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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6日，亚洲开发银行发布公告称，亚行理事会一致选

举前日本副财长中尾武彦为亚行行长。他于 4月 28日正式上

任，成为亚行第九任行长，接替今年 3月提前辞去行长职务的

黑田东彦，完成其余下的任期，直到 2016年 11月 23日。自

1966年亚行成立以来，9位行长均来自日本，而日本人垄断亚

行行长早就与美国人垄断世界银行行长、欧洲人垄断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总裁一样成为了不成文的惯例。

中尾武彦当选第九任亚行行长

江湖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5月 5日公告称，经青岛市政府

决定，汪海因退休原因，不再担任双星集团董事长职务，任命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副总经理柴永森为双星集团

董事长。现年 71岁的汪海目前还担任上市公司青岛双星的董

事长，自 1974 年起在双星集团工作，其从 2000 年 5 月起至今

任双星集团董事长，历任国营第九橡胶厂政治处主任、党委副

书记、书记、厂长，兼任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皮革

工业协会副理事长，为双星集团 30年的领导者和掌门人。

汪海卸任双星集团董事长

吉利汽车发布公告证实，赵福全因合同期满及个人职业

规划原因，辞去吉利控股集团副总裁、研究院院长职务。其继

任者为吉利控股集团副总裁、经营管理委员会成员冯擎峰。赵

福全在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吉利控股集团内任何职务，同时他

还将于 5 月 17 日股东大会后辞去吉利汽车控股集团执行董

事职务。2006年从华晨加盟吉利的赵福全，一直担任吉利汽车

技术研发体系负责人。

赵福全离开吉利

雅芳公司近日宣布，上任未满 4个月的非执行董事长弗

莱德 -哈桑已经辞职。哈桑是今年年初刚刚接替钟彬娴出任

雅芳董事长的，雅芳表示，现任董事、金宝汤公司(CPB)前 CEO

道格 -柯南特已接替哈桑出任董事长。雅芳在全球 100多个

国家营销其产品，拥有大约 640万独立销售代表，年度营收超

过 110亿美元，但过去 3 年，该公司的北美销售额一直在下

滑，盈利也大幅萎缩。

雅芳董事长上任 4月辞职

近日，姗姗来迟的上海医药新一届董事会候选人名单终

于出炉。根据公布的“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发

现，在候选名单中，只有周杰、姜鸣、陈乃蔚、李振福为上一届

的“老人”，而本届 3 位执行董事候选人皆为“新人”，过去一年

多处于人事内讧中心的上药总裁徐国雄无缘新一届董事会。

实际上，该公司董事长周杰、副董事长张家林均未出现在本次

董事会候选人名单中，上海医药方面并未对此做出评论。

上海医药董事长总裁双双易人

继董事长被查后，兴蓉投资又一董事“落马”。公司近日披

露，公司董事王文全因涉嫌个人违纪问题，正在接受有关部门

调查。兴蓉投资年报显示，王文全现年 44岁，1998年至 2000

年期间在成都市地铁办工作，参与地铁项目筹备；2003年起历

任成都市兴蓉集团有限公司招标与合同部主任、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现任成都市兴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成都

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兴蓉投资又一董事被查

据彭博社报道，瑞士银行(UBS)前执行董事布尔金已遭到

两项严重指控，在新加坡与未成年妓女进行性交易。新加坡初

级法庭法官表示，新加坡法律在防止未成年人遭受性剥削方

面奉行更高标准。本案将在 5月 8日宣判，布尔金最高可能面

临 7年牢狱之灾，而且每项指控都可能面临罚款的处罚。布尔

金于 2012年 2月离开瑞银，目前是一名商人。

瑞银前执行董事被控

纪念日

1960年 5月 7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通

过了由中央财经小组起草的《关于

1962 年调整计划的报告》，决心对

国民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以

彻底扭转目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

局势。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

邓子恢等参加会议并在会上讲话，

向全党干部提出要以革命家的气

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正确对

待困难，战胜困难。同时，他们还批

评了两种错误态度：一种是盲目乐

观情绪和侥幸心理；另一种是恐右

心理。

此次的工作会议提出当前最紧

迫的两项中心任务：大力精简职工，

减少城镇人口，坚决缩短工业生产

建设战线，这是克服困难、调整经济

的一项最积极的措施。加强对农村

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领导，从人力物

力财力等各方面加强支援农业战

线，以促进农业发展。为了扭转经

济，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大幅

度的调整，要退够，以解决国民经济

比例的严重失调，逐步实现综合平

衡”的调整方针。并以“要争取快，准

备慢”作为调整国民经济的指导思

想。

就在此次会议之后，大幅度的

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展开，中国的经

济开始逐步走出困境。

（5月 7日—5月 13日） 一周史记

1960年 5月 7日 5月 7日：

1960年 5月 7日，中央大刀阔斧调整国民经济。

1998年 5月 7日，苹果电脑宣布将推出 iMac电脑。

5月 8日：

1975年 5月 8日，中共召开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

1975年 5月 8日，中国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正式关系。

5月 9日：

1901年 5月 9日，20世纪第一次股市暴跌。

1993年 5月 9日，江泽民要求解决深层次经济问题。

5月 10日：

1985年 5月 10日，中国成为非洲开发银行集团非非洲地区成

员国。

1988年 5月 10日，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

5月 11日：

1901年 5月 11日，世界上第一起交通罚款。

2003年 5月 11日，胡锦涛就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和促进

经济发展进行考察。

5月 12日：

1958年 5月 12日，新中国第一辆轿车“东风”出厂，是红旗轿车

的前身，车型编号为 CA71。

2009年 5月 12日，经国务院批准，自 2009年起，每年 5月 12日

为“全国防灾减灾日”。

5月 13日：

1981年 5月 13日，国家建立科学基金制。

中央大刀阔斧
调整国民经济

据报道，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带走之后，中铁电气化公

司总经理刘志远和副总李汝军也因刘志军窝案而案发。李汝

军近日被北京市二中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 3年，缓

刑 3年。李汝军涉嫌将下属公司 4.6 万欧元侵吞，折合人民币

40万余元。公诉机关在指控时，认为李汝军身为国家工作人

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共财物，构成贪污罪。并称李汝军是

铁路系统不可多得的专业人才，希望法庭给他再做贡献的机

会。

中铁电气原副总李汝军获缓刑

欧元区最大银行西班牙桑坦德银行近日称，CEO阿尔弗

雷多 -萨恩斯离职。此前，围绕其被证有罪是否不得从事银

行业工作进行的法律争斗耗时良久。两年前西班牙最高法院

就萨恩斯 1994年担任该国信贷银行董事长时期的行为作出

一项重要裁决，由于认定萨恩斯在这一时期犯有诈骗罪，最高

法院决定剥夺萨恩斯为期 1年的银行业从业资格。桑坦德银

行是西班牙最大的银行，同时也是欧洲第二大银行。

西班牙桑坦德银行 CEO离职

本报记者汪静赫

五月的中国，青春是主调。

把握时代，释放个性，执着创业———这是几代企业家相似的青春色调。

关注 后创业者的青春进行时，亦是观照所有企业家都曾经历的青春
过往以及不同年代里几代企业家最初的奋斗年华。

80后企业家仍被视为新锐之时，
90后青年的创业之路也已启程。

如同一个轮回，在新的时代跑道

上，一群青年开始了新一轮接力、又

一次征途。

90后创业者的青春进行时，展示
了中国企业家新生力量的初长成。一

群未满三十岁的青年正用自己的方

式向青春宣告：而立之前，请创业。

未毕业先就业

随着毕业季的到来，生于 1990
年的广州大四学生余佳文即将告别

校园，但和许多毕业生不同的是，他

用不着为就业奔忙，因为他已经是一

家网络科技公司的 CEO。
2013年 5月 4日凌晨，余佳文在

微博上感叹自己“真该去开营销公

司”，因为他公司开发的一款校园社

交软件已连续几周登上微博热门话

题。

2012年 7月，余佳文的创业团队
拿到了一笔风投，随后成立了现在的

公司。余佳文自称“互联网小混混”，

创业属于“一不小心”。和很多同龄人

一样，余佳文喜欢在微博上晒晒生

活、发发照片，所不同的是，他还得兼

顾宣传自己的公司和产品，和他互动

的人除了朋友还有客户。

未毕业先就业，这不是只属于余

佳文的“毕业 style”，在众多 90 后创
业者中，这样的情形十分普遍。

与余佳文一样不必为就业奔走

的还有杭州师范大学学生陈康。

2012年 4 月，就读大三的陈康
与另外三名 90 后大学生共同开发
完成了一个旨在帮助在校学生分享

借阅书籍的社交网络。读书是缘起，

但落脚仍在营销，陈康和伙伴们的

创业之路正在网络书香中弥漫、延

续。

就读于湖北商学院的张凯之所

以要创业，则是为了一个单纯的目

标：挣零花钱。

2012 年 4 月，张凯与好友合资
1900元办了工作室，做起了文化衫生
意。几个月后，张凯用赚来的 3万元
成立了一家服饰贸易有限公司，创业

正式进入正轨。即将大学毕业的张凯

打算继续经营这家公司。“至少让它

存在三年，然后我会将赚得的资金用

于学习，或许去国外读一个 MBA，学
成后再做我理想的投资顾问工作。”

张凯说。

与张凯不同，被称为 90后创业
先锋的丁士源则有着先天的优势，因

为他是个富二代。读大学时的丁士源

就已经开着宝马当老板了，依靠其雄

厚的家底，丁士源在时尚和娱乐行业

迅速立足，还成功出版个人自传，俨

然成为 90后创业新贵的代言人。
同丁士源相比，雷浪声的创业则

显得草根十足。2011年的夏天，这是
雷浪声上大学后的第二个暑假，他没

有回家，而是和 5个网上结识的朋友
一起去了深圳。他们不是旅行，而是

开发手机软件。

在那个美丽的海边城市，这个 6
人小团队埋首于一间终日不见阳光

的小屋里，度过了一生中也许是最难

忘的一个夏天。在“活动范围不足 500
米、有时连续加班 30多小时”的高强
度状态下，雷浪声和队友们开发出了

第一款手机软件产品：“刷机精灵”。

软件正式上线测试的那天晚上，

6个年轻人走出了小屋，在街边烧烤
店一醉方休。

在雷浪声的记忆中，那晚似乎特

别漫长。天亮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很快，团队得到了百万级的天

使投资基金。8月中旬，团队注册成
立科技有限公司。2012 年，面对巨大
行业竞争压力持续保持在行业领先

位置，并引发了腾讯和 360 两家公
司对其的争夺。2012年 8月，雷浪声
毕业还不到一个月，腾讯以 6000 万
元人民币全资收购雷浪声的公司。

团队的每个成员都得到了丰厚的回

报。

拼创意搏梦想

网络改变的时代，一群 90后青
年也要改变网络。

生于 1992年的季逸超是一位堪
称“骨灰级”的资深编程人。季逸超开

发的“猛犸”浏览器，是 iPhone个人开
发浏览器里下载量最大的产品。按照

苹果公司分成比例，季逸超每天能获

得 1000元至 2000元的收入。而在整
个高中阶段，季逸超共开发上市了 7
个软件，最便宜的一个也卖出了 300
美元。

季逸超的独特还在于他坚守的

原则：拒绝投资和广告———这与马

克·扎克伯格早年拒绝微软投资如出

一辙。“做一个有创新能力、谁也离

不开的企业，帮助他们真正解决人们

遇到的一些问题”———这也正是季逸

超的理想。

与季逸超差不多“奇葩”的是刘

靖康。2012年 8 月 30 日，通过一段
网络视频中显示的按键音，就读于南

京大学软件学院的刘靖康轻松“破

译”了周鸿祎的手机号码。该事件随

着网络传播，不但引来了周鸿祎亲自

回应，而且刘靖康还被李开复邀请加

入“创新工场”。一时间，刘靖康“火

了”。

在此之前，刘靖康就是一位电脑

高手，并曾因制作高校“标准脸”一鸣

惊人，经由“周鸿祎事件”的发酵，这

位创意非凡的 90后青年拥有了名气
也得到了机会，但面对李开复的邀

请，刘靖康并没有接受，而是选择自

主创业。2013年 4月，刘靖康在自己
的主页上发布了又一 APP新作。对于
这个年轻人来说，创业之路才刚刚开

头。

“我只是一个披着大学生外衣的

创业者，有舍才有得，选择了创业这条

路，就基本上放弃了考研、出国甚至是

成绩和学分，要有放弃这些的觉悟，才

能更加投入的去做事。”刘靖康说。

成都女孩郭星在街头发传单的

过程中发现了商机，因为她开始思考

“如何能让一份广告单被多人阅读”，

很快她想到了快递单。带着这个点

子，郭星开始了物流快递广告公司的

创业。一个创意诞生了一个行业。

在 90后创业者的视线里，这是
个励志的年代，也是释放个性的年

代。机会是美妙的存在，而他们要做

的除了创意，还有勇敢。

19岁的山东男孩耿杰曾被视为
“网瘾少年”，如今，他成功创建了近

10 万名注册用户的中国最大软件教
学平台。 “相信在最困难的时候多

熬一熬，就一定会有所收获。”耿杰

说。

已是千万富翁的雷浪声至今还

是无房无车一族。“勇敢挑战困难、担

当压力是人生中非常精彩的一部分，

不浮躁、不虚伪，善于总结失败经验

并用心去沉淀，才能获得更多的成

长。”这是雷浪声的心得。

在这些 90 后创业者的步履中，
曾经饱受质疑的“非主流”印记已然

远去。闪亮迸发的创造力和对创业梦

想的无畏与激情，正推动着他们走向

未来舞台的中心。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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