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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众南京生产培训中心开幕
近日，上海大众南京生产培训中心在南京举行了揭幕

仪式。上海大众总经理张海亮以及技术执行经理吴博锐出
席了仪式并为其剪彩。今后，上海大众每年将有超过 2000
人次的员工在培训中心接受培训，内容主要涉及“冲压、车
身、油漆和总装”四大专业技能以及精益生产的培训。这是
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地区的第一个专业生产培训中心。张
海亮对培训中心的建立寄予厚望，希望培养出更多高素质
的优秀员工，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人才！

陈青松/文
最近，江苏无锡法院审判了一起所

谓的“国外投资公司驻国内代表处”诈
骗国内企业案件，在企业融资界引起了
不小的反响。

在诸多因素影响下，成长中的民营
企业一直在努力解决资金瓶颈这道难
题，无奈这道方程式里存在太多的X变
量。就在民企渴盼资金的滋养时，某些
所谓的境外投资公司看到“商机”，他们
盘踞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高档写字
楼里伺机而动，有的还在主流媒体发布
广告，打着在境内寻找投资项目、提供
巨额资金的旗号招摇撞骗。

“偷天”骗局浮出水面

面对这些名头一个比一个响亮的
“国际大财团”抛来的绣球，很多内地的
民营企业家们心动了，他们与诱人的广
告对号入座，似乎觉得自己正是对方要
寻觅的意中人。然而，这些生意场上叱
咤风云的企业家们，一旦接过“绣球”，
便掉进投资公司精心设下的“融资陷
阱”———对方往往以“资本运作国际惯
例”为由，要求企业预付评估费、手续
费、考察费和服务费等名目繁多的费
用。当企业交纳了巨额费用，对方的资
金却迟迟停留在口头和传真上。结局通
常是投资公司以“项目不合格”为由无
情地将企业打发，从此销声匿迹。

在江苏无锡法院判决的融资诈骗
案中，两名受害人称，他们分别经营塑
胶工贸和冶金机械多年，感觉制造业这
一传统产业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决定转
向新能源领域的风力发电机项目。然而
项目第一期就需近3亿元，企业实力根
本不够。

经朋友牵线搭桥，受害人和杨某负
责的“美国安融投资集团上海办事处”
联系上。初步接洽受害人很满意，“这个
办事处一看就像规范的外企，位于上海
繁华地段高档写字楼，员工也有好几个
外国人，还展示了美国安融集团的国外
银行资信证明，表示能为我们融资3亿
元。”

经过洽谈，两名受害人作为乙方与
美国安融集团签订《投资意向书》。《意
向书》中有一条不起眼的约定：做可行
性报告、考察及尽职调查报告的费用都
由乙方承担。当时两人融资心切，都没
有在意。后来杨某陪同美国安融集团的
“总部高层”来企业考察，并由其联络中
介机构制作了《可行性报告》等。为此两
名受害人先后向杨某支付了110万元的
费用。不料杨某反馈消息“报告显示，投
资计划不可行，项目被终止。”

受害人明白上当受骗，赶紧向警方
报案。经过公安机关缜密侦查，杨某一
手导演的“偷天陷阱”浮出水面。

无独有偶，内地一家房地产公司发
布招商信息后，很快就有来自北京、上
海等地的投资公司表示愿意投资。联络
后房地产公司派人走进北京CBD一座
高档写字楼的办公室———美国某某投
资集团北京代表处。在一些年轻女孩的
引导下，不时有一些人进出，据说是来
自全国各地洽谈业务的。

悬挂着中美两国国旗的会议室里，
对方向他们提供了一本装帧精美的宣
传画册。画册显示美国某某投资集团实
力超群，是一家“提供长期的商业融资，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最多的金融机
构”。根据企业规模一次性可借1000—
2000万美元不等，年利息第一年10豫，
以后每年8豫左右。

之后，对方称企业须先提供《可行
性分析报告》和《商业计划书》，这些文
件需要聘请投资公司认可的境外中介

机构撰写，费用“大约只有10多万美
元”。
地产公司相关人员随即质疑为什

么要聘请境外机构撰写？企业自己找国
内中介机构是否可行？得到的回答是：
一，中外会计准则不完全一致；二，外方
对中国境内的中介机构资质和信用不
认可，尤其是企业自己找的中介机构
……
接触中他们还了解到，这家号称有

上百亿资金的国际财团，电子邮箱地址
没有自己的系统，只是网易的免费邮
箱。百度上关于公司的信息只是零星几
个链接，而且还有两个反映这家公司诈
骗的帖子。他们于是又试着打电话联系
“公司成功案例”中的一家企业，对方立
马予以否认，“以前联系过，但被我们识
破。这种骗子公司根本没有资金，千万
不要信它。”于是这家房地产公司赶紧
找个理由推脱。此后一段时间，对方仍
紧追此事，并多次表示“我们已和中介
机构协调，费用可打折”。

骗术其实不难识破

北京市商务局贸易管理处的一位
负责人表示，“在美国，注册公司比较容
易。目前活跃在国内的不少外资投资集
团，很多是中国人注册成立的。他们通
过在华设立代表处，利用国内企业不熟
悉国外情况，又急于融资，从而实施欺
诈活动。”
业内人士指出，此类骗术并不高

明，很容易识破。不法分子之所以屡屡
得逞，主要是他们抓住企业尤其是偏远
地区的企业急于引资却又不熟悉资本
运作的弱点。许多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
家，他们大都从实体干起，平时忙于生产
经营，金融方面的知识比较匮乏，欠缺资
本运作经验，对借贷境外资本更是知之
甚少，这就让少数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此类骗术的基本特征大致有以下

几点：
1、这些所谓的投资公司一般选在

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租赁金融
区的高档写字楼办公，从外表上看和正
规的外企没什么两样。至于公司宣传资
料、网址等，也是一应俱全。

2、这些公司都是拉大旗扯虎皮，无
一不宣称自己是美国、欧洲等境外某某
财团的驻华代表处，或者干脆就自称是

某某国际投资公司，名头吓得那些从没
接触过国际资本的民营企业家战战兢
兢，商务代表也装着一副趾高气扬的模
样。

3、骗术步骤：第一步，先由商务代
表寻找行骗对象，往往凭企业一纸项目
介绍，即承诺可由境外财团融资几千万
到上亿元人民币。第二步，如果企业表
示出兴趣，投资公司便要求企业向他们
出具一份“考察邀请函”，商务代表便到
现场考察、洽谈，至于飞机、餐饮等费用
当然由企业承担。接着双方便欢欣鼓舞
地签署“协议书”。第三步，协议签署后，
对方便要求对项目进行前期评估，费用
少则十几万、几十万，多则上百万元。评
估机构肯定由投资公司精心安排，如本
文开头所述案例：安融集团上海办事处
设立的同时，被告人便注册成立两家公
司，主要经营项目就是为项目投资制作
可行性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等。受害人
分三次支付的费用，收款方正是这两家
公司。

4、结局大体有两种。一种是行骗成
功后公司以各种理由拖延。把宝全押在
“外商资金”身上的企业只好苦苦等待，
幻想早日引资成功。等明白真相后，打
落门牙和血吞。有的公司为避免企业
“纠缠”，溜之大吉，神秘消失。当交了费
用的企业找上门时，原办公地点早已改
换门庭。

实际上，现代投融资模式都是由投
资方自行委托中介机构形成投资报告。
运作规范的投资机构，为了降低投资风
险，都会按照自己的标准聘请可靠的中
介机构评估。评估费等前期费用也由投
资方自行承担。遗憾的是有的企业被眼
前的诱饵吸引，总幻想着用“小钱”来撬
动大项目，失去了起码的商业警惕。

面对“诱惑”的应对之策

据知情人士透露，像挂着境外资本
驻华代表处牌子的公司，仅在北京CBD
一带就有多家。

北京市工商局外商处的一位负责
人介绍说，“外商驻华代表处不能从事经
营活动，也不具法律地位。在登记注册
时，不像对待设立外资企业那样严格。所
以，有些顶着赫赫名字的外商驻华代表
处，其实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实力。”
专家认为，此类犯罪活动使企业发

展雪上加霜，损伤了民企借助国际资本
的积极性，社会危害极大。作为企业，诱
惑面前一定要提高警惕，要牢记天上不
会掉馅饼，不要被虚假表象所迷惑。一
条最起码的底线千万不可触碰：外商资
金未到位前，坚决不能支付各种费用。
做到这一点，犯罪分子用巨额融资精心
编织的欺诈陷阱就会失去作用。事实
上，我国对借用外资有着严格的规定和
审批程序，特别是对企业向境外融资，
更是采取审慎态度，必须由省级发改委
向国家发改委呈报审批。这种宣称可自
行向国外融资的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的。

面对外商承诺的大笔资金，企业要
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要多向有关部门咨
询，必要时不妨找资信调查公司核实投
资商的背景和实力。有些上当受骗的企
业起初也有怀疑，但因为不懂操作规
则，以为万一要求对方出具注册证书、
银行证明等，外商就会认为企业不信任
自己生气走人。外资不是慈善家，之所
以把橄榄枝伸向企业，是因为有利可
图。按照国际商业惯例，投融资合作，双
方一定会请专业律师备齐所有文件，如
有任何疑问，都可要求对方说明。一方
还可委托公正、客观的资信调查公司进
行调查。如果因为企业要求出具相关文
件外商掉头走之，企业不应该沮丧，反
而应该庆幸：基本可以判定这样的外商
是骗子。

有这样一个真实案例。一名美籍华
人成立的美国投资公司要投资上千万
美元把一家省会城市的大宾馆买下来，
条件也是要求事先评估，但宾馆所属企
业对外商的资信背景一无所知。这家企
业便请求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经济
商务处办公室，代为查询一家美国投资
公司的背景。

因为美国法律对于资信调查有严
格规定，必须由专门调查公司来做。领
事馆委托当地一家调查公司，要求他们
尽快提交正式调查报告。一周后报告出
来：这家投资公司地址注册在自己家
里，连办公地址都没有，账面上没有任
何业务和资金往来，也没有雇员，明显
存在诸多疑点。调查进一步发现，这名
美籍华人多次利用同样手法，假借投资
名义进行诈骗。

最后，企业借助资信调查公司让这
家骗子投资公司暴露于青天白日下，也
避免了大的损失。

巨额“外商融资”
的陷阱特征

ABB连续 7年支持贫困大学生
全球 500强企业 ABB近日在“ABB自动化世界”年

度活动上，连续第 7年向“ABB-新长城特困大学生助学基
金”捐助 100万元，以资助电力和自动化专业的高校贫困学
生完成学业；同时还向“重庆长江绿化专项基金”捐款以支
持重庆市长江两岸的生态造林。ABB（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裁方秦表示：“ABB一直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公司业务
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人才培养和环境保护都关系到中国
的未来发展，也是 ABB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

资生堂推进“成就梦想育才计划”
拥有 139历史的日资化妆品公司资生堂日前在京举

行了中国事业 30周年庆典。庆典上不仅展示了资生堂进
驻中国 30年来的发展轨迹及回顾展，同时也宣布了资生
堂感恩中国“成就梦想育才计划”。该计划是资生堂一直
以来倡导的“所有女性都是美丽的”理念之下孕育而生的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于 5月 18日开始进行为期近一个半
月的招募活动，招募对象是面向全国的美容美发师及模
特儿，第一名将有机会参与资生堂的广告。

泰易瑞亚援助“应聘女生”活动启动
5月 22日，由北京泰易瑞亚医疗美容机构主办发起

的全国免费援助千名“应聘女生”公益活动在北京启动。
据了解，“应聘女生”援助活动从 2011 年 5 月 22 日至
2011年 9月 30日为援助报名时间，凡是 2011年度毕业
的女大学生，均可通过活动官方网站 www.taiyiruiya.com
提出援助申请，经审查符合条件者，将通过 10期网络海
选形式最终确定下来 1000名免费援助对象，让真正有才
能的大学生可以有更多的资本去参与竞争。

诺基亚“绿箱子环保计划”结束
近日，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宣布，历时四个

月的“废弃手机变森林———绿箱子环保计划”圆满结束。
诺基亚与百名志愿者一道在金山岭长城种下 5 万棵树
苗，共同为“世界地球日”添加一抹新绿。诺基亚于 2010
年 12月启动主题为“废弃手机变森林”的手机回收行
动。从 2011年 4月开始，迪信通加入诺基亚，将回收手
机的“绿箱子”扩大至全国 10城市的 50家迪信通门店，
向中国绿化基金会共捐赠树苗 5万棵。

实战测评

【测评题目】
你最近刚刚加入一家民营制造型企业担任

采购部经理，由于抓住了好的市场机遇，公司
规模迅速做大，目前已经跻身国内同类企业前
十，老板提出下一个三年规模整体翻番的目标。
进入公司一个月，你发现了这个企业的问题，
快速发展靠的是强大的市场能力和对订单的反
应速度比很多大公司快，但是这反过来带来的
是公司很多制度流程会被种种特殊情况打破，
老板有的时候甚至会突然下命令将某个订单的
交付日提前一个星期，原因就是客户直接给老
板打电话提了要求，随之而来的是所有工作的
节奏都要被打破，采购部要重新组织原料，生
产车间要马上找到临时加班的人。有些正在推
行的项目或者改进工作也都只能往后推。这样
的局面让你觉得每天都像打仗一样，尤其你负
责的采购部门更是疲于应付，还天天被其他部
门指责拖后腿。

面对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办？

【实战答案】
一位应试者的答案是：我曾经在几家民营

企业任职，作为中层，很多东西确实没有办法
改变，只能适应。不过根据我的经验，再乱其
实也还是有规律可循，如果这种特殊情况是一
种常态的话，那我的采购计划就应该做成短周
期和长周期结合，更灵活一些，相应的供应商
的选择也要多样一些，有一些大的供应商弹性
小反应慢，就要匹配一些质量差不多反应更快
的小供应商，在这种临时情况出现的时候可以
及时应对。

【专家点评】
这是一道评估应试者变革创新能力的结构

化面试题。
很多创业期的公司都面临过上述案例中提

到的问题，从最初的小作坊，几个人，几间房，
做到上千人，大厂房，公司从老板到员工靠着
创业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闯市场，靠
着灵活抢来客户，几百万的做法和几十亿元的
做法没有太多区别，靠得就是人更多了，机器
更多了，厂房更大了，各项生产经营模式依然
沿用作坊时代的做法，是一个大作坊，却并不
是一个现代化管理的工厂，更谈不上一个现代
化管理的企业。

从实践经验看，进入创业期企业的经理人
一般有两种选择，一种就如题中的应试者，选
择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适应这种现状，把不可
能变成可能，让这个大作坊也能运转起来，最
终甚至可能找到一套作坊式的现代企业的管理
办法。还有一种就是选择参照成熟的现代化企
业的管理方法和模式改造这个作坊，引入一些
新的理念、新的工具和模式，请外脑来做咨询，
让老板见识标杆企业的做法，但是这些都要说
服老板花钱或者改变管理习惯，谈何容易，最
后常常弄得半途而废，几个回合下来，企业今
天学东明天学西，弄得不伦不类，管理成本越
来越高，弄得生产部门怨声载道，老板也不知
道到底该怎么办了。

从测评的实际结果看，老板一般会选择第
一种人来做事，但是会希望有第二种人的加入，
但是最终能留下来的常常是第一种人，而将第
二种人称为纸上谈兵的赵括或者马谡最终或弃
或贬，这背后反映了老板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
益的权衡中的负责心态，也反映了创业者逐渐
成熟阶段的选择。最终，能变成大工厂和大企
业的作坊才能成功，否则大作坊早晚有一天还
是会变回小作坊甚至被淘汰。

诺姆四达合伙人 纪超/供稿

大作坊
=工厂 =企业？

测评要素：变革创新

创业时代的管理：

畅捷通成立精英伙伴俱乐部
近日，畅捷通宣布，通过几年努力畅捷通用户数目突

破百万。畅捷通软件有限公司总裁兼 CEO曾志勇宣布畅
捷通精英伙伴俱乐部正式成立。俱乐部是以畅捷通为平
台，精选全国优秀伙伴代表，共同组建，并积极参与社会
公益事业。用友公司(集团)董事长兼 CEO、畅捷通软件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文京表示，用友成立畅捷通公司是基于
目前中国乃至亚洲市场庞大中小企业数量，这些企业迫
切需求提升公司信息化管理水平。

BMW儿童交通安全训练营开营
主题为“交通安全我当家”的 2011BMW儿童交通安全

训练营日前在京开营。从今年 5月至 11月，2011BMW儿
童交通安全训练营将陆续走进广州、沈阳、成都、上海等全
国 20个城市，迎接过万名小营员，让他们在愉快的氛围中
学习安全知识。除了继续与教育部合作，下发《BMW小学
生交通安全读本》外，今年的训练营还更加注重家庭的参
与，扩大了“家庭日”的活动范围，同时延续并扩大对弱势儿
童群体的关爱，将示范课程带进更多农民工子弟学校。

北京公交保修二厂职工书屋惠泽职工
日前，北京市公交保修二厂“职工之家”正式启用，职

工之家由职工书屋和职工健身活动室组成，建筑面积共
有 150平方米，为职工提供了良好的工余读书环境和健
身条件，这里将成为增长知识、增强体质的活动场所。

据悉，该厂承担着北京东南部地区 27个车队 72条
线路 51 种车型 1900 余部运营车辆的各级保养维修任
务。其历来重视员工素质提升工作，并将职工书屋建设作
为员工素质提升各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力资源 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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