，

不是远离自己的领域，而是寻找新的伙伴，利用新的工具，将原

有业务做得更好，用新的思想武装自己，目标只有一个，把传统

业务做好，把原来业务做好，而不是改行做别的东西。

　　应对有两点，一点是发自内心对客户好；第二点，要从职业

经理提升为“事业合伙人”，为自己打工，为公司打工同时也为

自己在做，我们相信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的事业，我们给

个机制，让你投资自己的事业，这样共同壮大平台。

　　所以我们现在打造了信息流里面的一个从营销到购买，再

到支付的一个完整的闭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一个原生态的信

息流里面的一个商业信息，或者说是一个卡片，打开以后可以

看到商品，或者说服务的一个展示，如果你喜欢这个商品或服

务，你马上就可以在信息流里面点购买，然后就会帮你引到支

付的页面，微博支付是跟支付宝绑定的，只要第一次绑定以后，

就不需要再绑定了，每次只要输入简单密码，就会让你完成，

从交易到支付，整个闭环都是在信息里面完成。

Corporate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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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华：“不管正事，只管闲事”，企业效率提升 50%

夏华  依文集团董事长

　　一个企业是否有对的能力，取决于它能否把最弱小的声音

变成价值。如果企业一直走到今天，都是企业家自己的声音和

那些强大的声音能被听见，这个企业不会走太远的，一定是那

些弱小的声音，那些智慧能够被综合起来，形成起来的东西，

才是最有价值的。

　　处在“青春期”阶段的企业，最重要的要让每个人由一台

发动机变成多台发动机，多台发动机下面最重要的就是授权，

就是企业家能充分地授权。授权要做到公平、平等，如果认为“我

是老板，你就是员工，你是给我打工的”，就没有真正的授权。

同时还要真诚和信任，在这个基础上的授权才能做大。

　　俞敏洪曾问我一个问题，咱们老出来学习，参加论坛，回

去后企业黄了怎么办？反正依文黄不了，CEO给我看了一个数

据，他让我不管正事管闲事，我们的企业效率增长了50%以上。

孙陶然：使用“空降兵”的三原则

孙陶然  拉卡拉董事长兼总裁

　　信任空降要讲方法，有三个原则很重要：第一个自愿空降。

就是新来的人到底认不认同企业文化，他的心态上到底和你现

在企业的创业心态一不一致。我个人认为职业经理人心态是完

全要不得的，它必须是一个主人心态、创业心态这样的人，他

跟你是一路人，再进一家门，这样新人才有可能存活。

　　第二个是要空降到洼地，事实上存活非常好的新人，都是

他进来的时候跟他预期要担当的职务是降半格，或者低一格，

他愿意到一个新的环境，从零开始，或者从较低点开始。比如

总裁，我愿意从副总裁开始做起，或者一个VP，我愿意从部

门经理做起。他如果有这样的心态，他空降到洼地之后，在这

里边成长起来的概率就大一点。

　　第三个，要拿投名状，空降到洼地之后能不能回到预期希

望你来的位置，需要你立一件功。你不能寸功未立，就在上面

指手划脚。我们引入新人的时候，凡是按这三个原则来走成功

率比较高，而且这些人在公司里起的作用非常大。

家族传承

刘永好：接班需要创新和可持续的变革

杨绍鹏：建立梯形团队 不做家族企业

刘永好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中国民生银行副董事长

杨绍鹏  海丰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我们的想法还不是说要培养谁来做接班人，不是简单传承，

而是一个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变革。以联席董事长陈春花为例，

她是管理专家，担任了很多公司的独立董事，又在新希望集团

做了两年总裁，内部员工都很认同她，年龄又适当，所以我们

才创造了“联席董事长”的制度，并由刘畅、陶旭和她组成了

核心决策团队。

　　海丰国际现在建立起一个梯形的团队，我现在还是董事长，

我们CEO现在是副董事长。他是60后，差我10岁。我们下

面的物流集团总经理差不多三十几岁，他们大多数都是七八十

年代的人。现在整个公司的年龄结构，我是1950年代的，下

面是60年代、70年代的，主力圈是70年代的，再下面，基本

成长管控

　　在对女儿刘畅的培养方面，我采取了充分信任和尊重她自

主意见的方法。先让她做小生意，了解到赚钱的不易，后来又

到一家广告公司去历练，最后才到新希望任职，并从办公室主

任、团委书记干起，逐步树立她的影响力和威望。最后，在充

分征求她个人意愿的基础上，把董事长的担子交给她。

上中层、基层干部都是80年代的。而现在，90年代一批人开

始上位了，很多部门的干部都说上位了。而且我们海外也有很

多机构，很多干部派来派去，航运业就是船跑哪，人就走到哪，

国内外有60多个机构，这些人不断地循环培养。基本上，公

司管理层大概300多人都是我们的股东，我们每年也再发展一

些竞选岗位给后进入的员工，甚至还发一些股权激励给他们。

Family 
Inheritance

Growth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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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Chuanzhi & Wang Shi: Our Thirty 

Years in Business

柳王对话：
共同的三十年

柳传志：回忆创业三十年中的三个槛

1984年下海创业是因为“憋得慌”

　　我创业的时候40岁，跟我一起创业的同事比我大五六岁，

所以不是小伙伴，是老伙伴。在科学院，陈景润与我们在一个

楼里，他是数学所，我是计算所。计算所和数学所有什么不同

呢？数学所搞的是基础科学，当时他研究的歌德巴赫猜想有什

么用，值多少钱？无价。计算所则做技术研究，做这干吗，做

完了东西，搁在一边，也不能复制，也不能生产，再做，然后

又评奖，写论文，说明怎么好，跟国际水平差多远，然后又评奖，

又搁置。老干这个活，人家当时有一句话说，“造原子弹的不

如卖茶叶蛋的”，我们算是做原子弹这种类型的事了，实际上

真的给社会做了什么，很少有人这么想，我的同伴也没有这么

想过，其实我老婆也反对我这么想。我真的这么想：到底我做

这个事干什么，我就是觉得憋的慌，我出来主要动机，有改善

生活占20%，80%想知道，到底能够做点什么。

1994年联想过的那个门槛是最大的

　　1994年联想集团在香港上市，而公司却面临着若干个槛。

在外部，以前由于国家保护民族工业，所以就用高关税，用批

文的方式，把国外的电脑堵在外面，想让中国的电脑业得以发

展。但是情况很不好，中国的电脑价格贵、质量又差，完全不

能满足各行各业的需要。从1990年开始，政府就采取了措施，

取消了批文，大幅度地降低了关税，这样一来，外国的企业就

大批地冲进了中国。

　　1993年那一年，我为了忙香港的上市，根本没回国内来，

对情况也不清楚。1993年我们公司第一次没有完成预定指标，

而且一共就卖了一万多台机器，两万多台机器没卖出去。这时

候我回国才发现，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压力巨大。而就在

1993年这一年，长城电脑灰飞烟灭，联想怎么办？

　　与此同时，我和首席科学家倪光南先生发生了巨大的冲撞，

闹了很大的矛盾。于是，1994年联想进行了彻底地改组，把这

个组织架构改变了，然后把业务模式也改变了，让杨元庆管事

业部。这事有什么难的呢？因为以前的架构，跟我一起创业的

老同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你要把这个架构进行这么大

的变化，再加上我还跟倪先生有矛盾，弄不好我自己就不稳。

　　在联想变成一个新的组织架构以后，杨元庆很能干，一步

一步真的战胜了外国人，当时我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很低很低，

四五年后，我们成了真正的第一名，占27%。这里面有很多的

做法，但是1994年那一年真的是奠定了后来的基础，后面又

连续有很多槛，但是1994年那个门槛是最大的。

并购IBM之后的一段时间联想的主人翁精神缺失了

　　在并购 IBM的PC业务之后，新任的国外CEO面临着文

化磨合的问题。因为国际CEO本身是有他的作风和追求的，

这跟中国一些骨干员工的做法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联想并购了IBM PC这个阶段，想要登顶全球第

一，那怎么登顶呢？因为我们买的 IBM的机器，它主要是一

柳传志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信念与信仰
信
念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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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商业用的机器，而且当时消费类的产品增长率已经高过了商

业类的机器，所以我们必须要补上这一块。我们在全球，根本

没有发展中国家的业务，我们必须得补上，这里边就要花很多

的钱，要去做，但是当时的CEO，人家是以自己五年任期为目

标的，他希望在这五年之中，利润涨到最好、股价最高，他就

是世界最牛的CEO，这就是职业经理人的心态，非常明显。于

是他就拒绝为必要的投资做这种努力，比如说，要建立一个新

的IT系统来支持消费类电脑，大概要7亿美元，分三年付出，

他坚决不愿意做，因为必须从利润里面拿出来，所以立刻利润

就会减下来。但是杨元庆会坚持这么做，这个时候双方就会有

矛盾，而矛盾之中，他就会有意识无意识地将中国的一些骨干

员工挪到更低的位置，因为人家是CEO，杨元庆是不好干预的。

 

　　这个时候大批的中国员工走掉，全是因为文化的碰撞，人

家那个CEO工作很执着、很认真，但是他完全是以前的经验

那一套，总之，就是文化的矛盾、摩擦，使得以前中国员工那

种主人翁感受到了大幅度的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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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创业三十年印象最深的三件事

王石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怀着抗日期间去延安的心情来到深圳

　　我1983年到深圳，开始在国营公司的一个部门做饲料生意，

1984年创办了万科，在1984年来讲，觉得是顺其自然的事情，

因为从我的经历来讲，1983年做饲料生意，现在回忆起来，还

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

　　但是回答为什么说当时考虑下海？显然还是受香港的影

响。我是1977年大学毕业之后分到广州的，在广州铁路局做

工程，其实工程就是在深圳，当时是边陲小镇，可以看到香港

的电视，火车上可以看到归国的香港同胞，带着几大件，很明

显感觉到生活差距非常大，向往不向往？向往。我们施工公司，

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少一、两个人，偷渡过去了。我虽然很羡慕，

但没有要偷渡的想法，当然主要是不会讲广东话，偷渡过去无

法生存。

　　建立特区之后，深圳烟尘滚滚，人的状态，让人看到很兴奋，

怀着当年抗日战争时期去延安解放区的那种心情，直奔深圳，

让我回想起来，现在还很激动。

1988年股权化改造对万科非常关键

　　1988年实际上是万科非常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万科进行了

股权化改造，万科的性质和联想一样，当初是国营公司，不同

的是，中科院院长给了联想20万人民币，我们一分钱没有。

没有国家担保一分钱，万科创业4年中，创造净资产1300万

人民币。我也是主动地向政府说数，怎么办？1300万人民币，

我说是我的，牌照是国家，说是国家的，国家没有投一分钱，

当然我们这些创业者，我们的这种贡献怎么办？

　　长话短说，最后四六开，60%作为国家股，40%作为企业

股，这一年奠定了国营公司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基础。首先进行

一个产权的界定，进行股份制改造，就是今天开始说的混合所

有制。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在1988年所做的事情就是混合所有制。

股权改造之后，最大的股东还是国营公司。

　　刚才我说到了到深圳来创业，不是为了钱，当然随着发展，

现在越来越觉得钱很重要，但是我觉得钱对一个能干的人、生

逢其时的人来说，应该放在第二位或者第三位。1300万人民币，

创始人五百万股，我是独一的创始人，40%全是我的，至少我

占大头。当时红头文件下来的第二天，我非常轻松地宣布，放

弃属于我的股权，第二天非常明确地宣布。

　　我宣布放弃了，其他哪个人还好意思要，当然不是再还给

国家，对这个股权进行了简单地处理，每年派一些分红，给公

司中有困难的员工做家庭补贴，这个事情一直做到了四年前，

我去哈佛之前，因为我觉得虽然我放弃股权，并不等于我放弃

它的决定权，我把它分给了万科的全体员工。

　　我认为因为它是企业股，是万科全体员工的，虽然很多员

工是后来进来的，但股票增长和他们的贡献都有关系。

1995年后万科开始制度性地防范和监督受贿行为

　　1995年，上海万科发生了一件事，上海一个工程部连续四

个人，从工程部经理、副经理、工程主管到工程师，一起在受贿。

好像有点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大家不说，谁都不知道。但

是没想到行贿方出了事，在其他的地方出了事。他们在公安局，

把在万科行贿的事交待出去了。

　　这个事对我的刺激非常大，当时给万科在全国投资的城市

检查院写了一封公开信，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如果万科再发生

这样的事，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包庇，我们一定把他送到检察

机关，这是一个态度。

　　第二个态度是反思，就是万科在管理上有什么问题，我们

出了什么管理漏洞。因为管理的疏忽，让我们员工情不自禁地

走上了这条路。所以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来谈这个看法，因

为我们一个企业，我们做生意盈利亏损是经常的事情，亏损

三千万元、五千万元，我们可以再做，把它赚回来。但是如果

因为我们管理的疏忽，让员工走上犯罪的道路，我说这个是不

值得的。因为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影响他的一辈子，不仅仅

一个人，而且是家庭，作为管理者，那是我们的失责、失职。

怎么办？建立监察系统，对每个人都怀疑，包括我本人都怀疑，

我不敢相信我代表着光明正大，天使与魔鬼，我的心里也有。

就是建立制度性的怀疑、制度性的监督，就是让你在犯罪面前

收手，或者真的犯罪时被及时发现。

王兵  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这十年特别难，难在哪儿？在制度上。比如基金会分公募

和非公募，在国外是没有听说过的。爱佑做了十年，到现在还

是非公募，申请公募还是未被批准。第二，公益基金会费用不

能超过10%，这也是中国的创新。我相信随着新的办法和新的

慈善法出台以后，这个肯定要去掉。第三，一定要改革的就是

基金会免税制度。我们现在有免税了，心都到嗓子眼了，为什

么？第一年没有拿到免税资格的时候，到年底要拿走25%，所

有的捐款收入到我账上以后，拿走25%。现在新的基金会，如

果没有拿到免税资格，全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

另外，基金会的所得税，如果有余钱做投资以后，还要像商业

公司一样收所得税，这都是对公益慈善机构非常不公平的。希

望经过一段改革以后，这些方面都能有比较大的推动。

　　亚当·斯密说人的本性是很难改变的，一方面挣钱要有规

则，另一方面又要仰望星空。仰望星空就是要有道德情操，企

业家一方面要遵守市场规则，创造企业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

也要承担社会责任。

　　道德情操，就是要对社会有更多的责任，我经常重复福特

总裁的话，“一个好企业和一个伟大企业的区别在于，一个好

的企业会向社会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要

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还要让这个社会更美好。”

　　老牛基金会主要做环保和教育两块，做环保是因为经济增

长太快了，带来了空气等各方面的问题，2005年就开始做。

2013年，种了3000多万棵树，2014年预计要种4000多万棵，

种了以后，水就更清，天就更蓝。

　　另外，中国的教育出了问题，过分追求高分数，应试教育。

我们发现，从小学到大学都有国家管，而学前教育薄弱，基金

会投资近四亿元改变儿童的培养模式，让0到7岁的孩子能够

尽情的动，尽情的碰，提高孩子们的动手能力。

王兵：企业家公益组织的制度保证与建设

公益创新：
寻找制度保障

马蔚华：伟大的企业要让社会更美好

牛根生：用公益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

马蔚华  永隆银行董事长、招商银行原行长

牛根生  蒙牛集团创始人、老牛基金会创始人、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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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fare Innovation: Seeking 

Institutional Safegu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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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ng Cultural 
Elements: OUTPUT the Chinese 

Value to the World

大文化思维：
将中国价值观推向世界

田明：通过选秀向世界推出新人、新作

王潮歌：世界没有因为买到“中国制造”而感觉到荣耀

李连杰：财富与文化的平衡之道

李连杰 太极禅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

　　我们做《中国好声音》有一个想法，文化传媒产业最核心

的资产是知识产权，文化传媒产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其实就是人。

我们有一支很强大的内容制作团队，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产业需

要一批精英人才，像电影产业需要李连杰这样的国际巨星，他

代表了一种国际影响力。

　　音乐产业也需要不断推陈出新，需要新人新作，所以我们

推《中国好声音》，希望选拔出下一代的刘欢、那英，下一代

的张学友、王菲。我们推《中国好歌曲》，想推出下一代的创

作人，选出下一代的周杰伦、王力宏，选出下一代的汪峰、朴

树这样的创作人。

　　“大文化思维”，越说越悬，悬到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文化，

或者都觉得自己有文化。有时中国人有思想，有爱恨，有追求，

但却总是不好意思说出来，这种不好意思一直持续到今天。

　　中国人获得了什么样的结果呢？是我们的企业家拼命努力

地做生意，制造业拼命努力地出产品，但是我们的附加值非常

低廉，全世界没有因为买到“中国制造”而感觉到荣耀。因为

产品有了质量，甚至有了款型，却没有故事，没有精神，所以

不值钱。这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大文化思维的缘故。

　　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强大之后，文化的大发展一定会紧随

其后，这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方向。作为龙的传人，这些年

我一直在思考，要为我的祖先、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因为在

做文化推广的时候，首先思考的就是“人”生存在这个地球上，

最需要的是什么？

田明  灿星文化总裁

王潮歌  观印象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星空传媒接下来的产业规划，还想把通过选秀向世界推出

新人、新作进行到底，我们跟李连杰成功合作了《出彩中国人》，

我们想让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草根，也能登上最大的舞台，施

展演艺才华。也可能要推出针对影视产业的《中国好男儿》，

想选下一代的偶像型的表演巨星。我们看《来自星星的你》很

有触动，韩国偶像系列的影视剧能在中国获得巨大的影响，因

为它符合电视文化的传播规律，我们应该可以选出中国的金秀

贤，中国的都教授，我们有能力选出更有中国文化色彩的故事

和剧集。

　　“太极禅”的核心思想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即“平

衡”，从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自化”，到儒家的“中庸之

道”，中国自古就讲究平衡之道。从政治关系到商业运作，“平

衡”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如何让社会获得平衡，找到健康快乐，

这是人类共需的，也是我的文化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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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

政府与企业

　　中国绿公司年会从2010年开始走入地方，与地

方政府联合主办，历经四川成都、山东青岛、湖北武

汉、云南昆明、广西南宁，业已成为政企双方深入交流、

促进投资的重要平台。

　　年会期间，举办地政府领导与中国最具代表性的

商界领袖举行闭门座谈会，政府领导向企业家介绍区

位优势、投资环境，企业家为地区发展建言献策，双

方探讨投资、合作可能性。同时，选择当地在可持续

发展领域有代表性的企业、项目进行参访，便于企业

家们对投资环境进行深入了解。

聚
合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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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民族风情秀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员与合作伙伴的集体亮相，

政商学界重量级人物的本色演出，仅在一年一度的

中国绿公司年会独家呈现。

　　2014年会来到美丽的广西，俱乐部成员、广西

政府领导、年会全球合作伙伴代表一同身着广西少

数民族服饰，伴随着悠扬的民族音乐，在舞台上展

现着个性与真我，携手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参会嘉宾、

媒体演绎了一场富有民族风情的时尚大秀。

聚
合

Entrepreneur 
Fashion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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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

范晓莉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马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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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远辉 南宁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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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根生

俞敏洪

陈  刚 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

赵启正

柳传志 朱新礼

刘东华



王文京

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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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立国

王若雄 艾  欣

刘乐飞冯  仑

刘永好 沈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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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均豪

刘积仁

马  云

冯  军

邓  锋

李振福

王 兵

刘  君



苗鸿冰

李连杰

汪潮涌

朱  海

蒋锡培

夏  华

程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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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绍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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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怒波

张醒生

安  格

曹国伟



中国绿公司联盟

　　中国绿公司联盟是由中国企业家俱

乐部发起，致力于推动企业建立并保持

可持续商业竞争力的价值分享平台。

　　一年一度的中国绿公司年会是中国

绿公司联盟成员的年度盛会，联盟企业

享有闭门专享活动，与政商学界顶级嘉

宾面对面深度交流。

中国绿公司联盟参会企业代表合影

中国绿公司联盟早餐会，绿盟企业代表与吴敬琏、马蔚华等
共同探讨“企业保持可持续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聚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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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天马行空”闭门分享会，马云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
事及绿盟企业代表分享 2014 年的思考和感悟

中国绿公司联盟圆桌会：绿盟企业代表深度参与，担当议题
主席或讨论嘉宾

聚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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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合作伙伴

　　中国绿公司年会全球合作伙伴是全球区域领导型企业和行业领导型企业。他们深度认同年会所倡导的可持续

发展理念，企业持续发展并具有领先的商业实践。双方共同以年会为主要平台在课题研究、商业实践分享、品牌

传播、产品展示等方面开展了诸多合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Global Partnership of China Green Companies Summit

俱乐部成员与全球合作伙伴午餐会

借助年会平台多维度推广品牌形象

朱新礼、马蔚华代表俱乐部向全球合作伙伴赠予证书

深度参与论坛，将“全球+ 本土化”企业的创新实践和经验分享给中国公司

与企业领袖同台展示自我风采

057 /058

BMW 7系混合动力轿车为参会嘉宾提供了舒适且环保的接送服务

来自BMW的纯电动 i3以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跑车 i8受到与会者高度关注

赵国华、朱海与俞敏洪会间交流

施耐德电气在绿长廊展示能效管理整体解决方案引起与会者浓厚兴趣

聚
合



2014年会是中法建交50周年官方庆典活动之一，40余位法国政商领袖组成的代表团赴南宁参会。

　　中国绿公司年会致力成为推动全球

商业合作、国际化对接的平台。

　　2014年会吸引来自超过13个国家的

国际嘉宾近百人，其中包括14位高级外

交官以及法国企业家代表团、英国企业

家代表团等。

　　在年会各主题论坛及专场活动上，

他们的代表作为议题嘉宾深度参与到论

坛的互动讨论中，为现场嘉宾带来更为

广阔的国际视野。

国际嘉宾云集

聚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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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驻华大使马怀宇、芬兰驻华大使古泽森在全会论坛“大使对话”环节发言
并互动

法国外贸、旅游和海外法国人事务国务秘书佩勒林女士率法国企业家代表团参会
并发表演讲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柳传志先生在外交官早餐会上与各国外交官交流

30 余位中法商业领袖就未来 10 年两国企业间可能的合作领域及合作模式进
行了重点探讨。图为施耐德电气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赵国华发言

聚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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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年会向合作伙伴及来自海内外的与会者在会
期内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社区交流与展示平台。

和李连杰的太极约会

　　在致力推动商业可持续的同时，年会通过各种形式向企

业家群体传递着健康的生活理念。4 月 21 日早晨 6 点，参

会代表和李连杰先生相聚荔园山庄，在绿树、碧水的怀抱中

一同舒展筋骨，体验太极，从祖先的精华中吸收营养、领悟

智慧，共同探寻一种健康快乐的生活方式。

063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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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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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发布论坛海报 24 张，
在微信、微博、网络专题引起强烈关注

媒体关注和影响力

　　经过七年的积累，中国绿公司年会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关注

度、影响力和国际化的财经论坛之一。年会关注经济的健康和

可持续发展，并为商业实践者们提供经验交流和对话的平台。

年会凭借极具重量级的政商学嘉宾阵容，高质量的会议内容和

鲜明的个性特色，吸引了国内外媒体的持续参与。年会的内容

和思想价值，也通过主流媒体渠道向国内外分享和传播，更大

范围地创造社会价值。

*每年百余家主流媒体参与年会，连续两年新闻报道量超过 
     3000 篇次；

*数十家传播合作伙伴助力，连续五年为年会提供广告传播；

*立体、多元化传播手段和渠道的运用，打造年会会前和会后

 的影响力； 

*百度指数：搜索“绿公司年会”，共计 246 万话题量；

*新浪微博指数：搜索“绿公司年会”，共计 867 万话题量。

* 搜狗微信公众账号热度：年会热点人物和话题在新媒体端广   

  泛传播，仅柳传志王石共话三十年在搜狗搜索超过 4 万篇。

年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提前分享精彩内容

优酷财经《老友记》

北京中关村鼎好大屏幕

城市机场广告

自媒体沙龙

新浪微博大V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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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新华网、凤凰、网易、搜狐、腾讯、金融界、东方财富网等门户和财经网站为2014中国绿公司年会搭建了专题，用视   

   频和图文等形式全方位呈现了年会的主要内容。

主流门户齐推专题频道

新浪网 新华网 凤凰网 网易

搜狐 腾讯 金融界 东方财富网

国内外媒体全方位关注

　　国内外近百家媒体的 200 余位记者参与了2014中国绿公司年会，还有 20 余家自媒体参会，从不同角

度解析和报道了年会的思想价值和精彩观点。

部分参与年会报道的媒体：

 

电视、电台：CNBC、BBC、广西卫视、CCTVnews、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第一财经电视；

杂志：财经、新世纪周刊、中国新闻周刊、21世纪商业评论、中国经济周刊、小康、创业邦、IT经理世界、

投资与合作、精英、商业价值；

报纸：人民日报、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经营报、每日经济新闻、中国日报、

环球时报英文版、欧洲时报、香港文汇报、香港大公报、参考消息、新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南方日报、北京商报、新民晚报、成都商报、华夏时报、中华工商时报、

经济参考报、广西日报、广西晚报、南宁日报、南宁晚报、南国早报；

网站：新浪、新华网、凤凰、网易、搜狐、金融界、东方财富网；

新媒体：华尔街见闻、蓝鲸财经记者工作平台、青龙老贼 、BiaNews 、老纪商业评论、财经记者圈、新

财富杂志、证券时报网、凤凰财经、21世纪商业评论、财经、it老冀、徐达内.COM、微板报、ipo观察、

科技杂谈。

CCTVnews

01  CCTV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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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微信 - 华尔街见闻
03  中国新闻网

04  凤凰网
05  21 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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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C H I N A  D A I L Y             E U R O P E A N  W E E K L Y M A Y  2 - 8 ,  2 0 1 4

France courts Chinese investors 
TOP FOREIGN TRADE OFFICIAL VOWS TO DO MORE TO ATTRACT CHINESE INVESTMENT
By CHEN YINGQUN 
and CAI MUYUAN

D ays after she took office 
recently, France’s top for-
eign trade official decided 
that the first country she 

would visit would be China. And to 
further underline that she means 
business, Fleur Pellerin, the secre-
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trade, promo-
tion of tourism and French nation-
als abroad, has vowed to do more to 
attract Chinese investment, tourists 
and students to her country. 

Pellerin, who was born in the 
South Korean capital, Seoul, in 1973, 
is the first person of Asian descent 
to become a French cabinet minister.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France 
is a quarter the size of French invest-
ment in China, and one of her main 
goals is to narrow that gap, she says. 
Trade between France and China was 
worth 55.3 billion euros, and France’s 
exports to China accounted for 14.7 
billion euros. 

“France is very open to investment. 
We have been rolling out very ambi-
tious policies to attract more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country, such as the 
key issues of giving more flexibility to 
the labor market, trying to stabilize 
the fiscal and regulatory environment 
for foreign investors and improving 
visa and work permits for foreigners.” 

A lot of trade between France and 
China is based on high-value tech-
nology industries such as aerospace, 

energy and electronics, Pellerin says, 
but there are also opportunities in 
other areas where innovation is 
important.

“The first is the green economy,” 
she said during the Green Compa-
nies Summit that was held recently 
in Nanning, in the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The summit was 
organized by the China Entrepreneur 
Club, which consists of 46 leaders of 
the country’s top private companies. 
Green growth and green energy were 
key topics at the summit. 

Pellerin says she was at the summit 
mainly to lend support to a delegation 
representing a dozen French com-
panies active in the green economy, 
some of them already in China and 
others eager to create partnerships or 
find new markets.  

“It is a big challenge for us in 
Europe and also in China to find a 
new sustainable growth model, so 
I think there’s a big future of in the 
green economy. We already have part-
nerships between Chinese and French 
cities to develop eco-districts, so plac-
es and districts in cities will experi-
ment with this kind of technology.” 

The food industry is another area 
where she is looking for more collabo-
ration. In Beijing after the summit she 
signed agreements with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
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of 
China on ensuring the authenticity of 
French wine imports. 

There will be mor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n trade 
in foodstuffs, including meat, she says.  

Another important sector is health. 
e-health, in particular, where new 
technology plays a key role, she says.  

Pellerin says China and France have 
a lot in common: both have long and 
rich histories and culture, and both 
are trying to implement a growth 
model based on innovation and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two hold 
each other in high regard and need to 
build on that to develop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ies, she says.

Many Chinese go to France because 
of its history, traditions, way of life, 
and perhaps its food, wine and fash-
ion, she says, and the country should 
continue to develop its image based 
on those aspects.

But in China she was eager to let 
her Chinese counterparts know that 
one of the cornerstones of France’s 
economy, and one that is becoming 
more important, is startups and new 
technologies.

“But we need to communicate 
more, promote this image of France 
that is now really trying to innovate 
and become a leader in technologies.”  

Many Chinese identify France with 
luxury brands, but they account for 
only about a 10th of its exports to Chi-
na, she says. The true opportunities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work together 
lie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m-
panies, the most vital part of France’s 
economy, she says.

“For example, in cloud comput-
ing and big data, French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French 
startups are very competitive.”

Because the two countries face 
common challenges with technology, 
French companies could share their 
expertise with Chinese SMEs, she 
says. However, the French SMEs, of 
which there are many, remain small 
and it is difficult to help them grow, 

she says, one reason being a short-
age of venture capital or development 
funds.

“So I’ve been working on financing 
issues for the past two years.”

Given the size of Alibaba, the Chi-
nese e-commerce giant that is listing 
soon, the French companies could do 
worse than to emulate its business 
model in their efforts to grow, she 
says. 

“And more generally, even if the 
markets in Europe and in China are 
very different, it would be profitable 
for French companies to see how Chi-
nese companies deal with a big mar-
ket and what strategies it uses.”  

Another problem for the SMEs is 
promoting them overseas, and she 
has made that one of her missions 
with French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startups.  

In thinking of technology, most 
people think of Silicon Valley in Cali-
fornia or of China, Israel, Japan and 
South Korea, she says, and France is 
yet again hobbled by its stereotype as 
a purveyor of luxury goods.

“I want to change that image, 
because we have a great technology 
eco-system and great e-commerce 
companies.”

During Pellerin’s visit, her first to 
China, she met many people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the aim being to 
attract more Chinese to France. Last 
year, 1.5 million Chinese visited the 
country, she says.

“So definitely we need to work on 
the way we welcome them and on 
infrastructure.”  

In late January visa procedures for 
Chinese wanting to visit France were 
eased, making it possible for tourist 
and business visas to be obtained 
within 48 hours, Pellerin says.

The result has been spectacular, 
the number of visas issued to Chinese 
people rising 40 percent over three 
months. 

Last year, the number of hotel book-
ings in France by the Chinese rose 
40 percent, and about 40 percent of 
French hotel bookings were by Chi-
nese, she says.

“Tourists are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ey take back the image of 
the country and they can help us pro-
mote the image of France in China.”  

Pellerin says France also wants to 
attract more Chinese students, 30,000 
of whom are in the country at the 
moment, which makes Chinese the 
largest foreign presence in the coun-
try’s universities, she says. 

“Today we have 10 times the num-
ber of Chinese students of 10 years 
ago, so growth is very strong.” 

During her trip, she also visited the 
French International School in Bei-
jing. 

Pellerin, who was adopted by a 
French family when she was six 
months old, was raised near Paris. Her 
Asian face creates a link wherever she 
goes in Asia, even before a word is spo-
ken, she says. When she was appoint-
ed a minister in 2012 it was widely 
welcomed, and she regards her being 
part of the government as “symbolic 
and very important for Asian-born 
people in France”.

It probably sends a signal of open-
ness of French society and political 
leaders, and it is also very positive for 
the country’s image abroad, she says.

Contact the writers through  
chenyingqun@chinadaily.com.cn

Fleur Pellerin says China and France are trying to implement a growth model based on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I MUYUAN / CHINA DAILY

We need to com-
municate more, 

promote this im-
age of France that 
is now really trying 

to innovate and 
become a leader in              

technologies.
FLEUR PELLERIN,

FRENCH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TRADE, PROMO-

TION OF TOURISM AND FRENCH                  
NATIONALS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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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ZUPDATE

By Chu Daye in Nanning

A mixed-ownership structure 
is a necessary step in reforms 
to further boost the vitality of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
es (SOEs), according to partici-
pants of an industrial summit 
held on Monday in Nanning, 
capital of South China’s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decided in Novem-
ber 2013 to allow more non-
State-owned capital into the 
marke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mixed-ownership in the econo-
my.

“Progress has been made 
across China, and whil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still de-
vising detailed policies con-
cerning the reform on mixed-
ownership, 2014 would be an 
important year, “ Liu Yuting, di-
rector-general of the enterprise 
department with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MOF), told the 
Global Times on Monday. 

Liu also said the mixed-
ownership will take place at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level.

“The ultimate motivation for 
mixed-ownership is profit. This 
notion could arouse people’s 
interest because they want to 
make more profit out of it, not 
because they want to fix some 
of the problems this country 
have,” Ma Zhengwu, chairman 
of the China Chengtong Hold-
ings Group, an asset manage-
ment company under the State-
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said at the summit.

The leaders of the SOEs wel-
come such an effort, and non-
State-owned capital should also 
be interested in mixed-owner-
ship out of the need for asset 
appreciation once they have ac-
cumulated enough wealth, Ma 
said. 

“Whether mixed-ownership 
could serve as a growth engine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de-
pends on whether the decisive 
role is played by the market or 

the government after the re-
structuring. If the market has 
an upper hand, then we could 
see the benefits from the sys-
tem,” said Feng Lun, chairman 
of real estate company Vantone 
Group. 

“SOEs have a need to im-
prove their efficiency and 
optimize their structure 
through implementing mixed- 
ownership. In my opinion, a 
truly mixed-ownership between 
private and State capital should 
be like boiling coffee in water 
– the two are really fused with 
each other after the mix,” Liu 
from the MOF said.

There are also aspects that 
need to be considered during 
the reform of mixed-owner-
ship, experts said.

“The mixed-ownership re-
form should be implemented 
under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between non-State-owned and 
State-owned capital in terms of 
shares, shareholder rights, divi-
sion of interests and sharing of 
responsibilities. For instance, 

top management personnel 
should be given shares in pro-
portionate to their expertise,” 
Guan Yueqing, director of the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
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
mission of Guangxi, noted at 
the seminar.

“Once a public company is 
listed, financial analysts tend 
to have a very short view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company, 
making it very difficult for 
the company management to 
announce projects that need 
large investment,” Hervé Ma-
chenaud, president of the Asia- 
Pacific zone French electric 
utility  giant EDF Group, said at 
the seminar.

The management must 
balance the constraints of the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long-
term interests of the public 
company, Machenaud said.

Originally a State-owned 
corporation, the French govern-
ment partially floated shares of 
the company on the Paris Stock 
Exchange in 2005.

 Restructuring to optimize efficiency of SOEs

ECONOMY

RoundUp

A farmer 
collects 
dandelion 
flowers Monday 
in Gaoqing 
county, East 
China’s 
Shandong 
Province. The 
flowers will be 
used for making 
tea products. 
The output 
value of a mu 
(0.067 hectare) 
of dandelion 
flowers could 
reach 50,000 
yuan ($8,000), 
according to a 
local tea firm. 
Photo: IC

By Li Qiaoyi

China’s top economic planner has re-
voked administrative rules for the li-
censing of exclusive rights to produce 
and sell salt, according to a government 
notice released Monday. 

Salt-related Chinese stocks rallied 
Monday after the repeal announcement, 
with Shenzhen-listed Yunnan Salt & Salt 
Chemical Industry Co taking the lead by 
rising to its daily highest limit.

But the repeal of the rules is  unlikely 
to translate into a turnaround in the 
country’s tightly controlled salt sector, 
industry analysts said.

The annulment of the rules, which 
went into effect on April 28, 2006, 
 follow decisions of the State Council to 
streamline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e 
powers to lower levels,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said in the notice on Monday. 

The notice, however, is of little 
 significance to the salt sector, as produc-
tion rights licensing has already been 
delegated to provincial-level salt industry 
authorities, financial portal money.163.
com reported Monday, citing an uniden-
tified industry analyst.

In addition, salt business remains 
subject to the State edible salt monopoly 
policy, which was introduced in 1996 to 

promote iodized salt consumption so as 
to reduce iodine deficiency, according to 
the analyst.

The report also quoted an unidenti-
fied staff at the China Salt Association as 
saying that the annulment doesn’t mean 
the country would open up its salt sector 
to social capital.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a 
 monopoly over salt business for a long 
time, and private salt trading was illegal 
throughout the Chinese history. 

In a sign of China’s strict control 
over salt business, the country’s biggest 
online marketplace Taobao released an 
announcement in late February 2013 
requiring vendors to stop selling salt if 

they were not licensed by the local salt 
 industry  authorities to engage in the 
business. 

Although the market is divided over 
whether the rescission notice would 
help expedite reforms of the country’s 
salt management regime, there may 
still be some changes in the wake of the 
 annulment, for instance, a downward 
price pressure on salt vendors, Gong 
Hanlin, an analyst at Shandong-based 
industry information portal chem99.
com, told the Global Times Monday.

ECONOMY
China mulls bond sales
China’s top legislature is consider-
ing to give the greenlight to bond 
sales by local governments at 
provincial levels.

According to a draft revision to 
the country’s budget law tabled for 
the third reading at the bimonthly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Standing Com-
mittee that opened on Monday, 
authorized provincial-level govern-
ments can issue bonds within a 
quota set by the State Council and 
approved by the NPC or its stand-
ing committee.

Money raised by the bond 
sales can be used to partly finance 
construction investments that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provincial-
level governments’ general public 
budget plans, it said.

POLICY
Inspection of local govt 
China’s State Council will send 
seven inspection teams to 14 
municipalities, provinces and 
regions to oversee local govern-
ments’ policy support for micro 
and small-sized firms,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published Monday 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website.

The inspection teams will 
focus on whether local govern-
ments have rolled out measures 
to help small firms solv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and encourage them to 
innovate. 

The 14 listed areas include Tian-
jin and Chongqing municipalities 
as well as Guangdong Province.

WEALTH
Li Ka-shing tops rich list 
Hong Kong billionaire Li Ka-shing 
was ranked No.1 on a Forbes list of 
richest Chinese unveiled Monday, 
with a net worth of $31 billion.

Four of the top 10 richest 
people are from the Chinese main-
land, including property developer 
Wanda Group’s Chairman Wang 
Jianlin, Internet giant Tencent 
Holdings’ Chairman Ma Huateng, 
search engine Baidu’s CEO Li Yan-
hong, and beverage maker Wahaha 
Group’s Chairman Zong Qinghou.

Global Times – Xinhua

Experts advocate mixed-ownership 

NDRC lifts requirements for licensing of production, sale of salt, driving stocks up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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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ting opulence

聚焦�大数据下的变革

本版主编 于德良 责 编 李 冰 制作 王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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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五大企业老总
�

大数据竞速 我们还只是
�

原始人
�

大数据�这个词听上去有点玄妙�以致玄得有人宣称掌握了大数据的人可以�像

上帝一样来俯瞰整个世界�� 然而�大数据又让我们感到近在身边� 当你打开一个网

页的时候�里面弹出了你比较喜欢的产品的广告�其实这就是一个利用大数据进行

精准营销的案例�

风生水起的互联网金融将大数据的应用向纵深推进�纵观互联网金融的众多实

践者�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互联网金融�大佬��很多业务的开疆辟土都离不开海

量数据的掌握运用和分析� 与此同时�大数据处理技术也势不可挡地进入了大众生

活之中�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的传统金融领域�不断地挑战所有行业的商业模式�

大数据与互联网的结合成为未来金融发展的方向之一� 这里的金融�既包括了

传统金融机构业务的电子化和数据化�更包括互联网金融机构在建立大数据平台基

础上开展数据征信和风险控制的诸多衍生操作方式� 因此�企业如何更好地使用与

经营大数据成了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 ����

年
�

月
��

日
���

日由中国企业家俱乐

部主办的中国绿公司年会上�大数据也成为热议的焦点� ����

年
�

月
��

日�新浪财

经与数库财务咨询有限公司联手发布中国第一个场外市场专版及系列指数�都是以

大数据为依托�

�互联网金融的实质是大数据应用在金融领域� 大数据的本质是降低信息门槛�提

供多角度参考从而降低决策门槛�提升决策质量�将原本只有专业机构人士才能涉猎的

分析领域拓展成为小型机构� 半专业人士甚至百姓皆可使用的工具并成为有针对性的

解决方案� � 数库财务咨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刘彦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证券日报� 大数据近两年特别热�不

仅是
��

业界� 企业界� 金融机构也在关

注� 大数据正在逐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

式�那么�究竟什么是大数据�大数据该如

何定义� 怎样让大数据变成财富�

王坚� 互联网公司一定是一家数据

公司� 如果仅仅只是收集信息�是不会变

成财富的� 之前得到的数据�看起来并没

有什么价值�将看起来没有什么价值的数

据变成财富�这就是阿里巴巴对大数据的

理解�

其实� 阿里巴巴对大数据时代的了

解�还是很原始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不

会超过苏宁对电子商务的理解�当然应该

尊重苏宁集团�但我认为苏宁对电子商务

的理解的确不够�今天阿里巴巴对数据的

理解�尽管有很多消费者喜欢�但我认为

还很粗浅�有时�阿里巴巴也会反省�我们

对大数据很尊敬�但认识却很肤浅� 我只

是想说�对大数据的认识阿里巴巴还处在

一个非常原始的状态�在这个行业刚刚起

步�阶段�严格上讲也并没有专家�大家碰

到的问题也都是新问题�

王阳� 大数据是 ���

整个公司的战

略� ���

在
��

领域当中走了一百多年�

看整个业界的变化�今天大数据得到飞速

发展�其实是在意料之中的� ���

公司刚

成立的时候�因为美国的人口普查�要积

累大量的数据�那时的人口普查与现在相

比并不一样�需要有机器等硬件�而且还

需要很长时间统计� 现在完全不一样�就

是因为要抓取数据�但是我们今天在讲到

大数据的时候�不仅要看技术层面�更着

眼商业模式�

刘积仁�我认为�大数据并不是大的

意思�而是有意义的意思� 当你获得更多

有意义的数据时�这才是大的数据�也是

判断的基础�今天的数据在结构上越来越

复杂� 过去看到的数据只是短信�今天的

数据有短信�微信�影像�声音�把所有的

数据拿出来综合计算来获取信息�我们叫

数据的融合�这种融合的过程使你的判断

也会变得越来越精准�

蒋锡培�就企业而言�以前信息就是财

富�现在数据就是财富� 远东集团有志于成

为一家全球能效管理专家�全球投资管理专

家的企业�而这两个定位毫无疑问需要有数

据的支撑� 投资什么样的企业�需要了解这

个行业�这个企业相关的经营成果�未来空

间�客户群体等等�都需要大数据�

阎紫电�我认为�最大的大数据拥有

者是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但他们不会用�

举个例子�假如����

和华为是种茶叶的�

中国移动是开茶馆的�把茶叶泡点水�说是

龙井�一杯卖一百块钱�中国移动赚了很多

钱����

和爱立信也赚了很多钱� 这是原

来的商业模式�突然来了一个马化腾�他把

茶叶拿来之后�说我送给你不要钱�但水还

用中国移动的水�中国移动就很憋屈�原来

一百块钱的水�现在只能收二十块钱�但是

中国移动又毫无办法�因为水还是用你的�

把大数据变成财富

证券日报� 大数据深刻影响着各行各

业�也将改变目前的商业模式�目前的大数

据的收集处于何种模式� 大数据的未来将要

面临哪些致命问题�

王坚�阿里巴巴做的小额贷款最能体现

数据的价值� 阿里用过去平台上沉淀下来的

数据�我要强调的是�不是我们去收集的数

据�是沉淀下来的数据�这些数据过去是没

有用的�但是把数据变成模型�变成信用之

后�就变成这家小企业的财富�才会使我们

由
���

多个员工给
��

万人做贷款� 这是数

据的效用与价值�

王阳 � 大数据将带来商业模式的改

变 � 首先是制造业 �举例说 �小米公司做

手机与电视就是互联网企业进军制造业

的典型案例 �同时 �阿里巴巴在握有大量

消费者数据之后 � 在未来开发下一代产

品以及成本控制 � 采购量等方面都有了

发言权 �

刘积仁 �最近这几年 �社会平台变成

用最低的成本就可以获取数据的时代 �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个人主动地贡献数

据 � 若你不用信用卡 �不拿手机 �不用导

航 �不打电话 �不再网上发微博 �把所有

东西都关了 �那么你就不是贡献者 � 在社

会平台上 � 个人主动暴露信息的行为已

经变成了一种交易 �

大数据和经营之间的关系�重要的是能

创造价值�利用数据创造价值�这是所有企

业要充分认识到的一点� 创造过程中有个特

点�在这个时代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就是它

的准确性�通过这些数据的分析能够准确地

识别目标�

蒋锡培�我认为�在大数据面前有一点

不能忽略� 卫生部门做卫生部门的事情�公

安机关做公安机关的事情�教育部门做教育

部门的事情� 所有的数据并没有做到一卡

通� 我想为什么不能有一个部门来扎口呢�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壁垒呢�

阎紫电�大数据再往下发展�要解决其

最致命的问题���安全性� 我们现在的维权

意识和技术手段都不够�未来大数据进一步

发展�安全问题要解决�

我觉得解决大数据的安全性�不仅仅依

靠技术手段� 第一�要立法�您的任何一个信

息�如果有人关心�都是可以知道的�所以这

件事情要立法� 第二�不平等� 首先�你的数

据是你的财富�被别人都拿走了� 我认为�现

在的数据不是大数据�是孤岛数据�为什么�

本来我去阿里买东西�我买一个尿布�得把

我的名字�电话全填进去�他知道了�但是我

没有任何收益�特别不公平� 其次�对大企业

和小企业不公平�大企业有大量的数据�

另外一个建议� 要做一个大数据的交

易规则�大数据应该是可以交易的�可以交

换的�在法律的前提下可以交换�如果这样

能实现的话� 大数据的未来发展超乎人类

的想象�

证券日报�目前大数据已经应用在

各个领域�那么大数据能为金融业带来

什么� 互联网数据价值是如何体现的�

阎紫电� 据我所知�腾讯的微信部门

只有几百人�我之前也很奇怪�用三年时

间拥有六亿用户�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从

技术角度来讲� 如果服务六百万的用户�

也需要几千人� 而这个部门只有几百人�

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微信盈利非常容易�

依靠大量的用户� 随便做点什么都能盈

利� 我认为现在的大数据是�打劫者��它

抄了近道�大数据一直都在�这是我的一

个观点�

王阳 � 大数据应该把全世界的数

据�在统一的平台上相互共享�这才真

正体现整个人类的物理空间发生的所

有事情� 我跟马云八年前讲了 ����

他

当时说
���

是什么�他还没做 ���� 但

我认为
���

是阿里淘宝往下走的核心

战略�因为有大量的数据�数据知道所

有人的喜好� 下一代的产品应该怎么开

发�不管成本也好�商品特性也好�还是

大数据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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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是
�

打劫者
�

百度携手宜信推出� 免息贷款

月��新浪联手点融网涉足 ���理财

���风险事件集中爆发

互联网大佬
�

仗势
�

入局

本报记者 吕 东

继中欧温顿�中宝投资曝出涉嫌诈骗案件之

后�旺旺贷老板又卷款跑路�至今事件没有任何

进展�投资者维权步履艰难�

然而 � 步入多事之秋的 ���

行业却让互

联网大佬们看到了 �商机 �� �

月
��

日 �百度

启动 �金融财富 �平台 �携手宜信推出 �免息贷

款月 �� �

月
��

日 �新浪正式发布 �微财富 �平

台 �将与安邦保险 �点融网等合作 �为新浪和

微博用户定制保险和
���

理财产品 � 收益率

最高达
���

左右 �

�虽然 ���

行业存在着诸多问题 � 但其迅

猛发展让市场中任何一方都不容小觑 � 继银

行业的招商银行率先杀入网贷市场后 � 此番

百度的加入也将使互联网巨头与银行交锋的

战场 �从理财产品市场拓展到网贷市场 � 互联

网大佬涉足
���

行业的底气就是其拥有的大

数据 � �有资深行业研究员对 �证券日报 �记者

表示 �

大数据掘金 ���

打造最具� 杀伤力�模式

目前互联网金融风生水起�巨头间的角逐也

愈演愈烈 � 纵观互联网金融的众多实践者 �

����

三巨头�无疑是其中的领军人物�在市场中

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手法让人目不暇接� 继三月份

阿里论战�四大行�后�百度就将触角伸向了 ���

平台�

实际上� 随着去年 ��

月百度金融理财平台

高调上线� 百度对互联网金融的野心就已经显

露� �

月
��

日�百度正式启动其大金融战略的另

一驾马车百度�金融财富�平台�并联合 ���

公司

宜信共同推出�免息贷款月�� 由此�坐拥中国最

大搜索入口的百度�将布局互联网金融的第二场

战火�烧向�网贷市场�

据了解�此次与百度的合作探索�宜信启用

了旗下互联网金融重要的创新战略项目宜人贷�

此项目能够根据不同贷款用户的多样化需求提

供满足于适合更多细分应用场景的贷款产品�将

帮助百度进一步把自身平台上汇集的大量搜索

流量变现�缩短用户的贷款路径�

作为一家
���

平台的宜信
�

自
���

年成立以

来
�

目前已经在
���

多个城市和
��

多个农村地区

建立起强大的全国协同服务网络� 宜人贷项目

负责人介绍�双方联手合作的宜人贷项目�主打

低门槛与快捷� 在�免息贷款月�期间�用户通过

百度财富平台成功申请宜信的宜人贷借款�就有

机会获得免息优惠�

百度金融财富平台定位于金融垂直搜索�而

�搜索�

金融�也正是百度在互联网金融市场最具

�杀伤力�的模式� 业内人士指出�面对服务大规

模�小额度的簈丝用户����

平台与大数据结合最

有效率� 百度覆盖了中国 
	��

亿网民中的
�
��

整合这些搜索的信息数据� 这是别人无法比拟

的� 此次百度拉来重量级合作伙伴宜信展开深

度合作�将让双方各自拥有的�搜索流量数据�

信

用数据�的优势资源得以充分发挥�这将是一次

大数据融合与创新性变革的开端� �对于百度来

说�看重的正是宜信基于信用数据挖掘以及精准

的信用风险控制能力� 下一步双方还将通过对用

户需求的深度分析和挖掘�实现金融产品个性化

定制方面的更多尝试与探索� �百度金融负责人

对记者表示�

信用数据和风险管控

成为 ���模式的核心

不容否认的是�风险管控及征信数据已成为

���

平台发展最为关键的环节� 对于风险的识别

与有效把控也是
���

平台核心所在�目前 ���

行

业内很多风险事件发生�主要源于企业不具备风

控的能力� 或者高估了自身的风控能力� 对 ���

行业而言�风控至关重要�风险失控不仅会危及

企业自身�甚至还会引发金融�社会的系列反应�

此外� ���

平台本质上是将闲散的小额度资

金与有资金需求人群对接����

正是通过嫁接�信

用�而直接衍生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因而信用就

是其商业模式的核心� 如何让用户信得过�让监

管部门信得过�是摆在 ���

平台当前一道必须逾

越的鸿沟� 而搭建起这道鸿沟的桥梁就是 �信

用��

来自央行的数据统计显示 � 截至 ����

年

底 � 央行征信系统已为全国近 

亿自然人建

立了信用档案 � �目前中国在信用信息方面极

度缺失 � �宜信 ���

唐宁坦言 ��我们非常希

望能够接入央行征信系统 �获取信用数据 �也

希望能把我们生成的数据反馈给他们 � �业内

人士指出 � ����

平台在风险防范与信用评估

方面已逐步开始运用大数据技术 � 通过对用

户消费习惯 � 身份特征等信息可以对用户信

用重新认定 �这种认定要精准的多 � 互联网金

融结合大数据的模式将会在未来中国征信体

系的建立中扮演重要角色 � �

���

年成立至今所积累的信用数据正是

宜信核心竞争力的所在 � 目前宜信已拥有海

量的用户信用数据库 � 通过对数据进行挖掘

与分析 �能够有效掌握用户的信用状况 �消费

能力 �偿债能力等 � 唐宁认为 ��我们积累的百

万高成长性人群的信用数据 � 也为我们持续

进行金融创新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持 � �

本报记者 李 冰

去年� 在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下�

出现了银行�存款搬家�现象�普华永

道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去年年末

十大上市银行的存款总额为

	��

万

亿元�同比增长 �	
���比 ����

年的

��	��

放缓了近
�

个百分点� 从总量

上来看�互联网金融分流的量在几千

亿元到一万亿元� 和十大银行 


万

亿元的规模相比�影响其实还是有限

的�但这种冲击不可小觑�

在广西南宁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主办的中国绿公司年会上原招商银

行行长马蔚华对记者表示��银行最

担心不是存款被互联网金融分去多

少份额�最担心的是割断银行和客户

之间的联系� �

银行并不担心存款流失

�余额宝只是互联网金融的一个

产品�整个互联网金融来说�未来互联

网和金融深度融合� 传统金融和互联

网金融优势互补是大趋势� �马蔚华对

记者表示��银行最担心的不是存钱被

分去多少份额� 最担心的是割断银行

和客户之间的联系� 现在互联网企业

更多地追求情景化营销� 把互联网技

术和客户喜闻乐见的形式联合在一

起�增加黏度� 抢红包�打车最终都是

绑定信用卡账户� 但是这种方法比传

统银行更有效率�吸引力�所以这对传

统银行的思维方式�运行机制�或者产

品的创新方向是一个冲击� �

对于互联网金融能不能颠覆传

统的金融�马蔚华表示��我觉得他们

之间的优势互补�可能是对整个金融

服务面的增加�对于整个经济发展是

有好处的� 双方目标客户不一样�特

点不一样�可以预见�未来不存在谁

把谁颠覆的问题� 所以�应该更多地

促进他们之间互补�合作�共赢� �

互联网企业办民营银行

更具优势

对于现在热炒的民营银行话题�

马蔚华表示��办民营银行是中国金

融改革一件大事� 但也面临很多挑

战�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利率市场化

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过程中�国际

经验表明对中小银行的风险可能更

大� 美国在 ���


年完成了利率市场

化�从 ���

年到
����

年�这几年间�

平均每年要倒闭超过两百家银行�中

国台湾地区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出

现全行业亏损�韩国利率市场化过程

当中不良率翻了一倍多�利率市场化

对于商业银行是一个生死考验� �

他同时认为 � �如果民营银行

能够跟互联网企业结合 �或者是互

联网企业本身办银行 �可以通过互

联网来延伸其比较少的物理网点 �

通过互联网金融不断地创新 �摆脱

原来传统金融遇到的利率市场化

的那些挑战 � 如果经营方向确定

在小微企业 �要有一套服务小微企

业的成熟经验 �像美国富国银行那

样 �这可能也是一个方向 � �

马蔚华
�

最担心互联网金融割断银行与客户联系

有多大的采购量� 大数据都是可以帮助你

来做这个事情�手上拿着 �

这个利器�可以

知道
�

怎么开发� 我叫做有计划的市场经

济�因为有大数据�

王坚 �阿里巴巴在 ����

年的时候开

过一次会 �突然发现阿里巴巴并不是电

子商务公司 �而是数据公司 �这个理解

对公司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 当发现是数

据公司之后 � 突然发现少了一个东西 �

那就是把数据变成财富的东西 �靠什么

呢 � 就是靠云计算 �必须用最低的成本

从数据里面得到价值 �才能活下去 � 企

业的成功之处在于如何将数据变成财

富 �阿里巴巴的小额贷款是最能体现互

联网数据价值的 �

消费者的习惯就是数据� 淘宝最大贡

献是掌握消费者的数据�

�

�

��

����

年
�

月
��

日 星期六
互联网金融

�������� �������

阿里巴巴集团
���

王 坚

��

全球副总裁 王 阳

东软集团董事长 刘积仁

远东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蒋锡培

北京联动天翼科技董事长 阎紫电

06  环球时报英版
07  中国日报
08  参考消息
09  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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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CNBC 等

电视论坛深度传播

　　2014年的中国绿公司年会上，广西卫视对会议的核心

环节进行了现场直播，这也是年会首次通过卫视直播的方

式对外传播内容；全球知名电视台美国CNBC和英国BBC

分别以“中国新改革之路”和“聚合的力量”在年会上举

办了电视论坛，用专题化的形式将中国商业领袖的思想观

点传播给全球观众。

BBC电视论坛：聚合的力量 CNBC电视论坛：中国的新改革之路 广西卫视现场直播全会论坛CNBC电视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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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合作机构 英国贸易投资总署

法国政府投资部

瓦隆尼亚外贸投资局

法兰德斯投资贸易局

法兰德斯中国商会

智库支持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道农研究院

主       办

联合主办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南宁市人民政府

支持机构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

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

法中委员会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中心

外交机构支持 法国驻华大使馆

英国驻华大使馆

德国驻华大使馆

比利时驻华大使馆

芬兰驻华大使馆

日本驻华大使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政府支持

印度工业联合会

老牛基金会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

欧盟商会

年会发起机构 中国绿公司联盟

让我们为社会再多做一些！

Let’s do more for our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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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全球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战略合作伙伴 多媒体支持

推广机构
深圳市企业联合会
深圳市企业家协会
博达惠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UMIC 上层传媒整合机构

易乐宝广西分公司
太原职业经理人协会
新疆城和智业企业管理咨询公司

自媒体合作伙伴 独家微博合作：

合作媒体

支持媒体

独家机场媒体：

特约支持媒体： 特约合作门户： 特约海外支持媒体： 特约财经报媒： 特约财经媒体： 特约视频网站： 特邀户外媒体：

独家视觉支持： 特约财经杂志： 特约户外 LED 媒体： 特约财经网站： 特约合作媒体： 特约支持门户： 特约户外媒体：

中国绿公司年会诚挚感谢下列合作伙伴的支持！

本年会报告可供下载的格式为PDF，下载地址为：

年会更多内容请点击：

http:///2014.daonong.com

了解更多信息，欢迎关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官方微信号（cec2006)

在线了解

http://www.daonong.com/cec/xiazai/CGCS2014_Report_C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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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日程

09:00-22:00       全天注册  

14:30-15:50       中国绿公司联盟平行圆桌会

                        “大数据”变革企业经营与管理   

                        “青春期”公司的烦恼与抉择  

                          绿增长——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与商机  

14:30-17:30       正和岛“私董会”

16:00-16:40     “2014 中国绿公司百强”发布会  

16:30-17:30       欢迎下午茶  

17:00-18:0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电视论坛  

                          中国的新改革之路  

18:00-19:30       自助晚宴  

19:40-21:40       领袖夜话 —— 柳传志 &王石：共同的三十年  

06:30-07:20       太极晨练——李连杰与你的太极约会  

07:30-08:30       中国绿公司联盟早餐会  

07:30-08:30       外交官早餐会

08:40-09:50       焦点论坛 —— 大文化思维：商业新玩法  

                          趋势对话 —— 银行业：冲击与机会  

                          焦点论坛 —— 雾霾的治理之道  

                          中法圆桌会 —— 中法经济合作：下一个十年  

                         

                       

2014年4月20日             星期日

2014年4月21日             星期一

年会日程

09:00-12:00       正和岛“私董会” 

08:00-16:00       2014“BMW• 道农杯”中国企业家高尔夫邀请赛暨颁奖晚宴

2014年4月22日             星期二

09:50-10:05       茶歇

10:05-12:30       全会 —— 改变的年代：现实与远见  

12:30-13:30       全球合作伙伴午餐会  

                          自助午餐  

13:40-15:00       趋势对话 —— 产业投资新机会  

                          焦点论坛 —— 混合所有制：国企改革下一轮  

                          趋势对话 —— 房地产企业的转型：怎么转？  

                          焦点论坛 —— 抹平 O2O鸿沟  

13:40-14:40       英国广播公司 (BBC) 电视论坛 —— 聚合的力量

15:00-15:10       茶歇  

15:10-16:20       全会主题演讲  

16:20-16:30       零碳会议老牛基金捐赠仪式  

16:30-16:40       全会赠牌仪式  

16:50-18:10       焦点论坛 —— 企业家精神和制度公益  

                          焦点论坛 —— 创新与活法  

                          焦点论坛 —— 基业长青与创始人传承  

                         闭门会 —— 2014，天马行空  

                       

18:30-19:00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民族风情秀  

19:00-20:20       广西壮族自治区招待晚宴  

20:20-22:00       自媒体沙龙 

20:30-22:30       广西壮族自治区主要领导恳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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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22:00    全天注册  

14:30-15:50    中国绿公司联盟平行圆桌会 1  

14:30-15:50   中国绿公司联盟平行圆桌会 2  

“大数据”变革企业经营与管理

　　大数据正影响并挑战着所有行业的商业模式。数据毋庸置疑地

将成为企业的关键战略资产，处理、分析与整合数据，是企业进行

市场选择、产品设计与定价、市场营销，乃至内部管理流程的指导

因素，对运营模式将带来革命性改变。企业如何更好地使用与经营

大数据，在这个变革时代把握发展先机？

议题主席：
王文京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青春期”公司的烦恼与抉择

　　创业成功后企业就会进入高速发展的青春期。作为领导者，你

将会面临许多成长中的烦恼、诱惑、机会和抉择：企业战略是追同

还是求异？重用“兄弟”还是引入职业经理人？企业管理要灵活还

是规范化？钱的威力有多大 ? 企业领导者在“智，仁，勇”的平衡

下是做神、做人还是做鬼 ...…我们希望这场讨论给也在“青春期”

的你带来启示。

2014年4月20日             星期日

议题主席：
朱  海  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裁及中国区总裁

议题嘉宾：
夏  华  依文集团董事长

刁志中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陶然  拉卡拉董事长兼总裁

陈  浩  北京君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

议题嘉宾：
刘积仁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王均豪  均瑶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蒋锡培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王  阳  IBM全球副总裁

王  坚  阿里巴巴集团CTO   

互动嘉宾：
冯  军  爱国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阎紫电  北京联动天翼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Hervé RANNOU, CEO, Cityzen Data, Vice President of Cityzen 
Group

年会日程
* 议题主席为每场论坛的召集人并主持人

14:30-15:50   中国绿公司联盟平行圆桌会 3  

绿增长——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与商机

　　水污染、雾霾、食品安全……今天的中国正在面临愈发严峻的

环境问题。污染治理与环境保护，没有哪个人或企业能以一己之力

破解这个社会问题。今天的中国企业在应对环境问题时遭遇了哪些

困境？发达国家有哪些成功经验可以让我们借鉴？中国企业应如何

联手上下游伙伴，共同应对环境问题？寻找解决之道的过程中，企

业能挖掘出哪些新商机？

议题主席：
王   铁  艺康集团全球资深副总裁，大中华区总经理

议题嘉宾：
刘晓光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关志华  巴斯夫全球高级副总裁

郭仕达  苏伊士环境集团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

周小华  威立雅环境服务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

互动嘉宾：
白长波  可口可乐大中华区副总裁

江永雄  皇冠集团董事长

赵笠钧  博天环境董事长

廖庆龙  台达中国区执行副总裁暨总经理

徐新建  太阳雨控股集团董事长

16:00-16:40   “2014 中国绿公司百强”发布会  

14:30-17:30   正和岛“私董会”  

致辞：
刘东华  中国绿公司百强联合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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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发布：
程  虹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

百强专家：
赵昌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

姜克隽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

王立彦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主任

蔡  剑  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管理科学与工程教授

　　正和岛私人董事会是中国最大的私董会平台，是企业家互相照

看后脑勺的地方。正和岛私董会的主要特点：每位成员都是先期被

正和岛严格挑选过的，极大地降低了信任成本；它发源于中国本土，

并借鉴了西方私董会的成熟经验与工具；深度结合移动互联网，形

成了创新的 O2O 模式，帮着好人长本事，帮着能人长境界——正

和岛私董会已经成为企业家相互学习和直面真问题、解决真问题的

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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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21日             星期一

16:30-17:30   欢迎下午茶  

17:00-18:0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电视论坛  

18:00-19:30   自助晚宴  

19:40-21:40   领袖夜话  

06:30-07:20   太极晨练  

中国的新改革之路

　　去年 11 月，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正式铺开一系列新的改革方

案，包括利率市场化、在主要行业里为私营企业营造公平的竞争环

境。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两位数增长后继续实现经济再平衡，在此

过程中，环境问题也备受聚焦。CNBC 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财经

电视网络，邀请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商业领袖们发表对这些问题的

看法。

柳传志&王石：共同的三十年

　　1984 年柳传志与王石分别开启创业，2014 年他们都把自己的

企业带到了巅峰。共同的30年创业历史，共同的心路历程……今夜，

他们将在年会上展开一场空前的领袖对话。谈公司，谈人生，现场

直面“在商言商”……他们怎样不停止地攀登，越过一个又一个新

高度？他们有着怎样的人生情怀与商业感悟？他们又将激荡出怎样

的三十年？

李连杰与你的太极约会

　　中华民族的祖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太极智慧，让我们

意识到，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生活中需要快也需要慢，讲求阴

阳平衡、一张一弛、动静结合。一日之计在于晨，和李连杰先生一

主持人：
Susan Li  CNBC 亚太频道主持人

议题嘉宾：
柳传志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新礼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

             中国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永好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中国民生银行副董事长

沈国军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分享人：
柳传志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石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主持人：
白岩松  CCTV主持人

同舒展筋骨，体验太极，从祖先的精华中吸收营养、领悟智慧，找

到一种健康快乐的生活方式，并分享给他人吧。

分享人：
李连杰  太极禅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

年会日程
* 议题主席为每场论坛的召集人并主持人

07:30-08:30   中国绿公司联盟早餐会

08:40-09:50   焦点论坛  

07:30-08:30   外交官早餐会

议题主席：
柳传志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建民 中国绿公司年会大会主席、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创建可持续商业价值

　　在面对改革的大背景下，在这个商业模式转型的年代，在这个

观念融合的趋势下，企业如何应对，以迎接新的机会与挑战？领导

者们如何实现自我平衡与可持续性发展？参加本场闭门早餐会的中

大文化思维：商业新玩法

　　无论产品还是服务，畅销的同时几乎成为生活方式。这场文化

消费的革命已经开始影响到所有行业。一个吸引人的咖啡馆，成功

的关键不在于咖啡的味道，而是懂得如何营造独特的“第三空间”；

一家优秀的房地产企业，成功之道不在于楼盘的位置，而是能引领

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一家最酷的汽车公司，令人称道的不是其独

特的设计理念，而是传递出了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如何以文化

思维做商业？如何玩转你的市场？

国绿公司联盟 CEO 们将分别介绍自己的企业，并聚焦这个话题，

分享他们在构造可持续价值的成功案例与经验。

议题主席：
马蔚华  永隆银行董事长、招商银行原行长

议题主席：
夏  华  依文集团董事长

议题嘉宾：
黄怒波  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潮歌  观印象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连杰  太极禅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

田  明  星空传媒CEO、灿星制作董事长、梦响强音董事长

08:40-09:50   趋势对话  

银行业：冲击与机会

　　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信贷资金进一步收紧，使银行未来

的发展变得扑朔迷离，这将给银行带来怎样的压力？互联网金融风

生水起，进一步倒逼存款利率的市场化，金融体系需要怎样的创新？

民营资本发起银行，未来发展前景几何，又将怎样改变银行业的竞

争生态？

议题主席：
马蔚华  永隆银行董事长、招商银行原行长

对话嘉宾：
杨凯生  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

主持人：
陈  龙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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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0-09:50   焦点论坛  

雾霾的治理之道

　　有专家指出，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就选择了什么样

的天空。雾霾让我们意识到商业转型的重要性已经不是经济增长的

单一诉求，然而环境压力的另一面是能源制约，问题的解决需要多

方联手。我们希望企业家、政策制定者、学者和 NGO 组织的有识

之士一起联手研究雾霾治理之道。

议题主席：
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议题嘉宾：
姜克隽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

丁立国  德龙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张醒生  大自然保护协会亚太区首席代表、老牛基金会理事长

赵新林  长三角建设投资集团董事长

边  程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业锋  朗法博粉末涂装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蹇兴超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副厅长 

互动嘉宾：
李月中  维尔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08:40-09:50   中法圆桌会  

09:50-10:05   茶歇

中法经济合作：下一个十年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法国是欧洲最具经济实力和

特色的国家之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访法期间称，" 中国

和法国两个经济大国起着互补的作用，中法双方拥有广泛的共同利

益。"过去 50 年，中法两国已在核电、航空航天、交通等领域开展

了良好的合作，中国企业对法投资正逐年增加。未来 10 年，中法

企业的合作将走向纵深领域，并结合双方优势。本场圆桌会，我们

将讨论在未来的十年：

中法企业将在哪些优势领域开展合作，形成新的优势？

中法企业之间未来应如何开展合作？合作形式将有哪些创新？

议题主席：
吴建民  中国绿公司年会大会主席、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年会日程
* 议题主席为每场论坛的召集人并主持人

10:05-12:30   全会  

改变的年代：现实与远见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变革的年代，全面深化改革有了总基调，

市场经济将发挥更大的决定性作用，但中国未竟的改革路途更为艰

辛，改革的阻力来自何方？经济增速面临下滑，连年转型乏力，加

上互联网的冲击，都将让企业面临惊涛骇浪的挑战。在这个严峻的

现实下，中国企业怎样走出这样一个转折点的变革年代，迎接下一

轮的机遇？未来的十年，国家在法治社会、治理结构、环境保护、

市场经济、营商环境等方面将有哪些突破？

议题主席：   
柳传志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全会致辞： 
吴建民  中国绿公司年会大会主席、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

陈  武  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

主题致辞：
福勒尔 • 佩勒林  法国外贸、旅游和海外法国人事务国务秘书

大使对话： 
马怀宇  比利时驻华大使

古泽森  芬兰驻华大使

主题演讲：
龙永图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

余远辉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市委书记

赵启正  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张军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全会总结演讲：
彭清华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12:30-13:30   全球合作伙伴午餐会

12:30-13:30   自助午餐  

13:40-15:00   趋势对话  

产业投资新机会

　　旧红利的消失，新红利的溢出，市场期待改革开启经济新格局。

在改革新局下，市场化经济转型孕育着新的投资机会，寻找中国未

来经济的新动向，看到变革的方向，就成为寻找和把握新的投资机

会的最佳路径。本节将探讨：下一轮经济的增长点是什么？哪些行

业将面临较大的调整压力？未来哪些行业，将有更大的投资机会？

议题主席：
汪潮涌  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议题嘉宾：
赵令欢  弘毅投资总裁、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梁信军  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互动嘉宾：
束  华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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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15:00   焦点论坛  

混合所有制：国企改革下一轮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将给国

企注入新的动力，也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最大亮点。“混合所有制

经济”的提出，意味着国企准入门槛的进一步降低。本节将主要讨

论：改革将对国企发展、国资监管产生哪些影响？改革将在哪些领

域或行业率先推开？民营企业参与的机会在哪里？

议题主席：
赵昌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

议题嘉宾：
马正武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刘玉廷  财政部企业司司长

冯  仑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晓光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管跃庆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资委主任

张伟祥  浙江建龙控股集团董事长

马识路  法国电力集团执行副总裁、亚太区总裁

13:40-15:00   趋势对话  

13:40-15:00   焦点论坛  

房地产企业的转型：怎么转 ? 

　　最新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提出了未来 6 年的城镇

化率指标。而中国房地产企业在经过最近几年的迅猛发展之后，开

始主动思考并寻找各自的独特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以构筑自己的护

城河。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房地产企业如何应对未来十年？房企

转型之路在何方？有没有成熟的路径可供借鉴？

议题主席：
胡葆森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抹平O2O鸿沟

　　全面融合线上虚拟经济与线下实体经济的商业经营模式正在浮

现，O2O 模式将抹平线上与线下的鸿沟，移动互联网使得商家和企

业能以更低成本接触和赢得更多客户，直接获取用户需求并迅速做

出反应。这更加剧了线上线下的融合。本节我们将讨论： O2O 模

式将怎样更广泛地改变人们的商业生活？怎样更充分地挖掘消费者

的内心需求？ O2O模式大变革的难点在哪里？C2B大规模个性化

定制时代是否已经到来？

议题嘉宾：
郁  亮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周  忻  易居（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互动嘉宾：
严世明  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

黄怒波  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田  明  朗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鸿鹏  陕西长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暴洪奎  亿达集团副总裁

议题主席：
刘东华  中国绿公司百强联合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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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嘉宾：
江永雄   皇冠集团董事长

李连柱   广州尚品宅配家具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荣耀   荣昌伊尔萨连锁集团董事长

王  填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蔡  剑   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管理科学与工程教授

年会日程
* 议题主席为每场论坛的召集人并主持人

13:40-14:40   英国广播公司 (BBC) 电视论坛

15:10-16:20   全会主题演讲  

15:00-15:10   茶歇

聚合的力量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是中国重要的商业领袖组织，拥有的 46 名

理事成员均为改革开放后的杰出企业家代表。本期 BBC 特别节目

将介绍俱乐部成立的原因，理事们如何叱咤商海、参与国际访问、

影响全球领袖、参与公益事业，以及最重要的一点——鼎立相助。

电视论坛上，理事将分享在CEC的个人经历和 CEC的故事，CEC

如何助力他们的商业运作，以及影响个人生活。

议题主席：
朱新礼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

           中国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主持人：
史蒂夫·塔平  心腹集团CEO、畅销书作者

分享嘉宾：
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刘积仁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曹国伟  新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邓  锋  北极光创投创始人、董事总经理

演讲嘉宾：
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束  华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马蔚华  永隆银行董事长、招商银行原行长

16:20-16:30   零碳会议老牛基金捐赠仪式  

主持人： 
程  虹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

朱新礼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中国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牛根生  蒙牛集团创始人，老牛基金会创始人、名誉会长

李怒云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秘书长、国家林业局气候办常务副主任

16:30-16:40   全会赠牌仪式  

主持人： 
程  虹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

束  华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周红波  南宁市市长

赵国华  施耐德电气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安  格  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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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日程
*议题主席为每场论坛的召集人并主持人

16:50-18:10   闭门会

2014，天马行空

　　对于马云来说，过去一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卸任 CEO，但马

云似乎比以往更忙了。2013 年，阿里巴巴基本完成了在互联网的

全面布局，从最初围绕着电商展开，一直延伸到社交、移动端、互

联网金融、O2O布局……这些都是阿里生态链当中的一个个棋子。

因为阿里意识到，线上、线下一旦连起来，这是巨大的爆发式的力

量，也必将进一步改变中国的商业格局。天马行空的马云，将与我

们分享他的 2014。

18:30-19:00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民族风情秀  

20:30-22:30   广西壮族自治区主要领导恳谈会    

主持人：
朱新礼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中国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走秀嘉宾：
广西壮族自治区主要领导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顾问

中国绿公司年会全球合作伙伴

19:00-20:20   广西壮族自治区招待晚宴  

08:00-16:00   2014“BMW·道农杯”中国企业家高尔夫邀请赛暨颁奖宴会

20:20-22:00   自媒体沙龙  

09:00-12:00   正和岛“私董会”

2014年4月24日             星期二

议题主席：
刘东华  中国绿公司百强联合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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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人：
马  云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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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18:10   焦点论坛  

企业家精神和制度公益

　　企业家给公益带来的，不仅是资金的注入，还有创新精神。今

天的中国公益，最需要的就是制度创新。如何以商业的方式推动公

益进步，让公益组织的运作变得更有效率？企业家们将给出不一样

的答案。

议题主席：
冯   仑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议题嘉宾：
马蔚华  壹基金理事长、永隆银行董事长、招商银行原行长

牛根生  蒙牛集团创始人，老牛基金会创始人、名誉会长

王  兵  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韩家寰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三任会长、

            大成食品亚洲有限公司主席

16:50-18:10   焦点论坛  

创新与活法

　　在这样一个颠覆与融合的时代，企业的生命周期面临极大的挑

战。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维持企业生命的核心就是创

新，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破坏性创造，找到新的模式，活下去。而

创新也已超出了技术范畴，更多是开放、协同、颠覆式的创新。本

节我们要探讨的是，如何理解“创新”？有生命周期的企业如何不

断地破坏性创新？公司如何调整组织架构、文化革新，以使创新竞

相迸发？

议题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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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国伟  新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赵国华  施耐德电气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安  格  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16:50-18:10  焦点论坛  

基业长青与创始人传承

　　权杖交接古今中外都是一个难题，创始人企业交接班更是难上

加难。到底应该传贤、传子，还是传制度？“任人唯贤”，杨绍鹏

选择了职业经理人；“混合接班”，刘永好选择女儿加专家；王石

则根本反对培养接班人，因为归根到底，“基业常青靠制度不靠接

班人”。孰是孰非，何去何从？如果CEO 没有标准件，企业究竟应

该怎么选，怎么交？前人有哪些经验可供借鉴？哪些陷阱必须避免？

议题主席：
梁  能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副教务长

对话嘉宾：
刘永好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中国民生银行副董事长

王均豪  均瑶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杨绍鹏  海丰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Jean-Paul Larçon  巴黎HEC商学院战略与国际商务名誉教授



　　中国绿公司年会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主办，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合理及长远增长。

年会创立于 2008 年，每年有超过 1000 位

全球富有远见、最具变革力的商业领袖、

政界要员、学界权威和主流媒体人士出席。

过去七年，中国绿公司年会陆续在北京、

成都、青岛、武汉、昆明和南宁等城市举

办，已被公认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可

持续高峰论坛。

中国绿公司年会

欢迎莅临 2015 中国绿公司年会
注册：2015.daon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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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CEC) 是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组织，于 2006

年由31位中国商业领袖、经济学家和外交家发起成立。作为民间非营利机构，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弘扬商业正气，以推动企业家精神社会化、推动经济及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机构使命。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改革开放中

的第一批创业者，有着独特的创业经验和管理思想；他们尊重并遵循市场规

律来获得商业成功，他们承载企业家精神并承担社会责任，他们所领导的企

业均是各行业的领先者。46 家理事企业所创造的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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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是企业家思想交流、合作互助的平台，也是中国领先

公司广泛展开国际合作的主要渠道。俱乐部通过组织一系列项目活动实现核

心价值：国际访问、理事互访、中国企业家全球游学、中国企业家高尔夫球

队、道农会等项目均已取得广泛影响；持续打造“绿公司”生态系统，通过

中国绿公司年会、中国绿公司联盟、中国绿公司百强、《绿公司》杂志和《道

农书系》探索推动商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并传播正气的商业理念。

关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About the CEC

093 /0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