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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

本报记者 汪静赫

中国企业家十年存在与感知

2002年至2012年，这是中国经济新
时代的十年。

2002年，承接了上一个重要的十年。
2012年，开启了下一个可能更精彩

的十年。

在远比戏剧还要精彩的商战之外，

中国企业家们演绎着“创新精神和企业

家价值被社会认同的过程”。他们用历经

岁月沉淀的冒险精神和不断与时俱进

的创新能力，在坚守和奋争中引领企业

勇往直前，并深深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

展路径。

大企业时代的来临

十年之后，他们的名字齐齐出现在

《财富》商界领袖名单中。

2002年至2012年———谁也不会想

到，任正非的这十年竟始于“噩梦”。

“2002年，公司差点崩溃了，我却无
能为力控制这个公司，有半年时间都是

噩梦，梦醒时常常哭。”任正非这样回忆

他的2002年。
2002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首度

突破6000亿美元大关。利好形势下华为
进入美国，却遭遇收入首次负增长的危

机。在悲喜交加的2002年，43岁勇敢创
业的任正非第一次感到了“无助”。后来

的数据显示，2002年华为总收入达到27
亿美元，其中海外市场收入达到5亿美
元。

如果说任正非的2002年喜忧参半，
那么梁稳根的2002年则是“喜从中来”，
因为这一年他想入党的夙愿终于有所

“突破”。同年召开的十六大传递出重要

信息：私营企业主不仅可以入党，私营企

业也可以成立党组织。这正是梁稳根期

盼已久的好消息。2002年冬，三一集团
成立党委，梁稳根成为第一个党员发展

对象。同年，集团旗下三一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销售收入达9.8亿元。
2002年对于柳传志同样意义非凡。

这一年，他就任联想控股公司总裁，正式

开始聚焦投资领域的“联想事业”后半

程。2002年是58岁柳传志征途的延续，
而非退休之前的预热。

2002年，46岁的宋志平受命执掌中
国新型建筑材料集团公司的帅印。第二

年，企业更名为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

公司。此后的十年间，“大企业时代的思

维模式”贯穿于宋志平的每一步企业决

策。

2002年是董明珠担任格力电器总
裁的第二年。当1990年36岁的董明珠辞
去工作南下打工之时，还不知营销为何

物，然而短短几年之内，她就创造了从基

层业务员到公司总裁的“神话”。

2002年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上，位
列前100强的民营企业尚属凤毛麟角，
江苏沙钢集团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年，56
岁的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带领沙钢

以2.2亿元买下欧洲最大钢铁公司蒂森
克虏伯的子公司霍施钢厂，并将工厂整

体搬到中国，沙钢的产能因此跃升到

1000万吨。
2002年1月1日，38岁的马云说：“从

今年起我们开始赚钱了”。彼时离他

1999年辞职创业尚不足三年。马云的阿
里巴巴开始盈利了。

无论是悲喜交集的任正非、开启事

业又一城的柳传志，还是紧握时代机遇

的马云、创造营销神话的董明珠，又或是

探索国企发展之路的宋志平和对信仰

无比忠诚的梁稳根，他们的2002年在各
自的故事里早已成过往。十年之后，他们

的名字齐齐出现在《财富》“2012中国最
具影响力50位商界领袖”名单中。

过去的十年里，这些企业家走过的

足迹，注定不再只属于他们自己，而是成

为中国企业史册的一部分。

企业家群体的崛起

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正是中国企

业家群像的缩影。

1985年怒砸冰箱的青岛电冰箱总
厂厂长张瑞敏，不曾想到这番举动会在

2002年上映的一部电影里重现。同样在
1985年，在北京中关村，41岁的柳传志
为了代理14台IBM PC的生意，奔波劳顿
并饱受冷遇，而此时与他同龄的任正非

正在深圳为生活艰难打拼。1985年的杭
州教师马云是个21岁的潇洒青年。这一
年，他第一次出国，读到了第一本企业经

营书籍《松下幸之助传记》，书里的经营

理念和国外旅程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

为日后创业埋下伏笔。

从青岛到北京，从深圳到杭州，这

是张瑞敏、柳传志、任正非、马云的事业

起步之地。在地图上这是各具经济形态

的四个地域，而四位企业家的创业历程

则分别代表了中国企业发展的四种模

式。

张瑞敏显然已属于领袖

级企业家，但在最初的创业时

光里，他要管的不单是产品创

新，还包括“禁止随地大小

便”。海尔集团的奋起正是从

烂摊子开始的。1992年，周厚
健上任青岛电视机厂厂长，不

久他几乎完整再现了前青岛

冰箱总厂厂长张瑞敏的创业

之路。这不仅体现在两人起步

于集体企业、改制后品牌都有

个半岛气息浓烈的“海”字，更

在于这两个山东人都有着善

于管理、锐意进取的“精气

神”。张瑞敏和周厚健各自率

领的海尔、海信成为山东半岛

经济区域的“代表作品”。

柳传志起先是中关村很

不起眼的中年“技术男”，当时

的弄潮儿是先于他脱颖而出

的人。但在多年之后，当年的

中关村红人已悄然离场，柳传

志则位列中国商业领袖阵容。

中关村的神奇之处不仅是从

“电子一条街”发展为“中国的

硅谷”，更在于造就了许多像

柳传志这样的知识分子企业

家，并不容置疑地成为中国企

业家群体的主要构成。他们走

出了一条超越自身的人生路，更颠覆了

曾经萦绕这个国家的“知识无用论”，为

中国经济机制创新奉献了知识精英群体

的强大力量。

就在柳传志下海之后，身处深圳的

任正非也已经预想到了知识创新的前

途，因此他毅然决定放弃搞科研而去当

个体户。任正非所处的珠江三角洲地带

是中国企业家最初密集迸发之地。改革

开放之初，来自港澳台的经济风潮最先

吹到这里。市场意识强、商业嗅觉敏锐的

珠三角企业家们为中国企业界奉献了最

早的流行词汇和新鲜理念。曾有一种说

法，“在珠三角，人人都是企业家”，在珠

三角著名企业家代表人物中，包括健力

宝创始人李经纬、TCL集团总裁李东生
和三次入选“全球50名最具影响力商界
女强人”的董明珠。

与珠三角地区同为中国经济发展

最活跃地区的长三角，自然也不缺少企

业家的传奇。马云的故事是长三角企业

家群体传奇的凝练。长三角地带的企业

家的另一个著名代表人物是宗庆后，这

位起初只想当“杭州李嘉诚”的原校办工

厂厂长，2012年以800亿元身家登顶中
国内地首富。 （下转第二十版）

千变万幻的大时代里，对于往昔的任何一种梳理都近似于揣想。过去的十年，中国

企业家所经历的喜怒哀乐、意气风发以及坎坷挫折，在有限的文字中，我们无法完整地

呈现。唯有那坚守和奋争的力量，以一种持之以恒的方式———存在，并被感知。
沃尔沃汽车近日宣布，前曼卡车高管哈坎·萨缪尔

森为新一任总裁兼 CEO，替换此前因病停职的原 CEO
斯蒂芬·雅各布。

此前，9月 23日，沃尔沃官方宣布，现年 54岁的雅
各布发生轻度中风，将暂停履行 CEO 职务一个月。沃
尔沃原先表示将为雅各布保留职位，其很快将复原回

归岗位，但很快便又声明雅各布将被取代。

萨缪尔森出任沃尔沃汽车 CEO上任

悬空将近 1年，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国开行）一职
终于落定。国开行执行董事、原副行长郑之杰正式接任

行长职位，不过尚不确定郑之杰何时正式升任行长。

2011年 11月 24日，国开行原行长蒋超良离任，随即赴
任农业银行党委书记兼董事长，自此之后，国开行行长

一职一直保持空缺状态。

国开行是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截至

2011年末，国开行资产总额突破 6万亿元。

郑之杰接任国开行行长接任

王亚伟转做私募落户前海复出

沉寂了 5个多月后，曾经的公募“一哥”王亚伟再
度重出江湖，选择了做私募，并选择落户深圳前海新

区。分析人士认为，前海新区 15%的企业所得税等优
惠政策及便利的人民币跨境业务应是吸引王亚伟落户

其中的重要原因。而随着王亚伟的加入，或会有越来越

多的私募选择落户前海，目前已有数十家私募有意入

驻。

索尼总部将裁员 20%裁员

索尼近日宣布，将于本财年结束（明年 3月底）前，
在总部裁员 2000人，占目前总人数的 20%，并关闭一
家生产相机镜头和手机的日本工厂，以配合重整计划，

目的是整顿日本电子业务。索尼上财年净亏损 4566.6
亿日元。

索尼目前的困境，是日本电子业整体下滑的一个

缩影：松下总部裁撤掉 98%的人员、夏普在全球范围内
变卖资产、东芝 2011财年利润折半。日本的电子业巨
头巨亏后的艰难复苏之路，还将继续。

7位新能源富豪跌出富豪榜落榜

《福布斯》近日公布的中国 2012年 400富豪榜中，
昔日风光无限的新能源产业富豪集体陨落。去年还在

《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尚德电力施正荣、华锐风电

韩俊良、向日葵吴建龙、拓日新能陈五奎、京运通冯焕

培夫妇、超日太阳能倪开禄、吉鑫科技包士金等 7家新
能源企业的掌门人齐齐落榜。其中，去年还在前 150名
的吴建龙和韩俊良，今年则直接跌出 400人大名单。

斯柯达中国总裁请辞请辞

近日，走马上任斯柯达中国总裁一职仅一年零三

个月的格瑞特·马克思不得不“请辞”。去年 7月 1日，
格瑞特·马克思正式担任斯柯达中国总裁一职。

业内人士分析，格瑞特·马克思选择提前“离场”的

背后，是成立已经三年之久的斯柯达中国久久未能真

正融入中国市场的尴尬。

张志熔被罚 1400万美元被罚

当地时间 10月 18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称，张
志熔控制的相关公司将为内幕交易案支付 1400万美
元和解费。距离中海油收购尼克森案最后审批时间不

到 1个月，一桩可能给收购案带来负面影响的内幕交
易案以“和解”收场。

7 月 23日，中海油宣布收购尼克森公司的普通
股，交易金额为 151亿美元，该收购成为中国企业最大
一笔海外收购。随后，张志熔控制的 Well Advantage被
指涉嫌在此交易中参与内幕交易，获利达 720万美元。

曾一手创办气象频道，并在央视每晚播出《天气预

报》，中国气象局下属的华风气象影视信息集团原总经

理石永怡曾是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但却因贪污百万

元公款用于美容，近日被一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

天气预报女老总贪污百万获刑获刑

纪念日

“金融大鳄”索罗斯，又被戏称

为“金融界的坏小孩”。索罗斯所到

之处必会掀起“金融海啸”，然而，

香港之战却让索罗斯遭遇投机事

业中最大的一次“滑铁卢”。

1998年 7月底，索罗斯带领其
他炒家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开始了

对港元的大规模狙击行动：一方面

大肆散布人民币即将贬值的谣言，

动摇投资者对港元的信心；另一方

面在外汇市场大手抛出投机性的

港元沽盘，压低恒生指数。“双管齐

下”的方式开始起效：1998年 8月，
“量子基金”远期港元沽盘累积达

40亿美元，恒生指数急挫 2000多
点。

当索罗斯认为可以稳操胜券

之时，却低估了香港政府的反击力

量。

为了保护香港市民的财富，为

了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为了

抗御索罗斯的“金融突袭”，香港政

府决定同“金融大鳄”打一场激烈

自卫战。

在这场股市保卫战中，动用港

币近千亿，以托升恒生指数；购入

至少 800亿港元的蓝筹股，取得了
对大多数蓝筹股公司的绝对控股

权。

经历了 970 亿港元———高出

正常交易 20倍的交易日后，香港
终于守住了！香港特区政府向世界

证明，香港实行的是自由经济制

度，但绝非国际炒家的“自动提款

机”。《亚洲华尔街日报》等媒体估

计索罗斯此次损失近 8亿美元。

（10月 23日—10月 29日）

“金融大鳄”索罗斯
遭遇香港“滑铁卢”
南林

一周史记

1998年 10月 26日 10月 23日：
1961年 10月 23日，台湾证券交易所设立。
1963年 10月 23日，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农业银行。
2009年 10月 23日，微软在北京宣布其最新一代 Windows桌面操作

系统———Windows 7正式发布。
10月 24日：

1901年 10月 24日，伊斯曼和柯达公司联合生产柯达相机。
1929年 10月 24日，美国华尔街股市崩溃，引发全球经济大萧条。

10月 25日：
2001年 10月 25日，Microsoft（微软）公司发布了迄今为止最受欢迎

的操作系统———Windows XP。
10月 26日：

1987年 10月 26 日，香港恒生指数单日下跌 33.333%，是有史以来
全球最大单日跌幅。

1992年 10月 26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
1998年 10月 26日，香港府击退“金融大鳄”索罗斯 。

10月 27日：
2006年 10月 27日，中国工商银行在上交所和港交所同步上市，此

次上市是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首次公开招股。

10月 28日：
1929年 10月 28日，世界经济遭遇大萧条。

10月 29日：
1929年 10月 29日，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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