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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九霖

读博客

中航油案后
再谈资本运作

困顿并不意味着已经走向末路

清醒后坚定回归实业
本报记者 江雪

专业时代需要专业能手
周成建说，
不要对温州“妖魔化”
。
现在慢慢进入专业时代，专业操守和
能力非常重要。
“动态竞争”理论创始人、台湾经
济学家、
管理学者陈则明 20 年时间里
不断拓展理论深度，他坚持对企业家
讲：
“惟精惟一，
允执厥中”
。企业家一
定明白自己企业的驱动力在哪里，是
什么。
美特斯邦威董事长周成建是把中
国做服装做得气势恢宏、风生水起的
“黑马”企业家，后来者绝对居上的另
类。
2012 年 2 月 6 日，在参加亚布力
企业家年会论坛时，他做的精彩发言
很快被微博直播：企业家的精神就是
让穷人变富，
让富人变成有责任的人。
温州人过去对想做的事情是做极致
了。温州从目前来看，
从静态来看，不
会有太大的问题，但关键是一个持续
发展和为未来如何继续创造的问题。
这是温州人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慢
慢进入专业时代，专业操守和能力非
常重要。
他提出的几点建议让学者们认同
是
“动态”的。他承认自己对温州很有
情感。“今天的成功和成绩，
是来自于
温州的环境支持和培育。看温州暴露
的一系列问题，我希望分析背后的原
因是：老板多，经营人少；
创业者多，
管
理者少。
很多在温州成功以后走到世界各
地继续创业的企业家都认为：一个伟
大的企业，需要一帮人跟着你、围着
你、
支持着你才可以伟大起来。温州很
自豪自己的城市创造老板这一事实。
但温州人很少反思，
“这个城市为什么
不出更伟大的企业家、职业感强烈的
管理者和职业经理人？”
全民创业的社会已经成为历史，
如今的中国和世界经济舞台不需要跑
跑企业家，
而是需要镇定、坚强、勇敢、
伟大、
担当的商业领袖。
周成建得到大多企业家掌声的观
点是：
“今天，只有世界第一的才会长
期成为温州第一、长期成为上海第
一、长期成为中国第一。如果说没有
这个衡量标准的话，是难以持续成为
第一的。企业家必须有修养、有见
识。”
正因为温州历史上人多，资源
少，才有闯天下的精神。
机会主义导向的企业家缺乏价
值导向。价值导向的企业家更聪明、
更开放、更进步。
企业家只有激情地分析也是无
力的。和周成建一样创新不断的企业
家在专业的时代都做出了专业升级
的事业。
评论者在评论温州部分创新成
功的企业家时有这样的观点：
和许多温州朋友搞了座谈后，王
均豪呼吁媒体人不要再对温州问题
继续“妖魔化”。温州本来就有历史上
最大的民间借贷城市特点，就是因为
“严重的妖魔化”出现了更大的金融
“信用危机”
。温州商人突围原来的商
业模式，需要大的环境支撑。

温州制造挣扎
在生死线上，
“ 老旧
模式”无疑是根源。
温州 模式需 要集 体
突围，已经是企业家
的共识。

周成建
不要对温州
“妖魔化”

海宁
我的创新，
我的突围

南存辉
倔强的坚持

和这两个名声大振的 企业家不
一样性格的企业家，事实上早已经开
始突围自己的局限了。他们低调，但
是踏实前进。

新冒险，
打通
“命脉”
海宁说，
生意就是生意。一种信任
感和安全感扩散出来价值，来自于企

业家商业思维的纯粹。

值，来自于企业家商业思维的纯粹。

专家一致认为，温州大量企业属
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增长方式落
后，处于产业链最低端。与专家一样
有见识的捷成集团老总海宁从 2001
年就开始关注温州经济总量的增长
速度问题。“原来才是位于浙江省最
后的方阵？”这个结果让他很失望和
震惊。
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几乎没有什
么改变。从实业逃离被用于担保、
放贷
的资本，
很多从眼镜、
皮革、
服装、
打火
机等传统支柱产业撤退的”
。
海宁听到了一句话：实业生存举
步维艰，
已经成为温州模式的“阿喀琉
斯之踵”
。他受了刺激之后，
绝地反击。
朴素的海宁明白一个道理：
“温州
人主观上并不会惧怕挑战，挑战必定
孕育着新机遇。一样的温州企业，
却出
现了不一样的温州老板。不一样的是
思维方式，就走出了不一样的新路
子。”
眼睛和智慧都切入到了奢侈品市
场的海宁属于时髦的创业者。在商言
商。温州商人不要老是打火机、
皮带、
小商品。海宁开始转向去经营中国消
费者的
“炫耀感”
。
温州人早有个习惯，
为了炫富，
希
望把所买奢侈品的牌子展现出来，让
其他人看到。喜欢读书的老板海宁知
道，
奢侈品市场成熟的欧洲，
消费者则
比较低调。买保时捷时，
会去掉车上牌
子。于是，
他开始做中国市场保时捷代
理商。
为了配合这个事业的真实感，海
宁作为一个新商人摆脱了老的效益模
式和消费模式，
自己先购入私家游艇，
看做是自己集团“奢侈品代表”
。很多
企业家知道，海宁对公司的大部分决
策都是在玩游艇之后做出的。
官方博客摘写的海宁语录是：我
们要做到的是，
信息必须充分清晰，让
客户知道我们所卖的产品不仅仅是单
一产品，
而是丰富的产品组合。我们希
望客户购买此产品，并不单单是因为
某一个品牌，而是因为我们代理这些
品牌的过程是伴随着中国汽车工业不
断发展的过程。这就是我的创新，
我的
突围。
捷成集团与来自欧洲的生产汽车
专属零部件特别供应商在中国合资建
厂以后，再次感觉到世界上很多大型
汽车零部件生产厂商不断进入中国市
场。但是有所成功，
困惑是“其短板在
于资金和对中国市场的了解”
。
前几年，温州好多老板不再做实
业了。民间金融事业似乎更加符合
“美
国华尔街气质”
。
品牌意识超级强烈的海宁不但坚
持连锁代理销售奢侈品车，帮助世界
名车商进入中国市场，还未雨绸缪、主
动摆脱代理制模式“削藩”命运的缺
陷，做自己的品牌——
—成为代理商中
的品牌商。于是，中国的富有之人都认
识了丽娃和菲尔兰游艇、蕾蒙、诗格恩
钟表以及香港名列第一的进口啤酒蓝
妹啤酒等。
海宁采用低调而柔软方式进行交
叉销售，带来商业新空间的思想，也影
响了其他的创业者无突围模式和思
维。
同样是商人，他的理念新鲜而冒
险：一种信任感和安全感扩散出来价

眼睛和心灵一致经商
黄发静说，
不甘心这块牌子，
在我
们这一代人手里消失，所以我一定要
想方设法搞下去。
18 世纪时，美国人在加利福尼亚
的某地发现了金矿，举国沸腾：海员把
船只抛弃在了圣弗朗西斯科湾，士兵
离开了营房，
仆人离开了主人，农民典
押田宅，
涌向金矿发源地，
甚至连传教
士也离开了布道所。
聪明人变成糊涂人，这个故事在
今天同样上演。
率先跳出价格战泥潭的正泰电器
正在为 “温州模式”探索新的路
径——
—“总部经济”
。
尽管方向明确，但是浙江柳市的
电器产业升级，
依然面临不小的困难。
与此同时，温州电气产业缺乏公共服
务平台，
也没有针对后备人才的培养。
这种新集群产业链，需要大型企业舍
得
“让出制造”
，
中小企业甘当配角。
媒体的评价是“作为柳市乃至中
国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企业，正泰义
不容辞走在了前列”
。
风景如何独好？
正泰老板南存辉早在 5 年前就对
《中国企业报》记者说过：我要主动带
头推进产业梯度转移。
2011 年，正泰企业在新兴的太阳
能光伏发电技术市场上已占据了优势
位置 。
如此风光的企业不多了。
日丰是温州打火机行业的龙头企
业。金属打火机曾是温州的符号性行
业，作为这座城市的四大支柱产业之
一，温州打火机占据了全球金属打火
机市场份额的 80%。
这一切正在成为历史。
难道只能成为历史吗？
面对如此事实，行业领袖黄发静
的观点显出几许悲壮：
“先想办法活下
去，
活着总有进步的一天，死了就无法
复活了。而消亡，
也许是温州打火机行
业不得不直视的宿命。我不甘心这块
牌子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消失，所以
我一定要想方设法搞下去。”
对打火机行业的深情，使他一直
将其作为人生的事业。正是因为这种
坚持，黄发静带领日丰成为温州打火
机行业的龙头企业，
跨越了许多道坎。
已形成绝对优势的产业链优势正
一步步走向消亡，对日丰而言，危机已
经近在咫尺。
倔强的坚持者黄发静承认，自己
不可能再选择别的行业，而作为温州
市烟具行业协会会长的他，一直提醒
自己要站在整个行业而非仅仅日丰的
角度去思考问题。
2012 年 2 月 1 日，在第三届“世
界温商大会”上，浙江省副省长、温州
市委书记陈德荣表示，
“民间借贷危机
的问题出在金融领域，根子却在实体
经济。”
从温州政府推出 414 个招商项目
看，他们的意图是，希望通过 4700 多
亿资金的引进，引导温州企业和企业
家走入实体经济时代。
理性突围已经开始。温州企业家
也开始“精神重建”
。或许，
“中国应当
感谢温州”
。

独特意义

无为而治

朋友

梁冬：终于明白微博在传媒历史上 的意 义
了 ，他 可以让 那些 写博 客的人 感 觉 自 己 拥有
精 英和 古典主 义文 艺范 儿，就 像 拍 电影 的 人
看拍电视的人那样。不过很快，天天写微博的
人发现自己也成为古典的人。

姜 岚 昕 ：淤 遵 循 规 律 ：弱 则 求 强，学 则 得
智 ，领 导 无 为 ，刺 激 下 属 大 有 作 为 ；于 阶 梯 法
则 ：上 无 为 ，中 有 为 ，下 无 所 不 为 ，企 业 才 能
大有 作为； 盂砝 码效 应：领 导 轻 为， 下 属 重
为 ，授 权 机 会 予 下 属 全 力 作 为 ；榆 分 解 欲 望 ：
把欲望分解给下属，让其带着欲望执 行目
标。

任志强：朋友就是彼此一种心灵的感应，是
一种心照不宣的感悟。你的举手投足，
一颦一笑，
一言一行，哪怕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背
影、一个回眸，
朋友都会心领神会，不需要彼此的
解释，不需要多言，不需要废话，不需要张扬，都
会心心相印的。那是一种最温柔、最惬意、最畅
快、最美好的意境。

财富属于社会

公益路漫漫

马云：如果总是想着赚钱，就无法交到朋
友。相反，如果考虑如何帮助别人、为他人创造
价值，你就会赚钱。他认为自己的财富“仅仅是
社会交由你去经营和管理”，同时应创造就业回
馈社会，
“当我老了就不会因为不捐钱而遗
憾”。

王兵：当你将从事公益慈善事业时，你要时
时准备忍受不相干人的指点江山，善良人们的误
解、委屈甚至屈辱，你只能默默坚持 ，直到人们
能理解的那一天。它，终将会到来！

包容为重

禹晋永：在人际关系、
商业关系中，道德常常
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
的缺陷。信息、
信任、
信誉，
三信共生就是义，包括
尊重他人的信仰和隐私，
尊重与自己不同的文化，
尊重世界通行的游戏规则，
尊重反对自己的人。

成功因素
王利芬：一个人能否成才取决于许多因素，
但归结起来不外乎四点，第一，自己的目标设
定；第二，努力和程度；第三，努力的方法；第四，
对各种艰难困苦的承受能力。无论你的起点有
多么低，你要在这四点上下功夫，人生总会不一
样。

管理心得
孙陶然：1、好的商业模式是成功的一半；2、
集中兵力突破重点；3、先赚到钱再考虑发展；4、
为公司找一个好的总经理；5、企业文化必须一开
始就建立；6、管理是一门专业；
7、建班子是管理
的首要问题；8、坚持战略和定战略同样重要；9、
打造一支铁军。

王育琨：包容那些恨你的、骂你的，他们让你
清醒；追求你的精进极致，不能有丝毫放松；对令
人生气的事包容、分化、整合，不仅不会永不亏
本，
还会开发出一个不竭的生命源泉！

关系学

【江雪编辑整理】

陈九霖

他曾是“打工皇帝”，有着公司净资产增值 852 倍的辉煌
成绩。他曾是“航油大王”，但却因“中航油案”而入狱四年。如
今，年届 50 岁的他，重新回归央企，依然坚信资本运作是企
业成长的必杀绝技。

让中国航油案随风而去
陈九霖，
1961 年出生，
湖北人，
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
限公司前执行董事兼总裁。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在陈九霖
的执掌下，
完成了从一家纯粹的石油贸易企业向多元化能源
投资公司的转型，
并于 2001 年实现了在新加坡主板的上市。
到 2004 年 9 月，
公司的净资产已经超过 1.5 亿美元，是陈九
霖接手时的 852 倍；
市值超过 11 亿美元，
是原始投资的 5022
倍。一时之间，陈九霖风光无限，被媒体冠上“打工皇帝”和
“航油大王”
的名号。
然而，也是在这一年，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的发展出
现了戏剧性转折。先是公司交易员出现判断失误，
出售了大
量看涨期权，
酿成巨额亏损。随后，
面对巨亏，
母公司中国航
油集团又一度出售股份筹措巨额资金补交保证金。最后，
因
为资金链断裂而在不当时机斩仓，
公司巨亏 5.5 亿美元。陈九
霖因此被判监 4 年零 3 个月；中国航油进行重组。至于判处
陈九霖的具体罪名则是，内线交易、隐瞒巨额亏损和诱使股
东售股等六项。
网易财经：有媒体报道说，你刚出狱的时候表示要向组
织讨说法？是这样吗？
陈九霖：这个事件，
我想不要去说太多了。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
随风而去吧！
网易财经：
从打工皇帝到被判入狱，
再到你今天的平静。
你是怎么调整心态的呢？
陈九霖：坦率地讲，
换了一般的人要去承受这个，还是很
不容易的。我身边的很多人，
因为这些事情一蹶不振的有；
甚
至就在我身边发生自杀的有；或者是由此而破罐子破摔的都
有。我从小看的励志的或者人物传记的书籍比较多，
我自己
也知道，在这个角色中间，我的作用无非是一个管理者的作
用，我的作用无非是时时刻刻为大众的利益考虑，完全没有
考虑一个小我的作用，
我也在思考，
我知道我还有我的未来。
网易财经：除了在狱中度过的那段时光，中国航油这个
案子还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陈九霖：
这个可能是一个转折。坦率地讲，
这之前我可能
是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工作之上，
在家里投入的比较少一点。
经过这个波折之后呢，我感觉到人生苦短，人生还是要有亲
情。所以，
这个波折之后我花了时间做了一些调整，
很大一部
分时间我是陪同我的家人，
把事业放在之后。举例子讲，
我是
每一周无论多忙，
一定要陪家人吃几顿饭，
或者是请他们到外
面去吃饭；
无论多忙，我在周末的时候，
一定要带着我的家人
和我的宠物去爬爬山、
去遛遛弯儿、
去走走路，
诸如此类的事
情。我觉得，
这个也是这次波折之后的一个收获吧。第二个方
面就是，
在这个事件的过程中间，
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世态炎
凉，
而在世态炎凉的过程中间，
最重要的，
最能支持我的，
就是
我的家人，
就是我的亲人。

回归央企只为发挥所长
2009 年 1 月 20 日，
在新加坡服刑 1035 天后，陈九霖终
获出狱。目前，
年届 50 岁的陈九霖已经回归央企，
出任中国
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网易财经：
有报道说，
你出狱后改名字了，
原来的陈久霖
是长久的久，
现在是七八九的九。为什么改名呢？
陈九霖：很多人把它与我回归央企产生联想，其实这是
没有道理的。要是到我老家去，
你看看我母亲的墓碑就会发
现，
那个上面的九就是数目字九。那是 2006 年设的墓，我是
2010 年 1 月 22 日才回归国家的。我那两个字实际上都通用，
你叫我什么，
我都没有问题，
名字就是一个代号。
网易财经：听说有民营企业在你出狱后高薪聘请你，
你
为什么没去呢？反而选择了央企？
陈九霖：
这个事情我不会去唱高调，
就是实实在在的。这
些企业请我，
他们当然有他们的思考。我觉得，
我也不只是为
了金钱而活，我还是有我想做的一点事情，而且央企这边也
是有它的平台，
有发挥我专长的余地。
网易财经：是因为在央企比在民企做事容易？
陈九霖：各有利弊，
不是说央企做事情容易，
央企做事情
也很艰难。首先，
在决策机制上，
还是行政化的色彩比较多一
点，层层报批、层层决策，甚至重复审批的现象也很多，是不
是？但是，
央企的实力比较雄厚，
尤其是经济实力、
政治资源、
人才的优势。民营企业也有民营企业的优势。民营企业，
尤其
是在薪酬机制方面，自己可以决定薪酬，没有工资总额的控
制。所以，民营企业如果做得成功，员工可以得到很高的收
益，
领导人本身的工资也会比在央企高很多，是吧？几倍、
几
十倍。而且，
一旦出现风险的时候，
自己承担经济上的损失就
行了，
不会承担其它的什么责任。总之，
各有千秋吧。
网易财经：你去了央企，不会因为以前的事而心生芥蒂
吗？
陈九霖：没有，我很自然。没有其它的思考，
这其实是很
简单的一个事情。有机会就抓住机会，
没有考虑别的太多内
容。
网易财经：你曾经说你有一个梦想，
要缔造一个
“石油帝
国”
。现在还是初衷不改吗？
陈九霖：那是当时的思考，而且如果当时不放弃收购新
加坡的石油公司（SPC），实际上一个石油帝国已经建立起来
了。因为 SPC，
上游在印尼有两个油田，
在越南有个海上钻井
平台；
中游，有炼油厂；
下游，有两条 365 公里的管线，
还有机
场加油、地面汽车加油、
海上加油等，是一个完整供应链的石
油帝国。但可惜的是，
因为种种原因最后放弃了这个收购。至
于现在，
我觉得，
既然在体制之内，
就听从体制的安排。
（摘自网易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