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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这个时代需要有新视角

大历史观可以带来华丽转身

江雪读博客

全球领先的环保技术装备与环
境保护理念都是通过行业领袖带动
发展起来的。因此他们值得我们为
之喝彩。

据不久在北京刚刚采访过黄鸣
的记者朋友描述：“黄鸣走到哪里，
自己的水杯就带到哪里。出差从来
没有秘书跟随。”采访完已是黄昏，
朋友说开车送黄鸣去火车站，但黄
鸣坚持自己坐地铁，不让送。彻底
的环保人士，能节省一点资源都是
贡献，步子不怕小。这是他每时每
刻的言论。
“环保” 理念对于黄鸣这个企业

家来说“就是流淌在自己身体的血
液”。

黄鸣对“企业家的精神核心是
什么”如此回答：这个世界是上帝
暂时交给我们托管的。我是阶段性
班长。我必须交给未来一个环保、
绿色的世界。

黄鸣在博客中写道：商业化的
社会里，我看到了手机在中国的普
及，汽车在中国的爆棚，于是我有
一个微博名言：“中国的汽车业最
大功绩是让首都成为首堵，让全国
成为全堵。”

现在很多想从事节能的房地产
商都问我，你推广太阳能怎么让老
百姓接受？我不厌其烦地解说。包
括工业当中的染蒸、纺织、食品、
酿造、烟草、烘干等等，理论上都
可以用太阳能来替代它，甚至能替
代社会总能耗的30%。

而这些从哪儿做起呢？哪个企
业家愿意做？

日韩及全世界住宅的方向有两
个：一个是生态；一个是智能。为了
给太阳能热利用找终端，我们默默做
了10年太阳谷，现在终于有了曙光。

否定过去的传统是需要特别勇
气的。而未来的曙光永远是朝向未
来。

坚持10多年的梦想并要在未来
一直坚持的黄鸣，事实上就是坚持
“中国未来”。当人们都在哀叹这个
世界的环保问题成为大难题的时候 ，
每个人都能从他的坚持中感觉出特
别的意义———做对人类历史负责任
的“班长才是有担当的企业家”。

黄鸣在“年度经济人物”获奖
典礼上表示：房子必须要盖成太阳
谷这样的。别人可以不相信，但我
相信。所以我要亲自做出样子给子
孙看，给人类看 。

他以自己花白的头发和皱纹作
证，世界发展的趋势一定是更加强

调技术合作，创造出更多像太阳谷
这样健康、绿色、有未来的生活村。

黄鸣的内心有过风雨，但更有
期待和坚持。他相信，万物因缘而
动，或生或灭。解读这样的时代并
更好地生存其间，企业家需要大历
史观。黄鸣的博客空间散发的都是
“太阳谷”的环保光辉，每一个走过
他空间的读者都会领略到一股绿色
的风。是他不断地告诉大家：现实
就是历史的延续，社会所积累的一
切矛盾都会在不久的将来暴露无遗。
为了子孙的微笑，我们只有行动。

和黄鸣一样有着本质上为人类
多做点贡献的企业家很多。其中张
瑞敏作为行业领袖，一直构想着
“一毛钱能做成什么？”

“一毛钱能否为这个社会创造环
保价值”？“一毛钱是可以成就绿色
企业。”

消费者需要绿色产品，企业有
责任、企业家有责任去创造。在这
样的大局观念之下， “吉尼斯”纪
录诞生在海尔。因此，我们愿意称
为“思想的环保成就了环保的产
品”。

可以说，张瑞敏坚持的道德理
念一直平和着行业的浮躁之气。
“一毛钱”环保理念带来的新产品背
后，是海尔对低碳技术的突破与创
新，也是对大理念的放大和传播。
企业家再一次用对技术的虔诚和人

类共享的思想为绿色
和节约的概念做了自
己独特的诠释。这是
消费者的首选，也是
世界潮流所引。

或许，一个行业
领袖的价值就在其
中。

我们看到，海尔
用“一毛钱”环保理
念和行动拉近了与消
费者之间的距离，用
绿色和希望之情挑动
了消费者的心弦；用
最新技术创新积攒可
持续发展的资本让消
费者相信“真诚到永
远”。

我们看到，企业
家的星星之火是可以
相互点燃的。

上世纪 90年代
末，由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组织的国企调
研组到内蒙古调研国
企改革问题，调研组
的经济学专家们在到

伊泰集团调研后向国务院提交了调
研报告，题目是《煤炭战线的一面
旗帜》。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吴邦国
副总理均在报告上作了肯定性的批
示，伊泰集团在全围煤炭行业名声
大噪。

作为多年的行业领袖，董事长
张双旺近日发表演讲：国家领导人
肯定我们是“煤炭行业的一面旗
帜”，我们也一直当成是一种鼓励，
不敢有丝毫懈怠。作为创业型企业
家，我和新一代企业领导将在环保
领域做出新业绩，为社会和人类奉
献绿色企业才是新贡献。

2011年，已经成为国家规划建
设的13个大型煤炭基地骨干企业之
一的伊泰集团，为摆脱单纯挖煤卖
煤的现状，依托煤化工研发中心，
建成了我国首个煤炭间接液化石油
项目。
“整个封闭生产流程中看不到一

块煤炭”是张双旺的自豪，也是行
业的一个创举。

这个当年用5万元起家的乡镇干
部，一直希望把集团14座大中型煤
矿做出“彩”来———生产经营的煤
炭具有低灰、特低磷、特低硫、中
高发热量的天然“环保性”优质动
力煤。

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要求他们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继续选择“重
负”并持续向前。

本报记者 江雪/文

当你用精神打量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多人也在
用一种心情打量你。医生说“这就是我们的身体”。医生提示我
们,要常保持一个状态或者姿势,像一个卫兵或者一个大夫 ,打
量自己的精神、肉体、道德是否正常。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道德符号、精神符号。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符号是什么?

社会学者认为:世界很虚无,符号很泛滥。
经济学家说:世界总在流变,符号也会变质。
公众说:断裂时代,没有符号。
自从2004年山西黑煤窑事件暴露后 ,《断裂———20世纪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风行很长时间。其间 ,社会上的各种断
裂事件也没有断过。

2006年。上海。负责调查上海社保基金案的中纪委调查
组“包租”了地标式建筑“马勒别墅”,把这个“梦幻之城”变为
审查腐败人员的“噩梦城堡”。因为这个“城堡”曾经演绎了很
多官僚机构以及权利带来的“资本童话”。

2011年5月，个别企业领导高管因为涉及腐败案件而被审
查。影响最大的案件属中移动数据部副总马力案引发出的新
一轮“地震”———5月22日，卓望控股CEO叶兵等60名涉案人或
案件知情人被调查。这些人广泛地分布于政府、运营商、增值
业务厂商，乃至更多层面。

顺着马力这根“藤蔓”逐渐暴露的一批“毒瓜”达60多
个，被称为“空中灰网”。因此有相关人表示 :对电信行业很多
人来说，2011年的这个夏天注定要被铭记。

一位员工在博客上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
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
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
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
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窝案”使已经喊出“制度维新”的中移动社会形象受到

极大的影响。因此中移动“整肃”风暴必然要扫荡到由私交人
脉、职务便利、中间人协调以及影子公司利益分配等诸多手段
建立起的“马勒别墅”。

卓望等公司过去10年一直是中移动增值业务的支撑体系
核心，因此很多员工感叹“贪腐巨网”把公司拉向了“烂公司”。
阴霾笼上，企业如何实现制度维新?难道 ,企业从计划经济走
向市场经济,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就一定演绎人格、企业道德
悲剧?

面对“疯狂现象”不断出现，法律工作者呼吁: 加速健全制
约管理制度，制止私欲膨胀的人为所欲为 ;侵吞国有资产往往
与改革措施混在一起，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时要特别警惕 ;对在
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大量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予以严厉打
击。抓出“公害人物”严厉打击，给那些正在跃跃欲试的人们以
警告———“不要向国家伸手”。要彻底根除各种腐败，只有违
法成本高于守法成本，才能使人守法。
“马勒别墅”曾经是城市标志性建筑，是一个英国商人

1927年为自己爱女建的“安徒生童话般的城堡”。作为设计师 ,
马勒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 ,自己用10年心血打造的“安徒生童
话城堡”竟然成为中国社会的官僚机构所在地，更想像不到
的是，戏剧般的变为审查腐败分子灵魂的“地狱”。

2009年，丹麦企业家访问中国。一位78岁的企业家问过笔
者：我在丹麦建设了几个公园, 里面很多安徒生的作品人物。
我们非常尊敬这个作家。他的灵魂纯洁着我们的灵魂。你们中
国人喜欢他吗?如果喜欢，我可以考虑在天津或者上海也建个
公园？

冯仑近日说：“公司是个是非地，商场是个是非地，商人是
个是非人，挣钱是个是非事，变革的年代是是非的年代，怎么
样在这么多是非里面无是非，这就要求人有非常好的价值观。
是非取于心，很多是非是心不平产生的。要心平，就是把欲望
控制在一个自己能够驾驭的领域内。”
“马勒别墅”提示企业家：合理的欲望也许是前进的动力，

脱缰失控的欲望，只能把人带向覆灭。

2010年10月，
国务院颁布了《关
于加快培育和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决定》，环保产业被
列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之首。2011年 4
月，环境保护部发
布《关于环保系统
进一步推动环保产
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提出了推进我
国环保产业发展的
具体措施。
今年适逢“十

二五”规划的开局
之年，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规
划、节能环保产业
发展规划、环境保
护“十二五”规划等
将陆续出台，环保
产业已步入了一个
史无前例的发展新
时代。在政策的强
力推动下，我国环
保产业有望发展成
为国民经济的支柱
产业。6月7日是世
界环保日，中国企
业将再一次把眼光
落在“节能减排·绿
色发展”这一主题
上。

“马勒别墅”与
“噩梦城堡”

镜鉴

北北/文

华泰汽车首创三个“100”服务
日前，华泰汽车正式推出了 3个 100“全心服务”客

户关爱活动。包括“百天免检”、“百分百服务”、“百分百奖
励”等 3个 100“全心服务”活动，既“百天免检”：从 5月
28日到 8月 28日 100天内进厂保养或维修的车辆享受
重点项目免费检测。“百分百服务”：多种项目免费不计里
程免费服务，尊享三包外维修工时费 9折大礼。“百分百
奖励”，凡通过华泰客户服务中心平台对服务不满意进行
投诉，奖励现金 100元。

公司 合作 会展

大众点评网进军沈阳
5月 25日，国内领先的城市生活信息指南网站大众

点评网正式对外宣布启动沈阳市场。作为东北市场战略
的第一站，4月 6日起，大众点评已开始沈阳地区的团购
运营，并在运营期内上线了星美影城、阿尔卑斯比萨自
助、金汉斯烤肉自助等多单广受好评的团购产品，在短短
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大众点评网已成为沈阳地区团购市
场份额综合排名第一的平台。大众点评网推出的团购会
根据本地市场的喜好，都会在前期做好充足的调研，以确
保上线的团购产品符合消费者的需求。

新盘“润泽公馆”下半年开盘
润泽地产全新城市高端公寓力作———润泽公馆暂定

今年下半年开盘，其样板间目前已经开放。润泽公馆位于
北京北五环顾家庄桥北侧，紧邻北苑东路，距城铁十三号
线北苑站仅 800米，距地铁五号线立水桥南站不到 3公
里。润泽公馆总建筑面积 36万平方米，由 12栋 art-deco
风格的板式公寓及 1栋商业楼组成。多年来，润泽地产坚
持“诚行天下，品质为先”的经营理念，专注于建造精细化
高端物业。即将入市的润泽公馆凭借其高端品质和超高性
价比，将成为国奥核心区高端住宅的人居典范。

绿源集团举办媒体试驾会
刚刚在北京发起“城市治堵公益行动”的绿源电

动车再出惊人之举，首次为自行车推广举行媒体试驾
会。据了解，绿源集团为汽车媒体和车友们推荐和试
驾的是一款名为“汽车伴侣”的锂电自行车 （LS-
2L），该款锂电自行车为绿源推出的新一代锂电自行
车，一台“汽车伴侣”锂电自行车其实兼具电动车、
助力车和自行车三种功能，真正实现了“一车多用”、
“以自行车代替汽车”。

区域

上海大众、上汽财务开展信贷合作
今后消费者购买上海大众汽车产品，可享受到上汽

财务提供的优质的个人消费信贷服务。日前，上汽大众—
上汽财务消费信贷合作框架协议在上海正式签署，旨在
为购买上海大众品牌汽车的消费者提供一条优质、稳定
的个人消费信贷渠道，进而促进上海大众品牌汽车销售；
同时这也将为上汽财务拓展个人消费信贷业务，扩大市
场占有率提供积极的帮助。双方的合作不仅将为经销商
带来丰硕的成果，也将给上海大众的客户带来更加卓越
的服务体验，形成多方共赢的局面。

创造力与新商业文明峰会举行
2011年 5月 27—29日，由中国实友会和著名策划

公司北京实力场举办的“创造力与新商业文明”全球峰
会在北京天下第一城隆重举行。本次全球峰会，云集近
千名国内外商界翘楚、知名学者和行业精英，共论创造
力与新商业文明发展之路。本次峰会，中国实友会力邀
众多卓越商界领袖，共擎创造力火炬。专辟高端论坛关
注民生，纵论新商业文明。中国第一个网罗海量商界精
英的中国实友会网络社区 SNS 平台也在会上正式上
线，为所有中外企业家提供个性化打造的网络服务。

临涣煤矿一季度生产创新高
近日，淮北矿业临涣煤矿摆正安全和生产的关系，克

服地质构造复杂、瓦斯较大不利因素，突出抓好安全高效
生产，一季度原煤产量再创新高。针对工作面搬家频繁的
问题，该矿实施了工作面拆除、安装“双线”作业法，加快
了工作面拆除、安装速度，为工作面生产接替赢得了时
间。一季度矿井原煤生产突破了 70万吨。为解决生产接
替紧张问题，这个矿以“综掘保综采”，大力发展综掘机械
化，提高单进水平，围绕生产接替突出问题组织会战，一
季度完成进尺 4722米。

首届蔚县国际剪纸节将举办
5月26日，第二届中国剪纸艺术节暨首届蔚县国

际剪纸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蔚县县委书
记王志军宣布将于今年 7 月 6 日至 8 日在中国河北
蔚县举办第二届中国剪纸艺术节暨首届蔚县国际剪
纸艺术节。 河北蔚县剪纸 2006 年 5 月以剪纸项首
位的身份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9年 10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龙湖地产京城首个商业街开业
5 月 28 日，龙湖·星悦荟商业街正式开业，这

是龙湖地产在京打造的首个商业项目。龙湖·星悦
荟商业街位于地铁 4 号线西苑站上盖，目前已经有
星巴克、必胜客等 30 余商家落户。龙湖·星悦荟作
为龙湖三大商业品牌 (天街系、星悦系、MOCO 系)
之一，致力于打造社区型时尚生活中心，向中产家
庭及消费者提供购物、美食、娱乐、休闲等多样生
活方式。

2011企业管制与董事责任峰会
2011年 6月 10日由创业中国精英会主办的 2011

企业管制与董事责任峰会将在北京瑞吉酒店举行。作
为公司高层决策者，了解企业管制的概念需要对海外
资本市场的深度了解，同时需要与众多外部监管审查
机构建立有效及主动的沟通披露渠道。6月 10日创业
中国精英会特此携手国际知名律所、四大会计师事务
所为上市公司高管推出有关企业管制的专业讲座式论
坛，以助力众中国企业高管将企业管制行为规范提高
至国际标准，提供有战略意义和价值的决策。

天思软件与天心软件战略合作
日前，由天思软件集团与天心软件集团联合举办的

“携手与跨越”战略合作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
是国内目前在制造业 ERP领域排名都在前十的管理软件
厂商的首度握手联合，为国内高度市场化的管理软件行业
建立起和谐的企业关系和在行业内创立良性的竞争环境
起到了积极的表率和标杆作用。天思软件集团董事长夏艳
明表示：“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一方面是巨大的市场基
数，一方面又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可以说，我们所在的制造
业管理软件行业是一个市场规模极其大的行业。”

盼盼食品牵手“美国甜心”大师
近日,国内休闲食品领域的领军企业盼盼食品集团

与美国甜点教父、前白宫首席糕点大师罗兰·梅尼耶
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签约合作仪式。入主白宫 25
年，先后服务过 5 位美国总统，罗兰·梅尼耶在国
际烘焙食品领域享有盛誉。而此次罗兰·梅尼耶作
为面点技术总顾问的身份加盟国内烘焙行业的旗帜
性品牌———盼盼食品，可谓中西合璧，强强联合的
一次经典握手。

黄鸣
为了子孙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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