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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卫平出任尚德临时 CEO

招商基金前副总经理杨奕被捕

江湖

在人来人往的履新故事里，近

日惠普中国区新任总裁毛渝南引

起的关注十分醒目并且相当另类，

因为他有个特别的身份———毛人凤

之子。

像毛渝南这样的中国近代名人

之后，在国内外企业家中大有人

在。他们的经商故事，总能引发公

众对其先人的兴趣和回味。

那些因各种缘由走上创业之路

的名人后代，以自己的方式迎战属

于他们的时代，亦犹如身处故园回

应往昔，用各自的创业故事临摹出

一种属于先人的商业今生。

周信芳之子周英华：
时尚华裔食神

在周英华的生命里，永远有父

亲周信芳的影子。尽管身为时尚界

的重量级潮流人物，周英华的气质

早已与父亲京剧大师的风采毫不

搭界。

周英华最著名的身份是餐厅老

板，这也是他最为人熟悉的身份。

有“华裔食神”之称的周英华目前

是公认的国际华人餐饮业大亨。

1968 年，周英华在伦敦创办

Mr Chow 餐厅，此后，他在洛杉矶、

纽约、拉斯维加斯等地相继开设分

店。Mr Chow 经营正宗北京菜，在

装修和服务上遵循西式风格，采用

中菜西吃的跨界组合。周英华的餐

厅生意不断扩张，他创造了中餐西

吃的理念，将 Mr Chow 打造成为海

外高端中餐馆的代表。针对西方人

很难体会中餐微妙味觉感受的现

实，周英华在其 40 多年的餐馆岁月

里，一直在努力引导西方客人，扩

展他们的味觉领域。

和许多难登大雅之堂的中餐馆

相比，Mr Chow 中餐馆多年来一直

是伦敦和纽约时尚艺术的标志性

场所之一，许多政要名流都曾是餐

厅常客，其中包括肯尼迪前总统夫

人、克林顿、英格丽·褒曼、麦当娜

等。据传闻，披头士乐队核心成员

约翰·列农遇刺身亡前就在 Mr

Chow 就餐。

在周英华看来，是父亲促使他

“在海外一直为提升中国文化的地

位而努力”。“我开餐馆，就是要把

它作为一个传播文化的地点，来展

示中国文化的杰出之处，我以自己

的方式成功了。”周英华如是说。

段祺瑞曾孙女段君宜：
执着民办教育理想

在段君宜的心中，“段祺瑞曾孙

女”这个身份是一种精神的延续。

1913 年，段祺瑞担任中国第一

所现代化军事学校———保定军校的

总办，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秉承段

祺瑞“段氏后人不从政，皆从事医

疗、教育”的遗训。20 岁考上北京

师范学院的段君宜很早就有了办

学理想，历经世事变迁，直到 1982

年，段君宜用太爷段祺瑞留下来的

一笔钱正式踏上办学之路。

起初，段君宜创办的是文化补

习学校，当时这类学校很少，颇受

大众欢迎。补习学校的培训科目多

种多样，从烹饪、汽修到英文、自考

等方面不一而足，随着办学的深

入，段君宜和家人逐渐推动学校走

向正规化道路。1993 年，56 岁的段

君宜在北京朝阳区办起了全国第

一所私立学校———君谊中学。如

今，该私立学校已经发展成为囊括

幼儿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 3

个教育阶段、下辖七所学校及一家

教育咨询服务公司的民办教育集

团。

如同段祺瑞遗训的指引，段君

宜已经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转交到

她的后代。如今，段君宜的女儿陈

媛媛和外孙女陈纳已经接过这家

教育集团的重担，继续这个教育世

家对于民办教育的执着和坚持。

张作霖之孙张闾实：
写书卖茶爱创业

作为张作霖之孙、张学良之侄，

张闾实经历了一段与众不同的成

长岁月，这也使他很早就坚定了

“做个自在商人”的决心。

张闾实的父亲张学浚是一位白

手起家的商人，在张闾实的印象

中，父亲张学浚一直刻意隐瞒家世

背景，“为谋生计不辞辛苦，做过形

形色色的职业，但从未动过依靠爷

爷和大伯名字谋利的念头，全凭自

己的努力让家人过上了丰衣足食

的生活”。援引张闾实自述，父亲张

学浚创办的公司主要生产哈雷机

车和雪地摩托车的零部件，产品远

销欧美，全盛时期几乎占领了欧洲

市场 1/3的份额。父亲病逝后，张闾

实接管了家中的实业公司，不久之

后，张闾实把公司管理权和股份全

部交给了哥哥，转而发展文化事

业。

2007年，张闾实决定回大陆创

业。觉得“人生中最快乐的就是创

业过程”的张闾实成功开发少帅

茶、出版书籍，他一边在商业营销

中表达对先人的纪念，一边把自己

家族在台湾的生存状况记录下来，

以此来“完成家族心愿”。

毛人凤之子毛渝南：
台湾电信教父

尽管一直顶着“毛人凤之子”的

标签，但生于 1944 年的毛渝南以其

非凡商界经历，成就了另一个著名

标签：“台湾电信教父”。

1972年，毛渝南加入美国国际

电报电话公司，从一个负责拎包的副

总裁助理开始了自己的事业。毛渝南

认为“拎包岁月”是人生中非常重要

的一段经历。因为仅仅两年过后，刚

满 30岁的毛渝南，就代表公司和台

湾电信总局谈判，随后成立了台湾科

技界第一家中外合资公司。及至 80

年代，毛渝南率先进入大陆电信市

场。有数据显示，毛渝南进入内地市

场的最初 7年间，光靠销售交换机就

超过 10亿美元。1997年，毛渝南出

任北电网络大中国区总裁，并靠带领

北电中国累计获得 20亿美元的订单

扬名业内。2006年，62岁的毛渝南在

3Com 公司濒临退市危机时使其起

死回生、市值飙升 4倍。

毛渝南在管理上强调“以身作

则”，他经常向下属传达的管理理

念是：“我们不应该把组织架构看

做是一个汇报体系，它真正是一个

支撑体系，我是你的老板，不是因

为我官比你大，你要向我汇报，而

是因为我应该支持你，当我不能够

支持你时，我就不能做你的老板。”

外界评价，带领惠普中国复兴，

将是 69 岁毛渝南职业生涯的最后

一役。

本报记者 汪静赫

往昔名人的商业今生

纪念日

虽然互联网还是近几年

才热起来的话题，但早在 1987

年 9 月 20 日中国首封电子邮

件就上网了。这一天，钱天白

向西德卡尔斯鲁厄大学发出

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Email)

“穿越长城，走向世界”，从而

在中国首次实现与 Internet 的

连接，使中国成为国际互联网

络大家庭的一员。

在当时的西德接通 Inter-

net 不过是两年前的事情，即

使在整个西欧，也仅仅是 4 年

以前的事情。因此，国际互联

网络的许多专家、美国国家科

学基金会等组织以及海外学

生纷纷发来贺电。当年 11 月，

钱天白应邀参加了在美国普林

斯顿举行的国际电脑科技网络

年会，并向大会专门介绍了中

国网络的发展情况。

钱天白是无锡人，1963 年

以平均 92 分的高分考入清华

大学无线电系，曾先后担任亚

太地区 Internet 协会中国组副

主席、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

小组信息安全工作专家组成

员、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98年

5月 8日，钱天白由于心脏病突

发，在北京不幸辞世，英年 53

岁。

（9月 18日—9月 24日） 一周史记

1987年 9月 20日 9月 18日

1997年 9月 18日，日本超市巨头八百伴公司破产。

9月 19日

1894年 9月 19日，洋务派创办的上海华盛纺织总厂开工。

1991年 9月 19日，首批“中国驰名商标”产生。

9月 20日

1987年 9月 20日，中国人第一次接触互联网。

1994年 9月 20 日，宝钢三期工程的第一个大项目———宝

钢三号高炉点火投产。

9月 21日

1909年 9月 21日，我国飞机设计师冯如第一次试飞成功。

9月 22日

1988 年 9 月 22日，首次横穿欧亚大陆的“东方快车”驶入

北京。

1992年 9月 22日，中国组建三大证券公司，即华夏证券公

司、国泰证券公司、南方证券公司。

9月 23日

1949年 9月 23日，苏联研制成功原子弹。

1991年 9月 23日，“中国船王”包玉刚逝世。

9月 24日

1909年 9月 24日，中国设计的第一条铁路通车。

中国人第一次接触互联网

美国农业巨头嘉吉公司日前宣布，其首席执行官格利高

里 -佩奇将于 12月 1日卸任，其职位将由现任总裁兼首席运

营官大卫 -麦克伦南接替。佩奇现年 62岁，已为嘉吉效力 39

年，六年前被任命为 CEO。他从这一职位上退下后将出任公

司董事会执行主席。麦克伦南现年 54岁，1991 年加入嘉吉，

2011年被任命为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投资人王功权被刑拘

近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证实：杨奕涉嫌“老鼠仓”已被公

安机关批捕，目前该案件仍在侦办过程中。证监会相关负责人

称，证监会已与公安部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迅速展开工作。

该负责人称，“目前，根据证监会调查情况，杨某涉嫌亲自下单

操作或伙同他人，利用其掌握的未公开信息，通过第三人证券

账户买卖与其管理的基金相同的股票，涉及股票 40余只，交

易金额 3个多亿，违法所得 1000多万元。”

两年前因为“私奔风波”而红极一时的鼎辉投资创始人王

功权，在沉默许久后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日前，王功权涉嫌

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警方以传唤名义带走，目前已

被正式刑拘。王功权生于 1961年，吉林人。上世纪 80年代末

辞职，赴海南创业，曾与冯仑、潘石屹等人创办万通集团。1998

年后转做投资人，成为中国最优秀的风险投资家之一，并积极

投身各项社会活动。

尤夫股份独立董事和董事辞职

近日，尤夫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已收到公司独立

董事许宏印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许宏印因个人原因申请辞

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及

提名委员会的职务。同日，董事会还收到董事徐云飞提交的书

面辞职报告，徐云飞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徐云飞仍然担任公司技术主管一职。

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近日宣布，金纬将不再担任首席

执行官兼代理首席财务官，周卫平将出任临时首席执行官兼

临时首席财务官，即刻生效。该公司还表示，周卫平将保留现

在的总裁和董事头衔。此前两周左右，由于对该公司的业务感

到严重担忧，尚德三名董事会成员刚刚宣布辞职，包括董事会

主席王珊、独立董事 Julian Worley和邱志忠。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拟裁员 10%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近日宣布，计划通过买断工龄裁

减 10%的员工，以帮助消除预期中的高达 610万美元的运营

赤字。同时还宣布，其董事会成员 Paul Haaga将出任代理总裁

兼 CEO，接替任职不到两年的加里 - 内尔，自 9月 30 日起生

效。内尔将出任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总裁兼 CEO。NPR已

任命了一个招聘委员会负责寻找 CEO的正式继任人选。

莱茵置业副董事长蒋威风辞职

莱茵置业日前发布公告称，根据公司董事会收到的辞职

报告，蒋威风申请辞去其担任的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职务，相

应的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也一并辞去。根

据公告，辞职后，蒋威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其辞职不会

造成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

时生效。

津燃原董事长涉中石油案被双规

据报道，天津燃气集团董事长金建平涉嫌经济问题已被

双规。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称，金建平案可能事涉中石油。此前

金得到风声，想出国但没走成。金建平原为天津津燃公用董事

会主席、执行董事、薪酬委员会成员、提名委员会主席及监察

主任。但公司 9月 2日公告金建平辞去上述职务。天津市燃气

集团成立于 2000 年，燃气管网覆盖天津全市所有区县，资产

140多亿元，为大型国有独资企业。

跨国农业巨头嘉吉任命新 CEO

近日，胡润研究院公布“2013雅居乐海南清水湾胡润百富

榜”，“地产大王”王健林以 1350亿财富首次成为中国首富。王

健林是胡润百富榜开创 15 年来诞生的第十位新首富，财富创

历年新高。去年首富宗庆后家族今年财富 1150亿元，虽比去

年增长了 44%，但退居第二。这是胡润百富榜有史以来第一次

有两位企业家财富上千亿元。

国际纸业关闭一工厂并裁员 1100人

国际纸业公司近日宣布，计划于明年初关闭位于阿拉巴

马州 Courtland的造纸厂，并裁减那里的 1100名员工。将要被

关闭的这座工厂年生产能力为 95万吨。国际纸业首席执行官

约翰 - 法拉茨表示：“做出永久关闭该厂的决定主要是由于

美国市场对未涂布不含机械木浆纸产品的需要下滑。”他表

示，国际纸业几个月前就开始考虑关闭这座工厂。

万达王健林成中国新首富

那些因各种缘由走上创业之路的名人后代，以自己的
方式迎战属于他们的时代，亦犹如身处故园回应往昔，用各
自的创业故事临摹出一种属于先人的商业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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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渝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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