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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何以青睐中国互联网企业

江雪读博客

微创新，颠覆能够颠覆的

有一句话在企业家们近期的博客
里传播着：“与其在别处观望，不如在这
里并肩”。

其实，这已经回答了无奈的中国股
民。虽然，整整一个行业的总市值活活
地丢了。

当“极端现象”出现时，很多人自然
要问：中国这些优秀企业在不到一年时
间陆续到美国上市，是说明中国股市有
问题，还是美国股市有问题？是中国企
业真的强大了、成熟了、成长了？还是美
国人被忽悠了？
“中国故事”有那么好听吗？
其实，没什么对与错。商场上演绎

的故事主题历来都是成功与失败。哪个
企业家都不想失去应该属于自己的机
会。尤其是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上市就是一个最好的商业机会。

网易老板丁磊接受采访时表示：企
业家的成功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点滴
的创新成功是可以带来更大的进步的,
这也是一个不断实践并不怕摔倒的过
程。在美国上市的这些公司都不是大公
司，但是，美国人看重的都是微创新带
来的新盈利模式。

于是，当奇虎360的名字也与“美国
故事”挂钩之后，中国的消费者似乎明
白了：周鸿祎的确是一个可以做大事
业的企业家。

体味了上市成功的周鸿祎在博客
上写道：答谢晚会上问我最多的问题
就是,360奇在哪儿？360凭啥优势到美
国上市？其实，在路演过程中我就说过
了，我没有故事，我只有事实。我把自
己过去做了什么以及未来怎样将几亿
用户的体验做到极致，从而带来巨大
的现金流讲得很充分。华尔街的人听
明白了，于是就来抢我们的股票，实在
没办法，有的基金最后只能分到1000
股。后来有人说他听懂了我的微创新
故事。

愿意把这番话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的人并不多。

但是，一个有心人在参加完答谢
酒会后给了周鸿祎简短地评价：模仿
和创新一直是孪生姐妹。人类的发展
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模仿和不断创新交
叉的过程。在模仿的基础上创新，在创
新乏力的时候模仿。微创新是新兴企
业家必须走的路程。谢谢你的贡献。

十年来，行业的很多专家一直纠
结于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没有自己的模
式，包括中国互联网协会的副秘书长。
当谈到多次参加国际会议的尴尬事件
时，他的回答是“最怕美国人问‘你们
中国有什么创新’？奇虎360的上市给
我带来了信心，今年再去美国，我就不
怕人家问我了”。

奇虎360不仅成功上市，而且当天
股价开始翻番。这让李开复等企业家
也松了一口气。在多日来的企业家博
客上，记者看到，大家更多的交流是：
奇虎的微创新在于，它不是中国的Ya原
hoo，也不是中国的Google，更不是中国
的youtube，它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中国
模式。用周鸿祎的话说就是“250+
110”，翻译过来就是用250的“傻”加上
“110”安全卫士的及时便捷，来满足用
户的体验需求。

用户的体验和需求已经成了很多
聪明企业家脑海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词
汇。他们学习乔布斯、学习韦尔奇，都

把用户的体验和需求放在首位。这也是
美国人喜欢的企业家行为之一，他们相
信，只有会研究客户体验和需求的企业
家才有可能一步一步地接近颠覆一个
行业和一个产业。

资本高手不仅是听懂了故事，而是
还可以判断出你是否可以令他“刮目相
看”。

百度李彦宏表示：不愿意舍弃的阵
地，就必须以一点一点的创新精神去争
取，互联网企业要发展，很多空间地带
等待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去做。有他们
的身影在奔波，我们这些第一波、第二
波的企业和企业家都永远处于危机状
态。微创新，也有利于竞争出伟大的企
业。

微创新，做中国的亚马逊

“美国故事”到底是中国互联网企
业的独特风景，还是将来的“地狱”，目
前谁都说不清楚。

从部分企业的“满堂彩”看，似乎是
要摸到了“天堂”大门。

但是，从被警告的几个企业看，又
似乎看到了“地狱”的影子。因此，作为
“第一波”赶潮人，张朝阳语重心长地写
道：到美国上市是中国互联网企业集体
的悲哀。跟着华尔街的指挥棒东奔西
跑，结果把网民忘记了。还有的把自己
丢失了。

事实上，跟张朝阳想法一致的企
业家有很多。他们并不是说“吃不到葡
萄说葡萄酸”，也不怕得罪“第五波”赶
潮人，他们是拿自己的经验来告示世
界：“双刃剑”就是“双刃剑”。

作为先上市的企业家，张朝阳的
意思是，上市的实质是出让公司股权
获得投资人的资本，这直接导致原有
股东对公司持股比例下降。很多时候，
上市公司不得不迎合股东的意愿改变
公司的发展策略甚至是发展方向。他
就曾经公开抱怨过“为了向股东交差
去做什么短信业务，忘记了网民的真
正需求”。

这些观点也引起相关企业家思
考。当当网创始人俞渝写道：正是因为
有很多需求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才敢
于做微创新。微创新对于我们，不仅仅
是商业盈利的模式，更深刻的意义还在
于上市过程中，我们坚决不在财务数据
上搞“中国忽悠模式”。既然做中国的亚
马逊，就必须走国际化路线。2002年以
后，当当网就是靠着一点一点的微创新，
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判断力和道德信
誉。这给我们带来了4070万美元的融资。

经常在行业论坛上唇枪舌剑的各
位企业家们，私下里都偷偷研究别人的
微创新。当很多人嘲笑俞渝所说的财务
数据不“忽悠”够不上“微创新”时，美国
股市传来了“诉讼中国麦考林”的消息。
这绝不是调侃。

事实上，互联网企业上市，不完全
是解决投资一个问题。大多数企业通过
上市，除了融资，还要引进国际化机制、
管理、人才及其它资源。同时，投资者形
成天使投资、二轮融资、三轮融资的投
资梯次，在上市以后有资本关心、矫正
企业的偏离行为、提供企业化解风险
的资源。这一切都起到了降低风险的
作用。

当当网等企业在上市过程中遇到
的各种问题后来已经公开化了。积极
地说，使更多准备未来去美国上市的
中国互联网企业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
广告。

博客上，当当网首席执行官李国

庆警告大家：把“财务数据做假”当成
“中国模式”忽悠美国人，面临的就是
诉讼。如果失败，将是巨额赔款，甚至
因此停牌。

十年历史过程中我们看到，中国
互联网企业不但要推动自己往前走，
还要推动中国发展机制和社会意识往
前走。没有创新精神是做不到的。

记得2000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
一位互联网前辈说：“我的创新就是在
消费者已经熟悉的想法上去引导他
们，往往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未
来，我不会绝望和伤悲。”这个人就是
马云。

特别赞同这个观点的史玉柱，在
颠覆旧观念之后，带领着巨人冲上纳
斯达克，与马云、马化腾、陈天桥共同
谱写了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发展神话。

专家表示，不赞成纠结“中国企业
为什么非要去美国，而不在中国”这类
问题，而是提示企业家拿什么去上市?
可以走多远？他们认同这个事实：与其
在别处张望，还不如在这里并肩。

微创新，“小巨头”也成功

美国人喜欢巴菲特讲故事，也喜
欢世界各地的财富者讲故事。但是，故
事背后的故事才是真正打动他们掏钱
包的动力。

中国的企业家都是奉上“盈利模
式”才有资格走上华尔街的。正如分析
师所言：“撇开投资泡沫，看看几成货
色”。

在美国上市成功的企业都必须在
国际资本眼里是“经过市场检阅的小
巨头”。中国互联网行业是“小巨头”意
识最强烈的行业，人人网、迅雷、优酷
都是这个队伍中的佼佼者。

虽然说，互联网业内无论是商业
模式还是估值，基本是“唯美国是瞻”，
但是经过这两年的大潮冲击，中国互
联网已经出现引领潮流之势，走在了
老师前面。

互联网资深人士谢文认为：很多
“小巨头”在中国无法实现上市愿望，
美国给了机会，也让“小巨头”抬起头
来看世界，早日成长为“巨无霸”。

但是，难题也摆在中国企业面前，
从0到1，如何破题？

被视为潜力企业的优酷老板古永
锵写道：我们都是互联网行业的老兵
了，但是还有人说我们是蚂蚁雄兵。事
实是, 我一直要求自己做行业的小巨
头，这是创新者的姿态。

2010年11月10日，诺亚财富（中
国）上市。作为公司投资人、合伙人沈
南鹏当日在博客中表示：“看到投资的
企业走了那么艰辛的道路终于成功，
知道自己选择一个小而美的公司是对
的。

正是这个小而美的公司让美国人
知道了“中国金融界的携程”。

目前看，已经上市和准备上市的
互联网企业都没有逃脱忐忑状态。上
市不足月的奇虎360老板周鸿祎被说
成是“悟空”；6年前上市的百度老板李
彦宏一句“闹中取静”的劝告被人说成
“羡慕嫉妒恨”；张朝阳的“疯了”更让人
难解其中味。

长江后浪推前浪是客观事实,在互
联网行业或许更为严峻。
“小巨头”企业是对国家有创新贡

献的，他们的努力和实践本身就给我
们展示了一个画卷：中国强大的未来
不能没有他们。“互联网往事”一定有
续集。

微创新使“往事”得以续集
互联网老战士不能

忘记,2000年开始从美国
刮起的“泡沫”旋风，使得
中国整个互联网行业风
雨飘摇 ; 十年之后的2010年，意想不到的一
股旋风再次由中国刮向
美国。据统计，距今为止，
在纳斯达克、纽交所与
香港联交所上市的中国
互联网企业已达63家。今
年以来，掀起的“第五波”
热浪彻底点燃了华尔街
激情。这股狂潮也给无
数中国股民和专家们带
来了极大的困惑。此时，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家自
己的解释是非常有意思
的：如果没有“魅力”感染
美国人，他们真的就是爱
听故事吗？

本报记者 江雪/文

新佳乐 1.6L完成跨界性战略布局
近日，新佳乐 1.6L全国路演活动正如火如荼。作为

进口起亚旗下一款充满时尚的 CUV车型，凭借此次活动
在家庭 MPV市场完成了一次跨界性战略布局。消费者
们通过零距离接触新佳乐 1.6L，真正领略到了一场家庭
MPV领域的跨界时尚秀。新佳乐 1.6L通过此次路演，以
时尚造型生动演绎了起亚品牌在 2011 年的升级战略，
在此品牌新基点上提升了新佳乐市场地位，加快了其全
年销售进程。

中国玩具战略转型初见成效
中国玩具企业的自主品牌经过几年的发展与创新，

产品科技含量、产品款式、产品的环保性等，都可以和世
界知名品牌媲美。中国玩具企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
造”已经初见成效。自主品牌的玩具产品正成为中国玩具
市场的主流。第 13届北京国际玩具及幼教用品展览会于
5月 13日—15日在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展览大厅举
行，由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南北展览有
限公司联合举办。

清华阳光集热管自动化生产线落成
近日，清华阳光在北京举行了“全球首条集热

管自动化生产线落成暨创新成果发布典礼”，探讨
中国太阳能光热产业生产技术升级之路。清华阳
光首次冲破手工作坊、半自动化生产技术的藩篱，
将现代工业的精髓———自动化率先引入到太阳能
光热产业。80 %的自动化生产率，在保证产品质量
一致性的基础上使得集热管年产能达到 1000 万
支。

“衣恋圣秀慈善基金”启动
5月 12日，韩国衣恋集团联合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正

式举行成立“衣恋圣秀慈善基金”启动仪式。该项基金旨在
资助中国弱势群体，向社会传递“衣恋”的关爱之心；宣传衣
恋品牌形象并通过参与慈善公益活动传播给广大社会消费
者。根据此项基金计划，在未来五年中，韩国衣恋集团将为
5000名考入高中的贫困学生提供求学方面的经济帮助。据
悉，“衣恋圣秀慈善基金”救助贫困高中生的总额度为 3765
万元，从 2011年起分 3年实施，每年 1255万元。

正荣·大湖之都获样板示范工地
5月 9日，在正荣·大湖之都召开的南昌市建筑施工

安全质量标准化工地现场观摩会暨建筑安全活动日大会
上，正荣·大湖之都天境项目作为南昌市安全文明标准化
施工样板示范工地，受到了来自南昌市建设、施工、监理
单位代表的观摩学习，这是正荣集团今年以来又一次以
高品质获得该类荣誉。今年 1月初，正荣位于福州市中心
的高端精品项目———正荣·润城，也被福建省评为“安全
文明标准化施工”示范工地。

妇联发起走进六省一市活动
由全国妇女联合会发起，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

妇女活动中心联合全国 7家权威爱心医疗机构共同成立
的“中国送子鸟助孕基金”，于 5月 16日正式在京启动。该
基金计划五年注资 1000万元，主要用于我国贫困不孕不
育人群的疾病治疗、心理疏导以及号召全社会关注不孕不
育人群的心理健康，反对不孕歧视，减轻对不孕不育人群
的伤害。预计在 2012年该项基金将辐射到我国内陆 20
余个省市，直接受益的不孕不育患者将达到 9万人。

新款华泰圣达菲低价上市
近日，由华泰汽车推出的新圣达菲，更以 9.98万元

的售价亮出了自己首探韩系 SUV 9万元区间的性价比
优势，成为众多都市型 SUV用户的首选。新圣达菲很好
地保留了韩系 SUV车型一贯的风格和特点，转向来得很
直接，且非常灵活，方向盘的指向可以被很快地执行，悬
挂的支撑力和回弹力处理得很好，即便是快速绕 8 字
弯，车身也能最快地调整过来，保持着正确的重心，推头
的情况几乎没有出现。

屈臣氏联手土豆网打造梦想平台
近日，以“绚出美丽 由你演绎”为主题的屈臣氏第三

届“优”大奖活动正式落下帷幕。大赛突破以往选秀比赛
的一般套路，掷重金与土豆网全程携手合作，为敢于秀
出美丽的时尚男女创造个性演绎的宽广平台，鼓励更多
年轻人积极秀出美丽、赢得自信。据悉，作为最受欢迎的
个人护理用品商店，屈臣氏始终致力于为时尚男女提供
更加贴心的关爱，做到与消费者沟通交流，为敢于挑战，
勇于展现的时尚男女提供圆梦之路。

几年前，杨钢博士推出了他的寓言体企业经营哲理著
作———《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一个改变所有组织和个人的
有效工作哲学和方法》，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最近，作者对该书
进行了修订再版，给人的感觉几乎是一部重新创作的书了，读来
仍然使人深受启发。

人类许多伟大的思想往往是用寓言的形式来表达的。寓言
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由于其短小、活泼而又具有生动、形象甚
至象征的特点，在表述真理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方便和优势。我
们所熟知的许多真理，都是通过寓言这种形式获得的。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我现在向大家推荐的这本寓言是有关古希腊大哲学
家柏拉图的洞穴寓言。

在这篇寓言中,柏拉图这样描写道:“想象一群居住在洞穴里
的人，他们所在之处和洞穴的出口之间，是一条长长的甬道，甬
道的尽头豁然明亮宽畅。再进一步想象一下，假如有下面这些事
情发生的话，他们要如何从束缚和谬误中解脱出来:有一个囚犯
的脚镣解开了，他突然之间被迫要站起来、转过身，并且直视营
火发出的光芒……有一股力量曳着他爬上崎岖陡峭的洞穴甬
道，这股力量疾速牵引着他，直到他被拖进太阳底下为止。”

人们公认，柏拉图这个寓言，是西方或许也是人类关于领袖
概念的最古老、最明确的表述，柏拉图的重点在领袖，而杨钢这
本寓言虽然在背景和结构上与柏拉图的这个寓言有着许多相似
之处，也是发生在黑暗的洞穴中，也是通过某种方法，并在某种
真理的启示下走出了洞穴，找到了光明，但明显，杨钢的重点不
在领袖，而在真理本身。此外，柏拉图的主题还在于走出黑暗，而
杨钢不仅是要走出黑暗，而且还要以正确的方法走出黑暗，即第
一次就把事情做对。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更多的是解决了做正确
的事，但是“并没有解决工具和方法的问题”。而杨钢的寓言重点
则在于这个工具和方法。这正如杨钢在寓言中所说的，“做正确
的事”是战略，“正确地做事”是执行，“第一次则是效率”，而“预防
是正确行动的系统，在错误出现之前就消除错误的成因，错误发
生前的预防比错误发生后的检查和改正要高效得多”。

毕竟，对于人类来说,失败了可以再来，但是，对于一个具体
的组织，一个具体的个人，往往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再来，即
使可以再来，那也往往付出的代价太大，有时，甚至是这些组织
和个人无法承受的。最坏的情况甚至是死亡。因此，第一次就把
事情做对就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非常严肃的、关乎命运的大是
大非问题了。

按照杨钢寓言中的概括，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有以下好处:
1.付出的代价最小，节省人力、物力、财力。2.需要的时间最少。3.取
得的效果最好，效率最高。可以得到做事情之外的回报，如满足
感、从容不迫、信任、口碑等。

那么，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既然如此之好，为什么人们还
是经常做不到并认为不可能做到呢？杨钢这本寓言对此的解答
是：“只要我们对不应该发生的错误事件，制定了一个可接受的
水平，它就永远存在，可是，当它不被接受时，就会自然消失，所以
说无论是工作质量问题还是产品质量问题，都是我们心想事成
的结果，因为如果你心里允许某事出错，它就定会出错。”这的确
精辟极了，因为墨菲法则也是这么说的，“凡事如果你让它错，它
一定会错。如果容忍错误发生，就会真的导致错误发生。而且，还
会得出错误真是难以避免的结论。”

而正确的工作标准是什么呢？这本寓言中提出，那就是质量
大师克劳士比提出的“零却陷”，不过，这里的“零缺陷”并非像有
些人望文生义地理解的那样,要求人们在人生的所有场合，所有
事情上都绝对没有错误，第一次就把事情全部做对，而是表现为
人们工作和生活的一种决心和态度，它要求人们根据技术标准
和既定原则设定具体目标，然后不打折扣地执行，因此，这不仅
是执行标准和工作准则，更是人生态度。

为了说明这些道理，这本寓言中还讲了许多故事，这些故事
有劳士比在发现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这一伟大真理时发生的现
代工业的故事，也有人类历史上一些惊心动魄的战争故事。如克
劳士比在担任马丁公司质量主管时解决美国海军用的导弹生产
的质量问题的故事，俄国将军苏沃洛夫是怎样不自觉地运用这
一原理取得攻克土耳其严密防守的伊兹梅尔要塞的故事；另外,
反面的例子也不少，如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关键安史之乱
的故事，IBM痛失个人电脑市场的故事等，可谓从一个全新的视
角重新解读了历史。

（作者单位：线装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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