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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4月 23日是第 18个“世界读书日”。

书香不是用来装饰的香氛———即便是，那也会造出思想的精致。

文字也非一种简单的表达———即便是，那也能成就精神的凝练。

企业家的“书缘”，是一场永不褪色的心灵对话。

据报道，巴克莱即将送走戴蒙德掌舵时期的最后两位高

管，投资银行部门主管瑞西和财富管理部门主管卡拉里斯将

于近期离职。公司就此与戴蒙德时代正式划清界限。巴克莱首

席执行官詹金斯表示，他需要“任命合适的高管团队”，以实现

他的“新战略和承诺”。

巴克莱高管将离职

江湖

上投摩根基金近日发布高管变更公告，提拔总经理助理

张军为副总经理。据公告资料显示，张军曾任职于中国建设银

行上海市分行，历任办公室秘书、公司业务部业务科科长，徐

汇支行副行长、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2011年加入上投摩根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

上投摩根基金提拔张军为副总经理

美国运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宣布，任命古益川为亚洲区

总裁。履任现职后，古益川管理的亚洲区消费卡业务，涵盖由

美国运通在该地区自行发行的美国运通卡以及在 10余个市

场包括中国在内和金融机构伙伴共同发行的消费卡。古益川

于 1989年加入美国运通，他拥有亚洲区市场的丰富经验。

美国运通任命古益川为亚洲区总裁

近日，丁书苗之女侯军霞等 5人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

受审，他们被控非法经营罪。据了解，此案涉案数额 30 亿元，

刘志军系列案件审判就此拉开帷幕。据了解，当天审理的非法

经营案共有 5 名被告人，丁书苗的女儿侯军霞被列为第四被

告人，其余被告人多是在铁路工程项目招投标过程中，担任

“中间人”角色的相关人员，而丁书苗本人并未被同案公诉。

丁书苗之女被控非法经营

据报道，近日，因达到退休年龄，今年春节前，王冬生已退

位，但其继任者尚未确定，武商联新任董事长目前尚处于悬空

状态。武汉商贸控股集团是王冬生执掌的第一家企业。2000年

6月，武汉商贸组建后，王冬生受命担纲董事长。彼时的武汉

商贸基本是个烂摊子：下辖 118家下属企业，拥有 4万多名职

工和 1万多名离退休人员，但公司长期亏损，净资产亏损额高

达 9.6亿元。

王冬生退位武商联董事长

国资委近日任免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汪

建平任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继学不再担任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党

委常委职务。汪建平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2003年 6月任中国

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2011年 9月任中国

能源建设集团党委书记、副董事长；2013年 4月任中国能源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汪建平任中国能建公司董事长

据国资委网站消息，国资委近日任免中国盐业总公司负

责人。茆庆国任中国盐业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不再担

任公司总经理职务，李耀强提名为中国盐业总公司总经理人

选。茆庆国不再担任中国盐业总公司总经理职务。

茆庆国任中盐总公司董事长

纪念日

1992 年邓小平视察深圳的谈

话，使香港股市再起高潮。

1992年 1月 17日，一趟专列从

北京驶出，前往中国改革开放的前

沿地区。这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

专列，但这却是一次决定中国改革

开放发展道路的出行。88岁高龄的

邓小平，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

计师”，冒着数九的严寒，前往如春

的特区。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与

经济建设，即将拉开帷幕。

滚滚的车轮，驶出北京，穿过华

北平原，越过黄河，跨过长江，来到

武昌、长沙、珠海、广州、上海、南京

各地。这一行，邓小平将大部分时间

留给了“改革的窗口”———深圳。

曾经的水田鱼塘、羊肠小路、低

矮房舍已经成为了记忆。街道宽阔

整洁，楼房高耸入云，生机勃勃的深

圳，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邓小平站

在深圳国贸大厦的 53层，俯瞰深圳

全貌。就是在这儿，曾经创造“深圳

速度”的国内第一高楼，邓小平凝视

窗外，他语气坚定地说：“要坚持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

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

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

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

一百年，动摇不得。”

1992年 4月 29 日，受邓小平南

方讲话鼓舞，香港恒生指数达

5330.17的历史最高纪录。香港股市

的交易额从 1990 年的 350 亿美元

增到 1991年的 387亿美元。海外流

入香港的资本急剧增加，香港股市

的恒生指数接连不断上升，人们对

香港回归的担心也在减少。

（4月 23日—4月 29日） 一周史记

1992年 4月 29日
4月 23日：

1985年 4月 23日，可口可乐宣布将上市新可乐。

1987年 4月 23日，天津大邱庄成为中国最早的亿元村。

4月 24日：

1937年 4月 24日，新华书店在延安成立。

1981年 4月 24日，IBM推出首部个人电脑。

4月 25日：

1950年 4月 25日，时装大师迪奥举行他的首次时装展览。

1998年 4月 25日，香港的新国际机场竣工。

4月 26日：

1996年 4月 26日，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2009年 4月 26日，骆家辉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商务

部长。

4月 27日：

1996年 4月 27日，中国金融界第一大案开审。

4月 28日：

2001年 4月 28日，国家主席江泽民签署第五十号主席令，

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这部法律自 2001 年 10 月 1日

起正式施行。

2003年 4月 28日，苹果电脑的 iTunes音乐商店开放，在首

周卖出 1000000首歌曲。

4月 29日：

1951年 4月 29日，伊朗实行石油国有化运动。

1992年 4月 29日，邓小平南方谈话使香港股市再起高潮。

邓小平南方谈话
推动香港股市创新高

当许多企业家像明星一样被注

视，他们的视线却更爱专注别处。

在一些商人看来，最美的风景并

非财富之巅，而往往就在眼前打开的

一本书里。

当公众习惯于用财富和业绩来

为企业家排行时，一些他们当中的翘

楚人物却宁愿抽身事外，为的是享受

片刻的读书时光。

企业家和书的故事，是他们与企

业、国家以及这个时代的心灵对话。

商界“读书人”

2013年 3月 6日晚，华远地产董

事长任志强发了一条 10 个字的微

博：“书是人生最忠实的伙伴”，引来

了近 1000人的转发。

经由微博改变“任大炮”形象的

任志强，也成功让公众看到了他爱读

书的另一面。

微博控们都知道潘石屹喜欢给

任志强拍照，任志强却喜欢给书拍

照。书、书架、书房、书店……总之，与

书有关的一切，任志强都乐意截留影

像并上传微博。据说任志强每天要读

6万字，他很喜欢参加读书会，看上去

这种清淡的雅聚要比华盖云集的高

端商业会议更让他痴迷。

任志强，只是越来越多商界“读

书人”中的一个。

机场，这是忙于公务的企业家出

现的重要场景。书，是他们中一些人

必备的道具。最著名的“剧中人”莫过

于华为总裁任正非和中粮集团董事

长宁高宁。

一些碰巧认出任正非的空乘人员

发现，这位世界 500强企业的老总每次

登机都是一手拖着拉杆箱，一手拿着一

本书。对于宁高宁来说，飞机晚点是件

开心的事，因为这意味着“幸福时光的

降临”———他可以在别人抱怨的这段晚

点时间里尽情读书、享受宁静。宁高宁

曾直言，他在两个地方读书时间最多，

一个是厕所里，一个是飞机上。

据说，宁高宁家中藏书相当丰

富，大概有一两万本之多，而这些都

是经过数次淘汰的“精品”。“读书其

实是一种深度的安静，人在安静的地

方呆长了，心也会得到调养。我们见

到的大学问的人，年纪越大，越让人

觉得仁厚舒服，我想那应该不是学来

的，是书中的安静熏出来的。”宁高宁

如是说。

企业家的读书，不仅仅放眼本行

业，更广阔的书之世界才是他们真正

目光所及。在宁高宁的书房里，与商

业管理有关的书籍只占 20%，其余主

要是历史社会类和文学类。

已近古稀之年的联想原总裁柳

传志爱读书，更准确地说是爱“听

书”，他经常让助手把有声内容下载

到播放器里，然后再享受“阅读的快

感”。据说，柳传志读书有两个习惯，

一是和朋友交流、交换读书；二是喜

欢总结，每读一本书后，柳传志都能

讲出一些道理，并把这些道理与别人

交流，他认为“看书不在多，一本书有

几点意思能有启发，已相当不错”。

作为一位好读之人，创新工场

CEO李开复有个“只适用于自己的读

书理念”，因为他只读“两头的书”：一

头是中文古籍，一头是西籍。

对于一些企业家而言，读书与其

说是一种需要，不如说已经成为一种

心态、一种情愫。

2005年，万科董事长王石借法国

公务的机会，去了一趟科西嘉岛，因

为那里是他中学时阅读的小说《高龙

巴》场景所在。以登山爱好驰名的王

石，也是一位读书控，他觉得“只有不

断地读书、学习，接受新的观念、学习

新的方法，才能在知识创造财富时

代，不被淘汰”。

让王石最难忘的读书时光是上

世纪 80年代中期。那时，国内出版界

开始大量出版过去被视为禁书的书

籍，王石感到“犹如紧闭的屋子，窗户

洞开，一股清新空气扑面而来”，他读

到了许多“开心智”的好书。

“就像登山一样，读书也是一种

生活状态。人的交际是有限的，不可

能阅人无数，更多的阅人还是通过读

书。”王石说。

多年前，今日著名“夫妻档”潘石

屹和张欣的第一次约会是去书店看

书。有了这样的故事做铺垫，如今已

成知名企业家的潘石屹依然保有很

深的“书缘”。他读书的兴趣点不在地

产，也非商业，更不是他身上所映射

的“励志成功元素”。援引任志强的话

说，“小潘从不读管理的书，尤其反对

看如何‘成功’的书，但小潘写了许多

‘成功’的书。”

对于从小爱读书的万通控股董事

长冯仑而言，读书“已跟呼吸一样”。“如

果一个人经常不阅读，他的词汇就会

停顿，他的思想就会停滞。如果你阅

读，你就年轻。如果你不阅读，你就老

了。”冯仑说。

思想“营养师”

企业家不会将爱读书归于隐私，

正相反，他们往往很愿意公开。通过

阅读获得的知识储备，也因此被尽可

能的慷慨“分享”。

无论兴趣点立于何处，也不管是

否为刻意标榜，商界“读书人”最大的

共同点是乐于分享———推荐书单、提

倡读书这件事儿，他们都很愿意做。推

荐的对象可以是员工，也可以是粉丝。

“微博控”任志强的微博里，关于

书的内容就超过 3000多条，粉丝经常

能看到他推荐阅读某本书，并且附带

着照片，这位地产商免费为书商打起

了“义务广告”。

任正非在写给员工的信中如此

畅谈读书：“不要以为过了学生的时

代，就不用读书了，要让读书成为生

活的一部分。很多人都说自己没有时

间读书，那要看我们如何挤出读书的

时间。”

作为出版过好几本畅销书的著

名商界“读书人”，冯仑最常遇到的问

题是“应该读什么样的书？”他的答案

是：古今中外的经典；对现在最有用

的书；活跃大脑、拓展思维空间的书。

冯仑认为要把书当成保健品来

读，“像营养一样，像空气一样，这些

东西每天会逐步转化为你的营养、生

命。只有这样，书才能让你的生活变

得有意思。”

“青年导师”李开复推荐的书目

早已列入某著名网络文库，他的读书

心得犹如企业理念，吸引着不少年轻

人。李开复形容自己在书中能见到

“气象万千的独创性的山峰”。他有一

个座右铭是“读书只读一流的书”。

（下转第三十二版）

本报记者汪静赫

招商基金近日公告，提拔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固定收益投

资部负责人张国强为副总经理。张国强曾任中信证券研究咨

询部分析师、债券销售交易部经理、产品设计主管、总监；中信

基金投资管理部总监、基金经理。2009年加入招商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兼固定收益投资部负责人等职。

招商基金提拔张国强为副总经理

企业家和书：与时代的心灵对话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日前宣布，周吉平出任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分析人士指出，在中石

油加快海外开拓的征程中，周吉平从此前集团公司“二把手”

继任董事长，有利于保持中石油既定战略的平稳实施和推进，

对于中石油实现到 2020 年全面建成世界水平的综合性国际

能源公司这一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周吉平任中石油董事长和党组书记

王利博制图

ST贤成公告称，公司董事会推选 1982年出生的陶亚东

担任公司董事长。陶亚东之前担任深圳市金瑞格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意味着债权方的 80 后开始了对 ST贤成

的后续掌控。简历显示，陶亚东生于 1982年 5月。此前，公司

就推举其担任公司董事。根据公告，陶亚东之所以担任董事

长，主要是缘于其所代表债权方深圳市金瑞格公司。贤成集团

曾以 ST贤成的间接持股作为质押物，通过一个类信托计划

的私募股权基金进行融资。该私募股权基金募资 1亿元，投向

广州裕成矿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陶亚东担任 ST贤成公司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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