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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

近日有消息传言魏家福将卸任中远集团董事长一职。据

报道，新任董事长极可能在中远集团内部产生，鉴于魏家福对

中远集团的特殊贡献，可能在集团内保有名誉董事长职务。中

远集团上市旗舰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曾在 2007 年、

2008年取得年入百亿净利润的辉煌成绩，但受航运业运力过

剩影响，近两年上市公司亏损严重。

中远集团董事长魏家福卸任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近日在维也纳召开特别大会，任命

李勇为该组织第七任总干事。这是内地中国人首次担任联合

国专门机构主要负责人。在 24日举行的第 41届工发组织理

事会新任总干事选举中，中国政府推荐候选人、财政部副部长

李勇在第一轮投票中高票胜出。

李勇任联合国工发总干事

据报道，中组部近日宣布由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学东接任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业内对于中

投掌门人继任者人选猜测颇多。目前中投公司官方网站显示

董事长仍是楼继伟。作为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掌管 5,000

亿美元资产的中投公司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2007年，中投

公司成立。

丁学东接任中投公司董事长

近日，海尔旗下上市公司海尔电器昨日发布公告，杨绵

绵退任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一职，委任周云杰担任海尔电

器新一任董事会主席，自 2013年 6 月 25 日起生效。公告显

示，72岁的杨绵绵因已届退休年龄而退任。自此，海尔旗下分

别以渠道和营运为中心的海尔电器，以制造和产品为中心的

青岛海尔，两大上市公司正式由周云杰和梁海山接管。

海尔电器董事长杨绵绵辞职

北京时间 6月 26日下午消息，一度逃亡的大宗商品交易

员、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巨头嘉能可的创始人马克·里奇去世，

终年 78岁。里奇被控罪名达 50余项，包括欺诈、逃税、禁运期

间与伊朗进行贸易等，可判处监禁 325 年，他 1983 年在被指

控前数小时从美国逃亡瑞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2001年在位

最后一天将其赦免。

嘉能可创始人马克·里奇去世

近日，一直担任方正集团总裁一职的方正集团董事张兆

东被北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聘为总裁。北大资产公司是经国

务院批准，由北京大学投资设立的国有独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年 6月。张兆东为方正集团创办人之一，自 1997年起担

任方正集团总裁，是方正集团近十年来跨越式发展中的核心

领导成员。

张兆东升任北大资产公司总裁

北美最大商用卡车及柴油发动机制造商 Navistar Interna-

tional Corp近日宣布，已任命通用汽车公司前高管沃尔特·博

斯特为首席执行官，接替安德鲁·赛德罗斯。该公司宣布，自

2009年以来担任首席财务官的赛德罗斯将于 6月底离职。分

析师们当时表示，该公司似乎正在寻找新的领导团队，以扭转

目前的颓势。

通用前高管任 Navistar首席财务官

中国人寿将筹建旗下基金公司，原国投瑞银总经理尚健

任该基金公司顾问，将负责该公司的筹建。2012年 11月，尚

健辞任国投瑞银基金总经理，任职 6 年间，公司资产规模增

长 7倍。其去向一直引人关注。资料显示，尚健曾任职于中国

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亦曾任国投瑞银基金总经理、华

安基金[微博]副总经理、银华基金总经理。

尚健任中国人寿基金公司负责人

美达股份近日公告称，公司董事长梁伟东因犯单位行贿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4年 3个月。美达股份表示，广东天健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0.23%股权，系公司的相对控股股东，

在该公司取得公司控股权的过程中，其相关负责人采取了不

正当手段。梁伟东系天健集团董事、总经理。

美达股份董事长梁伟东被判刑

纪念日

1997年 7月 2日，泰国财

政部和国家银行宣布泰币实行

浮动汇率制，放弃多年来实行

的泰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

泰币改用浮动汇率制后，

泰国金融市场一度陷入混乱，

曼谷外汇市场美元兑换泰币创

有史以来最高纪录，1 美元兑

29.45 铢。股市全面弹升，股价

指数上涨 40点，由 1 日的 528

点上涨到 568 点。外资受到泰

币突然贬值的影响，无法汇出，

只好投入股市炒作，使股市大

涨。并由此引发一场席卷除中

国大陆以外的整个东亚和东南

亚地区的金融风波。

泰国货币接连贬值波及菲

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就

连经济形势很不错的新加坡也

未能幸免。同年 8月，整个东盟

地区汇市、股市大幅滑落。随后，

台湾“央行”为保卫新台币而损

失 50亿美元后，放弃前期坚决

捍卫新台币汇率的政策，从而将

香港推至金融风波的中心，其联

系汇率制受到猛烈攻击。直至

1998年年初，东亚国家的汇市回

升才有所稳定，股市也在跌至谷

底后开始逐渐反弹。

这场被称为“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以来亚洲最严重的危

机”所暴露的众多新问题、引起

的新变化，远远超出人们早先

的预料，以致在一年后，人们仍

不敢底气十足地宣告危机已经

结束。

（7月 2日—7月 8日） 一周史记

1997年 7月 2日 7月 2日：

1945年 7月 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立。

1997年 7月 2日，泰币实行浮动汇率制，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7月 3日：

1876年 7月 3日，我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正式通车运营。

1978年 7月 3日，亚马逊合作条约签订。

7月 4日：

1949年 7月 4日，迁至广州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币制改革令和《银元

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

1959年 7月 4日，美国出版世界上最大的报纸《星座报》。

7月 5日：

2005年 7月 5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在云南

昆明召开。

7月 6日：

1785年 7月 6日，美元被选为美国的法定货币。

7月 7日：

1921年 7月 7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

1979年 7月 7日，美国和中国签订新贸易协定，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

遇。

7月 8日：

1889年 7月 8日，美国道·琼斯公司创办的《华尔街日报》首日发行。

1979年 7月 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施行。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本报记者 汪静赫特约记者李蔼卿

时光易逝，品牌不老。商业社会

的另一种价值在于时间无涯的荒野

中依然永葆闪光的创业足迹。

“老干妈”陶华碧、“肯德基爷爷”

桑德斯、“十三香”创始人王守义、“王

老吉”王泽邦……这些将肖像定格在

商标里的品牌创始人，曾经或正在经

历属于他们的商业故事。回眸他们的

往昔足迹，梳理久远年代里的商道往

事，既是一次经济的札记，也是一种

文化的追思。

陶华碧、桑德斯：
执着的永恒魅力

在许多中国人的餐桌上，都有这

样一瓶辣椒酱，上面印着一个中年女

人的肖像，她叫陶华碧，

当然，她还有个更耳熟能

详的名字：“老干妈”。

生于 1947年的陶华

碧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

“古老”，但这毫不影响她

成为中国人的时代记忆，

而与之一起定格的还有一段多年

前的创业往事。

上世纪 70年代，20多岁的贵

州姑娘陶华碧身处外乡，因为吃不

惯当地饭菜，就自己做辣椒酱拌饭

吃。这种自制辣椒酱走出陶华碧的厨

房则在近 20年之后。1989年，42岁的

陶华碧在贵阳龙洞堡搭了个路边摊

卖凉粉和冷面，吸引了附近的学生

们。陶华碧对家境困难学生所欠的饭

钱一律销账。孩子们亲热地叫她“干

妈”，“老干妈”称谓由此而来。

到了 1994年，“老干妈辣椒酱”的

名声不胫而走，很多人专程来买麻辣

酱。两年后，陶华碧办起了辣椒酱加

工厂。那一年，陶华碧 49岁。

陶华碧没上过一天学，不识字不

懂数学，更不知何为经营理论。她所

拥有的除了独特配方的辣椒酱，还有

执着和坚持。创业初期，陶华碧和工

人们一起干活，亲自背着产品去各地

推销，累得患了肩周炎，10个手指甲

因搅拌麻辣酱全部钙化。陶华碧对财

务报表完全看不懂，她就苦练起记忆

力和心算能力。这种执着的拼劲儿让

49岁方创业的陶华碧成了著名的“中

国老干妈”。

与陶华碧相似的执着在肯德基

创始人哈兰德·桑德斯的故事里演化

为一个具体的数字：1009次。和中国

老干妈相比，这位世界熟知的白胡子

黑框眼镜老爷爷也有一个厨房的秘

密。

40岁那年，桑德斯盘下一家加油

站，为路过的人们供应餐食。在此期

间，他试制出了独特配方的特色炸鸡。

后

来

因公路改

建加油站

关了门，当时已 66岁的桑德斯孑然一

身，没有家庭没有工作，收入是每月的

105美元救济金。这样一种典型的老

年落魄，没有成为桑德斯人生的终结，

相反，他视之为新的开始，桑德斯开始

了一段创业旅行———他驾着一辆福特

老爷车，带着一口压力锅和一只装有

50 磅作料的大桶，一路兜

售炸鸡秘方。

持续两年之久的旅途

中，桑德斯付出了他全部的

执着和勇气。他从不为前一

家餐馆的拒绝和嘲笑而懊

恼，在敲开下一家餐馆大门

时，这位 66 岁老人的笑容

更加笃定自信。

桑德斯的公路旅行后

来成为一个关于“被拒绝了

1009 次”的传奇故事。据

说，当桑德斯在第 1010 次

走进一家餐馆时，终于听到

了一声“好吧”。桑德斯自制

的炸鸡从此走向全世界。

1980 年，享年 90 岁的

桑德斯因病辞世。2013年 6

月 22日，桑德斯生前所穿

的标志性白色西装被拍卖。

当买家被问为何拍下，他给

出的理由是“每个孩子都认识

桑德斯”———毫无疑问，更多人

会记得这位白胡子老爷爷“1009次”

的勇气。

桑德斯和陶华碧的创业足迹虽

已成往昔，但他们昭示的执着和坚持

却散发着永恒的魅力。

王守义、王泽邦：
商道的味觉传承

中国人的文化传承中，离不了舌

尖上的味道。在不可缺少调味料的中

式厨房里，“王守义”或许是最熟悉的

陌生人。

在堪称家喻户晓的十三香调味

料包装上，创始人王守义的人物肖像

一直默默“驻守”，而关于他的故事，

公众知之甚少。

1959年，河南人王守义迫于维持

生计，根据祖传秘方，采用 20多种纯

天然中药材香料，始创了一种调味品。

王守义给这种自制调味品取名“十三

香”。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自主创业是

不被许可的，王守义之所以冒着危险

这么做是为了一家老少的温饱。

王守义带领几个儿

子办起了家庭小作坊，每

小包十三香售价 1角钱。

作为一种最初的品牌意

识，也是对自己的产品负

责，王守义在加工出售的

调味品纸包外面盖上“十

三香”字样的四方印章。

早年的创业故事，如今已成

苍茫的背影，在王守义之子后来的

回忆中，当时他经常跟父亲一起走乡

串户卖调料，有一年的冬至，一天只

卖了 1．7元。日子虽然艰辛，但时间

长了，王守义的产品渐渐打出了名

声。

到了 1969年，当时特定的形势

下，无人敢再经商做买卖，王守义也

不得不停止了产品加工出售。这一停

就是 15年。1984年，在改革开放的潮

声里，王守义再度创业，当年的十三

香再度闯出了名声。1985年初，王氏

父子正式申报十三香调味品包装注

册，人们熟知的十三香包装诞生了，

王守义肖像随着商品走进许多中国

人的厨房。

王守义以一个传统生意人的勤

奋和

坚韧

为这种中式

调味料开拓

出现代商业的生

存空间。在此过程

中，随着品牌一同流传的还有专属于

中国的味觉文化。

与王守义相似，印在商品包装上

的“王老吉”诞生于 19世纪初，跨越三

个世纪的历史烟云，在品牌演化的同

时也积淀了一种关于味觉的文化传

承。

王老吉的故事始于清道光年间。

在一个传奇和戏说皆有的故事中，王

泽邦偶遇一道士赠与他包医百病的

凉茶药方，他依照药方煲出的凉茶不

但非常好喝，而且药到病除。王泽邦

将凉茶命名为“吉叔凉茶”，名声很快

流传开来。

清咸丰二年，王泽邦被召进紫禁

城为皇家和文武百官煲制凉茶，以预

防 时

疫 蔓

延。半 年

后，时疫威

胁解除，王泽邦

衣锦还乡。时任钦差大臣的林则徐患

病在身，也因王泽邦的凉茶不治而

愈，他派人将刻有“王老吉”三个金字

的大铜壶赠与王泽邦。从此，王泽邦

便以“王老吉”为号。

一百多年后，“王老吉”被认定为

“广东省食品文化遗产”。在这个代表

着中国凉茶文化的老品牌包装上，王

泽邦的古老肖像仍然在默默诉说着

久远年代里的商道故事。

商道往事：定格在商标里的创始人

这些将肖像定格在商标里的品牌创始人，曾经或正在经历属于他们的商业故事。回眸

他们的往昔足迹，梳理久远年代里的商道往事，既是一次经济的札记，也是一种文化的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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