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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发出公告， 公司原执行董
事、董事局副主席兼财务总监张懿为追求个人发展辞职。接任
董事局副主席的则是年仅 24 岁的朱桔榕，此前朱桔榕的职务
是合生创展执行董事、常务副总裁。她将取代碧桂园集团的董
事局副主席杨惠妍， 成为内地房地产上市公司中现今最为年
轻的女掌舵人。

朱桔榕接任合生创展董事局副主席

巴克莱聘摩根大通高管为财务总监

江湖

近日，借着 45岁生日高调出镜的陈光标称，将捐出 450万
元人民币、上千台教学电脑，并表示要摒弃富人习惯的“高消
费和高浪费”。 陈光标呼吁说，“过生日时， 别忘了感谢这个时
代”，当然也不要忘记帮助这个时代里需要帮助的人。 陈光标
曾模仿雷锋形象号召学习雷锋精神；曾穿绿西装、戴绿帽子提
倡低碳环保……其高调行为引来了关注，也带来了不少非议。

陈光标过生日捐 450万

7月 16日， 有媒体爆出国腾电子实际控制人何燕因涉嫌
一重大案件而失去人身自由的传言， 并指其或与侵占国有资
产有关。7月 18日，国腾电子临时停牌并发布公告称：“公司实
际控制人何燕女士因个人涉嫌非法经营正在接受湖北省宜昌
市公安机关调查。 ”该公司股票复牌后急速跳水跌停，两个交
易日内公司股票累计跌幅达到 14.38%。

国腾电子女老板被调查

日前，江西白酒龙头企业四特酒有限责任公司高管离职，
四特酒回应称，高管离职为正常人事变动。在“禁酒令”的冲击
下， 今年一季度江西省规模以上白酒生产企业总产量和总产
值增速继续放缓。作为江西的白酒龙头企业，四特酒高管的离
职引发了行业的诸多想象， 不少人认为这是由于白酒弱市销
售任务难完成，导致职业经理人离职。

“四特酒”两名高管离职

据报道，在淘宝店主入选十大高危职业后，这一行业再传
噩耗。 淘宝店主、 著名护肤品牌———御泥坊创始人吴立君去
世，年仅 36 岁。 近两年，淘宝店主接连出现劳累过度猝死事
件，生存状况令人担忧。 去年网友投票选出的“中国新十大高
危职业”排行中，淘宝店主首次上榜。

淘宝达人御泥坊董事长过劳死

近日，广百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长荀振英和董事温
栋荣因退休原因辞职。 同日，广百股份母公司、广州国有商贸
龙头广百集团也向媒体宣布换帅，王华俊任广百集团董事长、
党委书记，已于上周五正式上任。 公告显示，广百集团原董事
长、党委书记、总经理荀振英已达退休年龄，任职期间推动广
百股份于 2007年成功在深交所上市。

王华俊出任广百集团董事长

吕晓艺 本报记者 高建生

本报记者 汪静赫

没有终了的赛场
一个人、 一个品牌， 一位运动

员、 一家企业———这样的中国梦只
发生在李宁身上。

无论是赛场还是商界，“李宁”
总是有故事。 2013 年财富中国 500
强榜单上李宁公司的落榜， 是其正
在经历的新故事。 这是李宁公司自
2010 年上榜以来的首次消失———但
或许也是最后一次。

哀伤的冠军
2013 年 4 月， 出现在李经纬葬

礼上的李宁，两鬓斑白，满目哀伤。
媒体捕捉的镜头里， 哀伤的李

宁被解读为“痛上加痛”，因为李宁
公司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就在 3 月， 李宁刚过完 50 岁生
日，但他并未能安于天命，而是走到
了未来不可捉摸的艰难路口。 上一
次相似的情境出现在 1988 年， 那时
李宁是一个失败的冠军。 所不同的
是，25 年前，从赛场落败的李宁遇到
了商业“启蒙教练”李经纬。 25 年后，
李宁公司身处危机之际， 曾经施以
援手的李经纬已与李宁天人相隔。

在关于李宁的故事里， 有两个
场景被中国观众所熟知：1988 年汉
城奥运会上， 李宁在吊环比赛中失
手；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李
宁手举圣火在空中“飞翔”。 时隔 20
年， 李宁在一落一飞之间完成了人
生的惊艳反转。

然而， 这样的戏剧性在李宁故
事里总是发生， 就在 2008 年飞翔的
李宁到达名气之巅， 如日中天的李
宁公司正走向潜伏的暗礁。

2008 年， 借助奥运会上的强效
传播，李宁公司开始迅速扩张。 李宁

产品不但打败了国际知名品牌，而
且一度成为国内市场营销额的冠
军。 2011 年， 李宁公司门店数量从
5000 家发展到 8000 家。 然而也就在
这一年，李宁公司跌落“国内运动品
牌第一”的宝座。 至 2012 年，李宁公
司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亏损。 此后企
业业绩继续恶化。

困局中的李宁， 用了当时流行
的“囧”字来形容企业状态。 在公众
看来， 这无非是昔日冠军的落寞自
嘲。

2013 年 7 月 16 日， 最新中国
500 强发布， 榜单上没有了李宁公
司的名字。 尽管一起消失的还有不
少知名企业， 但李宁的离去留给了
公众最多的唏嘘———因为他是李
宁，他是曾经的冠军、最早的中国偶
像。

从 2008 年的飞翔到 2013 年的
落榜，“李宁”故事的起落之间，人们
看到的是一位哀伤的冠军。 如果镜
头可以拉得更远， 这样的戏剧场景
里还包括 1988 年的汉城赛场上那个
失手于吊环的李宁。

失败的冠军， 开创了一个成功
的企业， 同时也注定了此后的奋争
和进取、消沉和艰辛。

援引业界分析， 李宁公司陷入
困局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李宁个人
品牌的“时过境迁”。 毫无疑问，在以
90 后为代表的新兴消费群体中，这
位昔日冠军的名字正变得越来越陌
生。

随着落榜 500 强的消息传出，一
向热闹非常的社交网络上并未过多
关注这家近年一直“不顺”的企业。
在异乎寻常的冷调中， 李宁公司正
在力图重振的营销努力看起来更加
不易。

在这样的背景下， 没有人能准

确揣想李宁的心境———只是， 当 50
岁的李宁偶尔出现在媒体镜头里
时， 还是有很多人会感触于眼前这
位略显苍老的企业家正是那位昔日
的冠军， 并想起那些他曾带给这个
国家的时代记忆。

进击的运动员
1989 年 7 月 26 日，是李宁的另

一个生日。 这一天，“李宁” 品牌诞
生。 与李宁的实际年龄相比，李宁公
司只有 24 岁。

当 1988 年李宁退役， 他的另一
段人生开始， 人们想象中的运动员
生涯的结束却并未适用于李宁———
从来没有。 在最近的一次媒体采访
中， 李宁直言：“是不是企业家不重
要，是不是运动员才重要。 ”

梳理 500 强榜单可以看到，李宁
在 2010�年首次上榜时排名 257 名，
2011 年是 297 名 ,2012 年则到了 381
名。 2013 年，李宁公司被踢出榜单。

随着榜单上的一次次后退，人
们看到了步步败退的李宁公司，但
同时也看到了一个步步进击的运动
员李宁。

在这个不一样的赛场里， 李宁
面对的是更加难以预料的市场变
局。 从公认为“开始进入困局”的
2010 年起， 李宁公司在这段特别的

“赛程”里，遭遇了什么？ 激进、扩张
太快， 被认为是李宁公司的主要症
结。

有观点称李宁公司身陷困境是
“中国制造业一个危险的信号”，“其
现状代表了整个中国制造业的困
境，即难以树立牢固的品牌”。 2008
年起， 在席卷全国的运动品牌扩张
潮中，李宁充当了激进的先锋。 当全
行业都陷入低迷时， 李宁公司仍不

断大手笔变革。
从 2010 年开始， 中国本土运动

品牌行业增长出现停滞， 而库存则
呈天文数字般增加。 2012 年，李宁公
司关店数量达到 1800 余家， 出现了
第一次亏损， 并且一亏就是将近 20
亿元。 股价从最高的 20 多元一路跌
到最低 4 块多。 李宁 2013 年的万店
计划终成泡影。

最遭诟病的是李宁的新品牌定
位。 除了 2006 年对于运动品牌时尚
化的失意尝试，2010 年李宁开始实
施品牌重塑计划， 改换新 LOGO 和
口号，试图拉拢年青一代用户，然而
新形象未能招揽新顾客， 反而糟糕
地疏远了老顾客。

2012 年，被媒体形容为“再度出
山”的李宁重新洗牌，让十余年的爱
将 CEO 张志勇下课，启用 TPG 合伙
人金珍君任董事局副主席， 与其共
同执掌公司大权。

相对一致的观点是，面对国际巨
头和本土品牌的激烈夹击以及低迷
的市场需求和庞大的库存，“李宁要
想翻身非常困难”———但在 2012 年
的一次李宁公司订货会上，“穿运动
服小个子秃顶中年人” 的李宁第一
次出现在经销商们面前， 当众做出
了一个漂亮的后空翻。 50 岁的李宁
似乎在用他年轻时的体操动作告诉
人们 ：“企业的翻身也可以这么轻
松”。

对于落榜 2013 年中国 500 强，
此前李宁对媒体的回应是：“回归专
业体育”———那正是最初的起点。

2013 年，退役 25 年的运动员李
宁正在他尚未终了的赛场上继续奋
斗。

至少，李宁公司的经销商们都还
在期待着下一次近距离欣赏李宁的
后空翻。

2013 年， 退役 25 年的
运动员李宁正在他尚未终
了的赛场上继续奋斗。

巴克莱银行日前宣布，已任命摩根大通高管图沙 - 莫札
利亚为财务总监，自明年 2月起生效。 巴克莱表示，莫札利亚
在新职位上每年将获得总计价值 600 万英镑 (约合 910 万美
元)的薪酬和奖励，包括 80 万英镑的年薪，至多 200 万英镑的
奖金以及至多 320万英镑的长期股票奖励。

据厦工股份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日前收到公司董事蔡奎全以书面形式提交的辞职报告。 蔡奎
全因个人原因， 辞去该公司的董事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职务。 蔡奎全在中国工程机械业界曾经是一个响当当的职业
经理人，被誉为“引领中韩两国工程机械发展的传奇式人物”。
他不仅是厦工的第一位“洋总裁”，也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中
国企业引进的第一位外籍职业经理人。

工程机械行业第一洋帅离职

刘伟辞去天富热电董事长职务

日前，因前董事长杨荣明已到退休年龄，广药集团进行人
事调整，总经理李楚源出任董事长、党委书记，陈矛出任总经
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公开资料显示， 2004年，李楚源担
任广药集团副总经理，李楚源表示，2010 年起担任广药集团总
经理广药集团力争在 2020 年实现销售 1500 亿元， 冲击世界
500强;2025年，进入世界医药健康产业前 20强。

李楚源出任广药集团董事长

天富热电日前公告表示，近日，公司董事长刘伟因工作变
动原因， 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交辞呈， 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
2013年 7月 18日， 公司董事会已经审议通过了刘伟的辞职。
刘伟不再担任本公司董事长职务。 刘伟确认与本公司和董
事会无意见分歧， 亦无与其本人退任有关须提请股东关注的
其它事项。

华仁药业近日公告称， 公司董事会收到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陈重阳的书面辞职报告， 陈重阳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
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
任何职务。 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华仁药业董事陈重阳离职

纪念日

1984年 7月 25日， 中国第一
家股份制企业———北京天桥百货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中国第一家
股份制企业”的成立预示着中国市
场经济的深化、商业企业股份制的
改革以及中国金融市场的起步。 这
件事的意义非凡。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
“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的“殊荣
之争”也拉开帷幕：有人认为，“北
京天桥”当之无愧，也有人质疑北
京天桥的“股份制身份”，认为深圳
市发展银行才是中国真正的第一
家股份制企业。

时间回溯到 1984 年 7 月 25
日，当天上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
限公司成立。“北京天桥”的前身是
成立于 1953 年的全民所有制企
业———天桥百货。 正值全国各地企
业股份化的尝试悄然兴起之际，
“北京天桥”顺势发行了第一批 300

万元的股票。
在 80年代中后期，中国国企再

也无法掩饰其举步维艰的困窘，股
份制改造被认为是拯救国企的良方
而受到一致推崇。 就在理论界论证
股份制只是现代企业的一种组织形
式，不存在姓“社”、 姓“资”的社会
属性问题时，沿海的上海、深圳先后
推出多家股票上市的公司。 在这些
公司中，1986年成立的深圳市发展
银行的“原始股神话” 推动了中国
“股份制改造”运动大规模地进行。

1988年 4月 7日，经中国人民
银行总行批准， 深发展股票上市交
易， 成为中国第一个开始交易的股
票。 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狂潮中炒
出了一批百万乃至千万富翁后，人
们开始注意到市场上股票巨大的增
值功能。正是基于此种意义，不少人
认为深圳市发展银行才是中国真正
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7月 23日—7月 29日）
一周史记

1984 年 7 月 25 日

7月 23日：
1903年 7月 23日，福特公司售出第一辆汽车。
1996 年 7 月 23 日，中国第一家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

团）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
7月 24日：

1996年 7月 24日，中国国内第一家全国性的寿险公司中保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开始正式营业。
7月 25日：

1984年 7月 25日，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成立。
1998年 7月 25日，《文汇报》和《新民晚报》组成报业集团。

7月 26日：
1939年 7月 26日，美国放弃与日本签订的 1911年贸易条约。
1956年 7月 26日，国家开始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7月 27日：
2009年 7月 27日，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7月 28日：
1908年 7月 28日，我国最早设立国家储蓄银行。

7月 29日：
1985年 7月 29日，国务院批准把厦门经济特区的范围扩大到厦门全

岛和鼓浪屿全岛。
1997年 7月 29日， 中国第一个农业示范区———“杨凌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成立。

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成立

李宁的这句广告词不幸成了另一种注解
故事：李宁

【那些曾经绚烂的 500强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