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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基亚前 CEO获巨额离任薪酬

狮门娱乐首席财务官将退休

江湖

从虚幻首富宝座跌下的宗庆后

在现实中遭遇更凶险的打击。中秋前

夕，关于宗庆后被砍伤的传闻不绝于

耳，由此引发的企业家人身安全话题

成了中秋团圆和明星婚变之外的另

一个热点。

人生无常是一切命运更迭的缩

写。对于企业家来说，百转千折后抵

达成功的创业历程或许是最好的无

常，而在相反的另一边，旦夕间的“血

光之灾”则必然是最坏的无常。

人们常用“搏命”来形容历经艰

辛奋斗不懈的企业家，对于那些遭遇

飞来横祸的企业家来说，他们的确在

用生命验证如斯。

山西海鑫钢铁集团原
董事长李海仓：民营钢铁大
王的猝逝

十年来，李海仓遇害一直是中国

钢铁行业引以为憾的叹息。

2003年 1月 22日，离春节只有

几天的时间，李海仓像平常一样在办

公室工作着。然而，一声枪响结束了

这个本该平静安宁的日子。

开枪的是李海仓的“发小”冯引

亮。正因为两人交情匪浅，冯引亮才

能够在案发当日毫无困难地直入李

海仓办公室。

生于 1955年的李海仓和冯引亮

只差半岁、自小相识。有媒体在报道

中描述：“当李海仓与别的孩子发生

矛盾时，冯引亮就成了李海仓的保护

神。李海仓有好吃的东西也和冯引亮

分享。”

谁能想到，这样一种真挚的发小

之情，在多年后却变为同归于尽的惨

剧。

在此之前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李海仓和冯引亮走过了相似的人生

轨迹。他们几乎在同时成家立业，又

不约而同走向创业。 1985 年，30 岁

的冯引亮承包了造纸厂，到 90年代

初，冯引亮成为当地企业明星。1987

年，李海仓白手起家创办焦化厂。至

1993年，海鑫钢铁集团应运而生，很

快跻身全国钢铁企业 20强。李海仓

成为赫赫有名的“民营钢铁大王”。

随着李海仓钢铁王国一天天壮

大，冯引亮的事业却渐渐走向下坡

路。在无法释怀的成败差距面前，误

会、冷落以及嫉妒交织的纠结情绪，

终于因为一件无法达成的转让地皮

事务，促使冯引亮走向最残酷的决

绝。

2003年 1月 22日，在李海仓的

办公室里，三声枪响，两人死去。曾经

的兄弟以他们各自都无法想象的方

式就此诀别。无论事因为何，在这起

突发的枪杀事件中，李海仓都是无辜

的受害者。

关于李海仓，留在中国企业家史

册上的还有这样一些印记：生前担任

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两次当选

“全国劳动模范”、位列《福布斯》2002

年中国富豪第 27位……与猝然逝去

的生命相比，这些印记如同虚无。

内蒙古祺泰服饰公司
原董事长云全民：年轻梦想
的残酷中止
在媒体关于遇害企业家的梳理

中，云全民的遭遇被一致认为“最惨

烈”。这不仅因为云全民遭遇了歹徒

残忍的杀害，还在于遇害时他年仅 36

岁。

1993年，24岁的云全民创业了。

在此后的日子里，这个年轻人以锐意

创新和独辟蹊径的经营理念，打造出

了服装业的国内知名品牌。云全民在

国内服装行业率先引入海尔模式，创

造性地推出了终身免费洗涤、整形的

售后服务，将一个成裤加工厂发展成

为一家中型集团公司。云全民曾获呼

和浩特市“十大优秀青年企业家”等

荣誉称号，他热心慈善事业，在国内

洪灾和非典期间多次捐款。

显然，这是一个有着美好前景的

年轻企业家，他有着更远的梦想。对

于云全民来说，人生的精彩才刚刚开

了好头。

然而，2005年 9月 25日，这位

年轻企业家的梦想被残酷地中止。

当天上午 10点多钟，云全民在

开车上班路上遭遇绑架。从这一刻

起，云全民的生命进入倒计时。

第二天上午，云全民的家人将

240万元赎金交给绑匪。赎金并未换

回亲人。当晚 7时许，云全民遇害。

根据警方调查的结果，实施绑架

杀人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一个多月前

就已开始计划，他们跟踪云全民，掌

握云全民的活动规律并选择绑架地

点，甚至连后来活埋受害人的土坑都

已事先挖好。

酝酿中的罪恶徐徐展开，云全民

对即将到来的杀身之祸浑然不知。直

到案发当天，他走进了早已计划好的

死亡圈套。

云全民离世在内蒙古当地引发

了强烈回响。对于这位年轻企业家的

遇害，业内外无不扼腕叹息。

援引一位媒体记者的描述，在暮

色沉沉中，云全民公司占地 200多亩

的现代化工业园区，生产车间依旧灯

火通明，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繁忙工

作———他们正用这样的方式来祭奠

逝去的云全民。

纸老虎文化集团原董
事长胡忠：最好时光里的最
坏噩运

直到今天，在网上搜索“纸老虎

文化集团”，关于原董事长胡忠遇刺

身亡的新闻依然是最多的结果。这件

发生在 3年前的凶杀案，并未从公众

视线中淡去，而胡忠生前所创立的这

家企业却几乎“消失”了。

在 2010 年 7月 29日之前，关于

胡忠，是一个充满励志和希望的故

事。被称为“京城第一代报童”的胡忠

在报刊发行行业摸爬滚打 21 年。

1999 年，胡忠创办了纸老虎，从此也

创立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企业模式。

2008年，胡忠的企业迎来了 9周

年庆典。那一年行业普遍状况不佳，

胡忠却迎来了创业以来最好的时光。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胡忠的喜悦和信

心溢于言表。2年后的 2010年是胡忠

创业第二个十年的开端，也是生于

1969年的他刚刚跨入不惑之年，对于

这位处于壮年的企业家来说，更精彩

的未来正等待着他。然而，一切定格

于 7月 29日。当天下午，胡忠在地下

停车场遭遇歹徒被刺身亡。

最好的时光里，胡忠遭遇了最坏

的噩运。

时光追溯到很多年前，毕业于声

乐系的胡忠没有去做歌手，而是做起

了报纸发行勤杂工，直至担任总经理

助理，然后辞职创业。胡忠的创业故

事里没有奇迹，只有踏实苦干。在遭

遇飞来横祸之前，胡忠和他的公司正

酝酿着更美好的企业前景。

随着噩运突降，胡忠猝然离世，

带给他一手创办的企业以致命一击。

从那之后，本来蒸蒸日上的纸老虎公

司突然暗淡了。

如今，网上关于纸老虎公司的最

新消息，仍然是几年前的胡忠被刺事

件。胡忠的继任者———现任公司董事

长曹彰武在姐夫遇害后接手企业，而

他所能做的是“用其它领域赚的钱补

贴纸老虎的亏损”，然而曹彰武依然

在坚持着———或许这就是对胡忠最

好的纪念。

本报记者 汪静赫

当生意需要用生命来搏

纪念日

1958年，国家在松辽地区展开

了大规模石油勘探，7、8 月松基一

井、松基二井先后开钻，均未见工

业性油流。经国家派专家分析论证

后，将松基三井井位选定在大同镇

高台子隆起上。11月 24日石油部

正式批准松基三井设计方案，1959

年 4 月，决定由松辽石油勘探局

32118钻井队进行松基三井钻井施

工，井深 1050 米时开始取芯，在

1461.76米完钻试油。

1959年 9 月 25 日，中国石油

勘探队在东北松辽盆地陆相沉积

中找到了工业性油流。时值国庆 10

周年，所以这个油田以“大庆”命

名。大庆油田的发现，打破了中国

是“贫油国”的论调。

解放前，中国只有甘肃老君

庙、新疆独山子、陕西延长 3 个小

油田和四川圣灯山、石油沟 2 个气

田，年产原油仅 10 余万吨，石油基

本上靠从外国进口。大庆油田的开

发，使原油产量大幅度增长。到 1963

年 12 月，周恩来终于可以自豪地宣

布：中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经可以

基本自给了，中国人民使用“洋油”

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松基三井出油是发现大庆油田

的基本标志。为纪念在国庆十周年

前夕松基三井首次出油，将油田内

的肇州大同镇改为大庆镇，油田正

式定名为大庆油田。在油井南 15米

处，立有“松基三井完钻喷油纪念

碑”，上面刻有一些为发现大庆油田

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地球科学工作者

的名字。

大庆油田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

石油生产基地，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

的特大型砂岩油田之一。由萨尔图、

杏树岗、喇嘛甸、朝阳沟等 52个油气

田组成，含油面积 6000多平方公里。

勘探范围包括黑龙江省全境、内蒙古

海拉尔、吉林延吉、珲春等 15个盆

地，登记探矿权面积 16万平方公里。

（9月 24日—9月 30日）
一周史记1959年 9月 25日
9月 24日

1909年 9月 24日，中国设计的第一条铁路通车。

9月 25日

1959年 9月 25日，我国发现大庆油田。

1986 年 9月 25 日，中国第一家破产倒闭企业———

沈阳防爆器械厂被整体拍卖。

9月 26日

1984 年 9月 26 日，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

声明。

9月 27日

1825 年 9月 27 日，世界第一条铁路在英国正式通

车。

9月 28日

1983 年 9月 28 日，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的

职能。

1995年 9月 28日，我国首例假画侵权案一审审结。

9月 29日

1913 年 9 月 29 日，中国最早的故事片《难夫难妻》

上映。

9月 30日

1983年 9月 30日，中国获联合国人口奖。

2000 年 9 月 30 日，建桥史上“第四座里程碑”———

长江大桥通车。

发现大庆油田 打破“贫油国”论
同洲电子日前公告，董事会于 2013年 9 月 18 日收到公

司董事兼副总经理马昕的辞呈。马昕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

事和副总经理职务。同时，公司董事会于 2013年 9月 17日收

到公司财务总监李凯军的辞呈。李凯军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

财务总监职务。两人辞职后均不再在同洲电子担任其他职务。

克罗格 CEO拟明年初退休

狮门娱乐公司近日宣布，其首席财务官詹姆斯 -基根将于

10月 1日退休，其职位将由维亚康姆集团前首席财务官詹姆斯

-巴奇接替。基根已为狮门工作了 25年，他将留在该公司担任

顾问至明年 1月 3日，以帮助顺利完成交接。巴奇曾于 2008年

至 2010年担任维亚康姆集团的执行副总裁、主计长兼司库，并

于 2010年至 2012年担任该公司首席财务官兼执行副总裁。

美国最大传统食品杂货店运营商克罗格日前宣布，其首席

执行官大卫 -狄龙将于明年 1月 1日退休，其职位将由现任总

裁兼首席运营官罗德尼 -麦克穆伦接替。狄龙现年 62岁，已为

克罗格效力 37年，自 2003年以来担任 CEO。从 CEO任上退下

后，他将继续担任该公司董事长，直至明年年底。麦克穆伦现年

53岁，于 1978年加入克罗格，历任多个领导职位，包括副董事

长和首席财务官，2008年至今担任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富国银行拟再裁员 1800人

美国最大抵押贷款提供商富国银行日前宣布，由于利率

上升导致的再融资需求的下降，计划在全美范围裁减超过

1800个抵押贷款相关的工作职位。这是该行继上月宣布在美

国抵押贷款部门裁员 2300人后在该部门进行的又一轮裁员。

该行发言人表示，此次裁员是“我们为适应商业周期而正在进

行的另一轮裁员的一部分”。他表示，此次裁员将影响到富国

银行在全美范围的员工。

诺基亚日前表示，作为将该公司手机业务出售给微软（微

博）（32.79, -0.85, -2.52%）公司（MSFT）的结果，其前首席执行

官史蒂芬 -埃洛普将获得一个据估计价值约 1880万欧元(约

合 2550 万美元)的薪酬包。诺基亚表示，在此次出售完成后，

埃洛普将获得 18个月的基本工资，外加一笔短期管理现金奖

励，总计价值 420万欧元。此外，他还将获得价值约 1460万欧

元的股票薪酬。这些薪酬的大约 70%将由微软公司支付，另外

30%由诺基亚支付。

通用电气任命油气集团新 CEO

通用电气近日宣布，已任命现任 GE交通运输集团首席

执行官 Lorenzo Simonelli为其 GE油气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接

替 DanHeintzelman，后者将出任总公司的副董事长。该公司还

表示，Russell Stokes 将接替 Simonelli 出任 GE 交通运输集团

的 CEO。自 2007年以来，通用电气已投入 140亿美元用于收

购，以扩大其石油和天然气业务，后者是该公司增长最快的部

门，年度营收高达 150亿美元。

恒信移动独董遭证监会立案调查

恒信移动近日公告，2013年 9月 16日，公司独立董事柴森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达的《调查通知书》，通知内容

如下：“柴森：因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你进行立案调查，请予以配

合。”公司相关人员将积极配合此项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本次立案调查事项，是针对柴森个人的专项调查，目前公

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同洲电子副总、财务总监双双辞职

上海家化日前公告称，公司董事长葛文耀 9 月 17 日提出

申请：“本人因年龄和健康原因申请退休，请董事会批准。”这

则消息，让上海家化成为关注焦点。按上海家化的 2012 年年

报，葛文耀 65 岁，在上海家化的董事长任期终止日期为 2015

年 12月 18日。今年 5月，由于同大股东平安信托之间的理念

冲突，葛文耀被免去上海家化大股东家化集团董事长之职。随

后，葛文耀与平安爆发口水战，一度导致上海家化股价大跌。

经有关方面调停，双方噤声。

葛文耀请辞上海家化跌停

据报道，西门子任命托马斯为新首席财务官。托马斯是西

门子现任 CEO 乔 -凯瑟尔的好友，后者上个月从 CFO升任

CEO，随后 CFO岗位一直空缺。凯瑟尔的前任彼得·罗旭德因

公司再次没有达到利润目标而被解职。罗旭德被认为是西门

子重组和走出贿赂丑闻影响的功臣，解职前曾要求获得更多

时间来解决公司面临的问题。托马斯现任西门子旗下工业部

门 CFO，而工业部门是该公司最大的盈利部门之一。

西门子任命托马斯为新 CFO

法航预计亏损拟进一步裁员

法国航空公司日前表示，已与员工探讨了最新的自愿离

职计划，以削减成本。该公司已连续第六年运营亏损，并预计

今年将达不到盈亏平衡目标。该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 Fred-

eric Gagey表示：“我们目前处于需求疲软时期。”法国航空是

法航 -荷航集团的一部分。该公司还表示，下财年实现盈亏

平衡势在必行。

云全民

李海仓

胡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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