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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十一五”期间汽车工业赢来了
新一轮的发展浪潮，汽车工业的重
心开始转移到中国，北京汽车工业
绘出了走集团化战略，实现跨越式
发展的产业蓝图，作为北京汽车产
业链的重要环节肩负着振兴北京零
部件产业的历史重任海纳川公司应
运而生。2008年 1月 25日，由北汽
控股公司和北京工业投资公司共同
出资 10亿元，聚集了原来北京汽车
零部件产业里 12 家优势企业而组
建的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公司正式
登记注册。一个完善北京汽车产业
链零部件的平台，跃然而现，从此结
束了北京零部件产业各自为战，单
打独斗的历史。

海纳川公司的成立就如同一股
三月的暖风吹过，在当时的新闻报
道里，关于那一天被这样描述的：从
此，北京汽车零部件产业走进了从
弱到强、从分到合、从劣到优的全新
时代，而海纳川则要做这个新时代
的领航者。

事实也的确如此。正是由于应
和了北京汽车产业集团化运作的大
背景，此后的近三年时间里，海纳川
就像是一艘极具引力的航空母舰，
一个又一个零部件企业不断飞停其
上，并在编队组合后，开始集体前
行。尽管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海纳
川却成功实现了销售收入由 30 亿
元到 150亿元的大跳跃！其成长速
度令人咂舌！

海纳川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取得
如此骄人的成绩？这背后有着什么
样的故事？带着诸多疑问记者走进
了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采访了被业界誉为“学者型企业
家”的总经理刘毅男。

回顾海纳川公司的发展历史，
刘毅男告诉记者：“海纳川人深刻地
认识到：诚实守信是为商之道，是兴
企之本。我们着力从国际诚信、社会
诚信、客户诚信、员工诚信四个方面
打造了我们海纳川公司的诚信体
系。”

诚信助力国际化进程

两年前，当刚刚成立还不满一
年的海纳川第一次亮相中国国际汽
车零部件博览会时，尽管它的名字
听上去还有点陌生，但却让所有人
都吃了一惊。一些整车企业的零部
件采购经理们惊奇地发现，海纳川
这个“新人”是携旗下 12 家零部件
企业集体亮相。
随后的两年时间里，这支零部

件“集团军”不断扩容，到 2011年旗
下的企业数量已经由成立之初的 12
家增加到 31家，与国际 500强、国
际知名零部件企业合作的企业 11
家，与国内行业前三甲等知名零部
件企业合资的企业 9家，其他类型
的企业 8家，并且一口气推出了汽
车内外饰系统、汽车座椅系统、汽车
电子系统、热交换系统、汽车底盘及
其他系统五大系列产品，俨然一个
汽车零部件“航母”。

刘毅男说：“能输出技术和产品
的民族不是伟大的民族，能够输出
文化的民族，才是伟大的民族。”在
国际化交往中，海纳川公司秉承“和
达”的文化理念，努力创造共融文
化，以诚相待，共赢未来。

2008年 12月 10日，海纳川公

司与美国江森公司、上海延锋公司
签订了“北京江森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书”，调整后海纳川公司对北京江
森持股 49%,2009年 6月 5日，海纳
川公司与美国天纳克公司签署了汽
车排气系统项目合资合作协议，双
方合资在北京设立合资公司生产汽
车排气产品。2011年 5月 27日，海
纳川公司与法国英瑞杰公司签署合
资合作协议，海纳川以现金收购英
瑞杰汽车系统制造（北京）有限责任
公司 40%的产权。

特别是在 2011 年 7 月并购荷
兰英纳法汽车天窗公司的过程中，
由于海纳川的诚实守信，在激烈的
竞标中一举夺标。谈到并购时海纳
川的员工告诉记者这样一句话：“难
不难，问一问海纳川刘毅男。”

刘毅男说起并购的时候脸上出
现笑容，他说:“当时有五家要收购英
纳法，而且之前中国某企业在荷兰
收购一家公司，因爽约，而造成了不
良影响这使得被收购方对中国的公
司充满了不信任。而我们海纳川只
用了 7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股权交
割和组织整合。”

提起并购英纳法时最困难的事
情是什么的时候，刘毅男告诉记者：
“当时最难的是政府的批文，按道理
这个批文应该半年才能拿到，而我
们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拿到了这
个批文。”

以诚立业同舟共济

相信大家还记得在今年“3·15”
晚会被曝光的锦湖轮胎事件，锦湖
轮胎是全球十大轮胎企业之一，为
包括北京现代、一汽大众、上海通

用、东风标致、长城汽车、通用汽车
等众多汽车厂家提供配套轮胎，是
中国国内配套市场占有率第一的轮
胎品牌。这件事情的发生使得消费
者对汽车零部件产品质量的关注度
提高。刘毅男说：“通过锦湖轮胎事件
的发生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筛选合
作者一定要慎重，我们海纳川的核心
价值观就是和而求强、达而致远。和
的背后就是要以信来和，没有信就没
有办法和，我们要以诚信的态度去面
对我们的客户、我们的消费者，其实
做一个企业就是想创造它的品牌；而
品牌就是顾客的信任度。”

海纳川公司始终坚持“个性化
营销、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营销理
念，建立了良好的客户关系和整零
协调机制，为海纳川公司快速发展
奠定了市场基础。

海纳川公司虽然所属企业构成
比较复杂，但建立了科学的管理体
系，不但按照国际标准和客户要求
建立了质量保证体系，而且大多数
企业与客户形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在取得“质量信得过企业”、“最
佳供应商”等荣誉称号的同时，有的
企业还获得了主机厂的特殊奖励。
2010年、2011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全
国百强零部件企业。

据介绍，海纳川公司现有在职
员工近 6000名。无论是中外合资企
业还是国内合资企业，在建立企业
的同时也设立了党、团和工会组织，
建立了职工之家，并开展多种形式
的职工培训和教育活动，为职工设
计职业发展规划，给困难职工送温
暖，为职工办实事，做好事。提出了
“内聚人心、外树形象”的指导思想，
形成了员工与企业共患难、共成长

的良好氛围，为企业的发展集聚了
强劲的动力。

采访的过程中，战略运营部的
李宗奇经理给记者看了他们刚刚结
束的演讲比赛的录像，其中有一位
员工的演讲让记者印象深刻，她是
来自董事会办公室的一位姓郝的员
工，她是这样说的：“在一次与外方
谈判后已是深夜 10点半，回程的路
上，车的后座上传来了阵阵的鼾声，
刚才还在神采奕奕和外方较劲的刘
毅男总经理已经睡着了，汽车零部
件产业是一块硬骨头，就是这样的
一位领导带着一支铁杆的团队南征
北战打开了属于自己的局面，他们
是公司中最忙碌的一群人，他们的
风格决定了企业风格，那就是专业、
高效、市场影响。海纳川人也一样，
多敬业付出，少计较回报，因为我们
深深明白在不断地付出中我们已经
得到了提高，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
回报。”

采访的最后刘毅男对记者说：
“‘十二五’期间，海纳川公司致力于
以模块化集成供货为主营业务，产品
进入全球化采购体系，形成以北京为
主体、辐射全国和海外的产业基地网
络，加快上市步伐，经营规模向 300
亿元迈进。为此，海纳川公司将全力
以赴完成‘产品模块化、资源国际化、

企业规模化、基地网络化、融资多元
化’五大任务，打造研发、采购、制造、
市场和人才五大体系，实现由零件供
应商向集成供应商、由投资经营向主
业型经营、由一般型公司向公众公
司、由规模型企业向效益型企业、由
外延性增长向内涵型增长五个方面
的转变。海纳川公司不仅要为北京汽
车整体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且要
成为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排名居前
的产业先锋！”
“十二五”期间，海纳川公司致

力于企业发展模式的转变，在企业
做大的基础上，着力培育强大主营
业务模块，并立志通过国际化资本
运作、上市融资等方式，发展成为一
个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汽车零部
件企业。

海纳川无疑还有太多路要走，
但不论如何，它已经在路上……

3年的时间，企业规模由成立之初的 12家发展到如今的 31家，销售业绩增速高达 5倍，一个汽车
零部件“航母”的雏形已经赫然在立。这是一份令人羡慕且有些望尘莫及的成绩单。
面对这样的成绩，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毅男淡定地道出了两个字———诚信。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兴商’是我们企业的立业之本。”他说：“企业的经营者面临

着巨大的社会和企业的经营责任，怎样成为一个成功的经营者，这是每一个企业家不但要用语言，更要
用实际行动和经营成果给予回答的问题，我始终认为成功和发财并不能画等号，但这一切都必须建立
在诚信的基础上。”

———记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毅男

以信载道 海纳百川

刘毅男

本报记者 孙颖

“我实在想不通，自己合法承包
来的3000亩林地不但无故被人霸占
走，一家老少也跟着受连累……”

宁夏中卫市居民张丽萍向记者
反映，自己三年前承包的5000亩林
地，有3000亩遭到宁夏金阳新能源有
限公司（与银阳公司同一企业主体，以
下简称金阳公司）的侵占，自己种植的
大量林木也遭到毁灭性破坏。

接到举报后，记者一行人奔赴
宁夏中卫市进行调查采访，掌握了
大量材料，还原了毁林占地事件经
过。

大片绿地遭破坏
数年心血毁于一旦

顺着宁夏中卫市居民王军的手
望去，记者看到了不远处矗立的金
阳公司新厂房，大片的“太阳能发电
芯片”及纵横交错的柏油路面。王军
的弟妻张丽萍说，她的林地遭霸占
后，不但自己经济损失惨重，也使得
这一带的自然环境比起承包前更加
恶劣。

王军介绍说，2007年3月，当地政
府因申报绿化基地项目资金始终未
能落实，决定将部分林地承包出去。
在缴纳30万元承包费后，市政府为其
颁发了卫林证字（2007）第04048号林
权证，获得了5000亩林地的50年使用
权，所有人是其弟妻张丽萍。

记者发现，在被金阳公司占去
的3000亩林地带内，草木植被几乎
荡然无存；在所剩的2000亩林地中，
有大片工业垃圾横在其中。空气中
弥漫着呛鼻难闻的怪异味道，令人
阵阵作呕。
“早上废气都附在地面，比现在

更加刺鼻。”王军向记者解释道，“宁
夏回族自治区林业部门曾说过，这
片林地如果不被毁，绿色产业的前
景不可限量。”
近几年来，王军一家共扎固沙

草方格1300多亩，累计植树120多

亩，他们还在沙丘的低洼坑内及丘
间地造林种草近1000亩，使得林地
各区域内有面积不等的草本植物覆
盖。王军指着未被毁坏的林地介绍
说，他们所种植的主要是“抗风寒、
耐干旱”的刺槐和臭椿等植物。
为了更好地护理植物，他们还

铺设了2.5公里长8米宽的干路、7.6公
里长6米宽的生产路，打深水井4口，
架设高压线2.5公里，安装变压器2
座，铺设地下水管道达22200米。在
被毁坏前，已经形成东向西南北道
路纵横网和地下输水网。粗略估计，
他们先后共投入了500多万元。
企业被指未经许可
搞建设伪造证书贷巨款

“没经过同意，就在我承包的地
上建设工厂。”据张丽萍回忆说，
2009年6月，自己曾接到中卫市招商
局的通知，称其部分林地（3070亩）
将被占用。随后，中卫市农牧林业局

受政府委派向他告知，其承包的林
地将被收回、注销，但可对林地内地
面附着物作出补偿。张丽萍说：“自
己和家人辛苦种植的植被将毁于一
旦，我很难过，所以当时就毫不犹豫
地拒绝了他们。”

然而，2010年3月初，该片林地
开进了大量的机械，进行毁林推地。
他们闻讯后赶来，却遭到自称是江
苏无锡金阳公司工作人员的阻拦，
“这里的市委领导把地划给了我们，
你们谁敢阻拦，我就给书记打电话，
叫你吃不了兜着走”。随后，张丽萍
一家遭到施工人员的驱赶。

此后，金阳公司投入了大量机
械设备，将张丽萍承包的3000多亩
林地进行毁林推地，并修建了大量
的厂房。截至目前，已造成林地内8
万余株树木、不计其数的植被和大
面积棘草方格被毁坏，20米宽的护
路林被推毁1000多米，水利设施大
量损坏，所造成的生态和经济损失
无法估量。

“我们很难相信也不愿接受，这
跟抢劫有什么两样？”说着，张丽萍
蹲在地上抹开了眼泪。

记者通过随行的一位知情人了
解到，2011年4月，金阳公司用伪造的
土地证作为抵押，从宁夏回族自治区
建设银行贷款1亿元。据该知情者透
露，金阳公司计划依靠更多国拨土
地，继续“抵押贷款”至少4亿元。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这是一个

明显的违法圈地、套取国家资金补
贴的事件”，知情人向记者表述，“按
道理，该违法项目不可能贷到款，因
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合法抵押物。
但其却能够从一个大型上市银行取
得巨额贷款，在让众多中小企业羡
煞的同时，其中故事耐人寻味。”该
知情人随后表示。

泡沫经济谁之过
画饼容易充饥难

据金阳公司内部职工反映，金

阳公司以及其同一主体的银阳公司
至今未正常运转。在大片被毁林地
的现场，记者放眼望去，成片的光伏
设备“安静”地立在这片曾经充满绿
色的沙化土地上。只有工厂烟囱冒
出的白烟以及少数几个保安人员，
在努力证明着这个工厂确实在“正
常运转”。
“这纯粹是为了圈地”，王军指

着间距夸张的大片太阳能电池板说
道，“我咨询过专家，中卫市的纬度
为北纬37毅，根据专家计算，间距达
到电池板高度的1.3倍，就能满足效
率最大化。”记者发现，金阳公司的
太阳能电池板间距超过高度的2倍。
“因为土地是抢占的，不用花钱，而
且圈地越多越能骗国家的钱。”王军
一针见血地指出。

据王军介绍，他们曾多次为这
件以开发新能源为名，实则进行违
法占地骗取国家资金补贴的事件上
访，耗费了大量财力物力，但至今收
效甚微，一家人已经筋疲力尽。就在
今年，张丽萍还以《关于宁夏金阳公
司特大毁林侵占林地紧急报告》为
题，向中央、宁夏回族自治区领导机
关和新闻媒体控告。

迫于各方的压力，中卫市方面
开始利用公权力“突击”帮助违法毁
林占地企业办理相关手续。比如卫
纪建字［2011］8号文件《市纪委纪律
检查建议书》中，就赫然写着“由你
局报请政府同意收缴张丽萍的林权
证，并宣布作废”。

圈地祸民何时了
相关专家开良药

针对采访过程中遇到的情况，
《中国企业报》记者联系了北京理工
大学胡星斗教授和相关专家。

对于“宁夏张丽萍被违法占地”
的事件，胡星斗给出了自己的看
法。“这不是个别现象”，目前，以发
展新兴产业之名，进行违法圈地、
损害地方百姓的事件时有发生。
“这个事件具有代表性。”胡星

斗表示，被占有的土地面积比较
大，同时，由于张丽萍一家为了改
善当地环境，付出了大量心血，却
惨遭破坏，于情于理，这件事情都
要及时公正的解决。2012年，国家将
加大力度解决泡沫经济问题。解决
张丽萍事件，是对宁夏回族自治区
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因为根据常
识判断，这已经不是一起单纯的企
业行为。

对于光伏企业等新兴产业，胡
星斗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发展新能
源和新兴产业是国家的大政方针，
国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其中并进行
政策性的扶持。这体现了中央政府
的远见卓识，但是，容易被有些地方
政府和不法企业钻了空子，为了政
绩和一时的利益，某些地方政府和
不法企业不惜牺牲当地百姓、环境
和国家的利益，一起构筑面子工程，
制造出泡沫经济、虚拟经济。这与中
央鼓励实体经济的精神是相违背
的，扰乱了市场经济环境。”
“要解决这一问题，要从土地监

管入手，同时加大对企业的实时评
估，使真正需要土地的企业得偿所
愿，违法的空头企业无空子可钻。”
胡星斗认为。

对于企业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
中的角色，一位不愿具名的县域经
济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招商引资的大方向
是正确的，这有利于资源优化配
置，先富带动后富，但是，也容易被
不法分子利用。”
上述专家表示，“我们现在都在

讲做大蛋糕、做好蛋糕，提高蛋糕
的品质，其实，应该提高的是企业
家的品质，唤醒企业家的良知。就
张丽萍事件来说，违法占地、弄虚
作假骗取巨额贷款如果属实，不仅
严重损害当地政府的公信力，也会
造成银行的巨额贷款收不回去，受
损的将是国家和人民。一个没有道
德底线、麻木良知的企业家，祸国
殃民尚未可知，更别提企业家的责
任了。”

2007年8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居民张丽萍依法取得了5000亩林地的绿化种植合同，位于该市吊坡梁一带，承包
期限为50年。在核发《林权证》之后，张丽萍一家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进行种树治沙。张丽萍称，宁夏金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发展新能源为名，在没有与张丽萍协商的情况下，将其中3000多亩进行毁林占地修路建厂。同时，该企业以建设项目和
林地作为抵押，向中卫市建设银行贷款1亿元。

本报记者 任腾飞 通讯员 李坤

宁夏中卫光伏企业被指毁林抢地 3000亩

淤被当地居民称为“史上最牛”的项目简介。于以开发新能源为由，工业机器正无情吞噬着当地本就
脆弱的生态环境。盂大片的太阳能电池板，确实起到了“防风固沙”的作用。 本报记者 任腾飞/摄

淤

于

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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