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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创始人比尔 - 盖茨近日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

人，这是他自 2007年来再次夺回这一头衔。根据彭博社亿万

富翁指数，盖茨的财富为 727亿美元。盖茨今年 57岁，前世界

首富斯利姆的财富净值为 721亿美元，较盖茨少 5.5 亿美元。

受惠于股价上扬，盖茨今年财富增长了 100 亿美元，微软股价

近日创五年新高，今年迄今上涨了 28%。

微软创始人盖茨再次成为世界首富

江湖

近日，华锐风电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于 5 月 13 日收

到公司董事长、代理总裁尉文渊的书面辞职书，尉文渊辞去公

司董事、董事长、代理总裁等一切职务。同时公司还收到了公

司董事刘会的书面辞职书。而在 5月 14日召开的董事会中，

公司选举王原为公司董事长，聘任刘征奇为公司总裁。资料显

示，王原此前担任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

征奇则于 2006年 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尉文渊闪辞华锐风电董事长

涉及多家银行、跨国公司、江浙民企以及数百位员工的金

卫国犯贷款诈骗案，经过 2 年多的漫长审理，近日终有结果。

上海二中院作出一审判决，金卫国犯贷款诈骗罪名成立，合同

诈骗 3.4亿元罪名成立。数罪并罚，金卫国一审被判处无期徒

刑，并处罚金 200万元，非法所得予以没收。有着“慈善富豪”、

“红顶商人”之称的金卫国，“出事”前，是世界 500强史泰博(中

国)前董事长，曾连续三年荣登《福布斯》慈善榜。

“红顶商人”金卫国因诈骗被判无期

日前，39岁的温州女老板林某被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林

某为原温州鑫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法院

审理查明，她以高息或高回报率为诱饵，陆续向亲朋好友、邻

居以及他们介绍的不特定对象继续非法集资。截至 2011年 10

月，林某累计非法集资 6.4亿余元人民币，实际不能归还数额

4.2亿余元人民币。这是温州迄今为止涉案金额最多的集资诈

骗案件。

非法集资炒期货温州女老板被判死刑

万福生科日前公布核查情况。针对“万福生科控制权恐生

变，大股东质押股权兜底”的传闻，公司称，目前控股股东股权

不存在被强制划转或其他被处置的情况。对于“公司与隆平高

科重组”的市场传闻，公司称情况不属实，且目前公司也不存

在其他正在筹划中的重组事项。另外，公司公告称，公司董事

会于日前分别收到董事蒋建初、肖德祥、马海啸、张行递交的

书面辞职报告，以上董事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董事职务。

万福生科复牌四董事辞职

中国最大石油公司的总经理人选终于浮出水面。中石油

集团近日宣布，廖永远任中石油集团总经理。据组织部门介

绍，廖永远长期在石油系统工作，熟悉中石油集团的总体情

况，经过多个岗位的锻炼，有地方政府工作经历，基层工作经

验比较丰富；工作有魄力，决策果断，组织协调能力和处理复

杂问题的能力比较强。此前 4月 16日，中石油集团宣布，周吉

平出任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

廖永远履新中石油总经理

*ST祥龙日前公告，公司总工程师胡俊文提交了书面辞

职报告，辞职后不担任其他职务。胡俊文历任集团总调度处调

度员、武汉葛化集团经销公司副经理，2009年 8月起当选公司

总工程师直至辞职。公司因 2011—2012年度连续亏损，今年 5

月 3日起被上证所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一周后启动重组事宜。

5月 14日曾公告称，申请停牌。有业内人士分析，本次停牌很

有可能与公司重新启动重大资产重组有关。

*ST祥龙总工程师辞职

纪念日

1992年 5月 21日对上海金融界

来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此

日，上海股票市场全面放开股价，从这

一天起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市场。

前市开盘 10 分钟，6 种新股均

在面额 18 至 25 倍的价格买盘单

挂，但成交稀落，只有二纺机以 249

元成交 60股，卖方显然认为价格太

低。老股票中除申华电工，普遍下

挫，前 30分钟成交集中在老股，新

股只作试探性申报。

10时以后，成交量开始加大，

新股价位全部标出，在 250 至 300

元之间，普遍高于老股，老股反而成

为低价股票，于是老股买气加重，真

空、豫园出现反弹，申华成立猛增到

12604股，价格依然坚挺在 410元左

右。至 10时 20分，上证指数达到顶

峰，直升 1365，比开盘 30 分钟时的

842.6足足高出 522.4点。此后新股

开始有所回落。

后市开始，除了飞乐股份和凤

凰化工继续盘旋，新老股同时爬

升。至当天收盘，老股票除延中、飞

乐股份和凤凰化工与前收盘相比

略有下跌，其余均为上涨。综观当

天股市，股民刚刚开始接受新一轮

的价位调整，最高最低价落差较

大，如真空电子，最高为 2644 元，

最低为 1942.5 元。飞乐股份、凤凰

化工的差价也在 200 元以上，交易

中，散户抛出多，大户则买进多。

当天上海证券交易笔数达到

5456，交易额达到 5 亿多元，其中股

票为 3.6亿多元，都创下了历史最高

纪录。

（5月 21日—5月 27日） 一周史记
1992年 5月 21日

5 月 21日：

1982年 5月 21日，国家体改委正式成立。

1992年 5月 21日，上海股票交易市场股价全部放开。

5 月 22日：

2010 年 5 月 22 日，腾讯万科“零公里行动”登山队成功登顶珠

穆朗玛峰，60岁的王石也改写了中国人最大年纪登顶珠峰的纪录。

5 月 23日：

2008年 5月 23日，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并入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公司，电信业重组拉开帷幕。

5 月 24日：

1954年 5月 24日，晶体管计算机诞生。

2004年 5月 24日，北京天娱传媒公司正式成立。

5 月 25日：

2010年 5月 25日，富士康本年发生第十一次跳楼事件。

5 月 26日：

1986年 5月 26日，中国环渤海经济区成立。

2010年 5月 26日，美国苹果公司以 2221亿美元的市值首超微

软，苹果代替微软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公司。

5 月 27日：

1897年 5月 27日，盛宣怀开办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总行，这是中

国自办的第一家商办银行。

1941年 5月 27日，罗斯福宣布美国处于非常紧急状态。

上海股票交易市场
股价全部放开

本报记者汪静赫

在关于创业的故事里，有一种经

历叫一起打拼，有一股力量来自团队

伙伴，有一些风雨需要共同度过。

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一些企业

家并非单枪匹马，因为他拥有“兄弟

一般”的伙伴。他们的“兄弟情”，他们

的奋斗史，他们的激情和梦想……正

是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正能量。

万通六兄弟：奋斗海南

1991年 9月，在海南，一家叫“农

高投”的小公司成立了。法人代表、总

经理是王功权，冯仑和刘军是副董事

长，王启富是办公室主任，易小迪是

总经理助理，潘石屹则主管财务中

心。各司其职的 6个人，日后成为中

国企业界著名的“万通六兄弟”。

20年后的 2011年 5月，一场突

如其来的王功权“私奔事件”将曾经

的六兄弟时代再度回转，同时也掀开

了一段海南的记忆。

六人的交集起先更像是充满偶

然的单线故事。

1987年秋天，四川青年刘军在从

广州到海南的大巴上认识了从机关

“退休”的 27岁的王功权。

1988年底，24岁的经济学硕士易

小迪第一次见到了冯仑———后者正为

新成立的海南省委体改所招兵买马。

几乎同一时间，原先从事导弹工作后

来下海的王启富也被冯仑相中了。

王启富向冯仑力荐之前所在公

司的领导王功权，于是，冯、王相识并

成为好友。1988年，甘肃青年潘石屹

已经来海南一年多了，不久他也被冯

仑招到研究所。

那时的海南岛大概是全中国最

奇妙的地方。随着海南建省，“十万大

军下海南”，岛上齐聚了当时中国最

蠢蠢欲动的青年。万通六兄弟在彼此

结团之前，在海岛新鲜的空气里各自

呼吸着关于梦想的滋味。

6个人的相识和经历虽然各有轨

迹，但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是旧体制

的打破者，都是为了梦想敢于挑战的

冒险者。这种共有的精神和魄力使他

们最终结盟于 1991年，6个人的友谊

成为了同一种关系：合伙人。

1991年，在淘金客逃离海南的风

潮中，冯仑等人凑了三万多块钱办起

了“农高投”公司，万通之路由此起

步。

虽然万通六兄弟后来各自奋斗、

各有建树，但在最初的海南岁月里，

他们用坚定的勇气和兄弟般的凝聚

力量，诠释了何为激情与梦想。

冯仑《野蛮生长》一书中这样描

述“六兄弟”：“我们这些合伙人一开

始合作的基础不是钱，而是大家共同

的理想、信念和追求。”

阿里巴巴“十八罗汉”：
平凡精英

喜欢每个十年闹出“大动静”的

马云于淘宝十周年之际高调退休，而

在 2009年 9月，阿里巴巴十周年之

日，马云以一样高调的气魄，带领创

业的“十八罗汉”从零开始。

“我们所有的 18个人辞去了自己

创始人的职位，阿里巴巴将进入一个

新的时代。”2009年马云说这番话的语

气与十年前做创业动员时如出一辙。

时过境迁，十八罗汉昔日凑了 50

万元创立的小公司已是市值超过

1000亿元的大企业。

十八罗汉的辞职宣言，被业界解

读为“阿里巴巴将彻底忘记创业年

代”———然而，十八罗汉的创业精神

已经融入企业肌理，并成就十八位创

始人的“兄弟情”。

1999年，杭州湖畔花园马云家

里，18个人聚在马云身边。马云将自

己的钱掏出来说：“启动资金必须是

Pocketmoney(闲钱)，不许向家人朋友

借，因为失败的可能性极大。现在，你

们每个人留一点吃饭的钱，将剩下的

钱全部拿出来。”这笔拼凑的“闲钱”，

就成为创办阿里巴巴的本金。

发生在 1999年湖畔花园的故事

注定要被一讲再讲，也早就不再是马

云和十八罗汉“不可外传的秘密”。这

个故事的意义被赋予了中国民营企

业家创业的诸多元素———其中最重

要的便是冒险和激情。

自创业至今，十八罗汉中除马云

外大都不为人知晓，业界认为，“正是

这样的团队执行才会很强，因为他们

会埋头做事”。

多年来，十八罗汉从未流失一

员。带头大哥马云的谋略和“煽动”固

然重要，但对于阿里巴巴十八罗汉来

说，能够一直走到今天的关键在于一

起打拼、共历风雨的情谊。

创业初期，十八罗汉都是一线员

工，工作强度巨大，生活也极为清苦。那

时激励机制没有奖金也没有股权，而是

马云亲自下厨慰劳大家。十八罗汉既能

共同进退，也会互有争执。同一屋檐下，

这帮年轻人吵过架、怄过气，但“过几

天大家就又好了，因为对事不对人”。

艰苦的创业岁月里，十八罗汉锤

炼的是意志，造就的是企业，升华的

是友情。在许多报道中，十八罗汉成

员提到创业艰苦时都会加一个转折：

“但是很快乐”。

多年前，马云曾说：“我不希望是

精英团队，平凡的人在一起做一些不

平凡的事，这就是团队精神。就算阿

里巴巴失败了，只要这帮人在，想做

什么一定能成功。”

如今，一切成真。

腾讯五人组：团队标本

1998年秋天的一日，在南中国如

火如荼的深圳特区，一个不起眼的公

司成立了。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叫腾

讯的公司会成为中国最驰名的互联

网企业之一。

在故事的开端，时年 27岁的马

化腾是离开润迅公司的前员工，是不

显山不露水的“小马”。他不曾一鸣惊

人，也没有厚实财力，但所幸他拥有

比上述这些都珍贵的团队：身边有四

位“兄弟”。

马化腾的第一个兄弟是大学同

学张志东。毕业于深圳大学的张志东

和马化腾都属于“计算机天才”。腾讯

的第三位创始人曾李青则是市场奇

才。曾李青在腾讯创办一个月后加

入。他曾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类

似做期货的方式做系统集成的高超

手法，至今仍是业界佳话。

同年底，马化腾的同学许晨晔和

陈一丹加入，其中许晨晔还是曾李青

的旧同事。性格随和的许晨晔是有名

的“好好先生”。陈一丹则是个既严谨

又张扬的人。至此，腾讯五人组正式形

成。性格不同的五个年轻人走上了同

一条创业之路。（下转第三十二版）

企业家兄弟情：
那些年，我们共同度过

日前上映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成为近期网络热门话题。影片剧情取材于俞敏洪和

创业伙伴的真实经历。片中企业家创业路上的“兄弟情”让网友们深受感动。
中国企业家的“兄弟情”桥段，除了俞敏洪的“新东方三剑客”，还有其他的故事……

近日，上海家化举行的股东大会上，董事长葛文耀称要与

大股东中国平安修复关系。同时葛文耀的去留问题成为焦点，

葛文耀自己表示希望能再干两三年，就看大股东给不给自己

两三年时间。到场的公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和家化高管明确

表示支持。作为上海家化的灵魂人物，葛文耀已经 66岁了，理

论上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上海家化这一届的董事会将在 2015

年到期。

上海家化葛文耀希望再干两三年

日前，一家有几十名职工的国有企业，未经上级公司批

准，7年间给职工超额发放 1664万余元奖金，该公司正副总经

理齐某和陈某被一审法院认定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一个被

判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3年，并处罚金 10 万元；一个被判有期

徒刑两年，并处罚金 6 万元。据了解，私分国有资产罪是 2011

年修订《刑法》新增设的罪名，设立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目的在

于强化国有资产保护，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国企两名负责人涉嫌私分国有资产获刑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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