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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8日，以“美丽创造财富，文化促进交流”为主题的

中韩文化交流大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主办单位代表北京国际

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田爱习、韩国前副总理田允喆、韩国产

业融合协会常务副会长崔万范等出席并发言。此次活动承办

方北京福腾嘉鼎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彤表示，中

韩两国一衣带水，是隔海相望的近邻，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

长，希望通过活动进一步推进中韩两国在文化及更多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共同为促进文化、经济做出自己的努力。与会嘉

宾仁和集团董事长杨文龙则分享了关于健康产业有序发展的

一些建议。 （王茗）

中韩文化交流大会在京召开

10月 27日上午，集文化、旅游、商业、酒店四大内容。包括

万达城、主题公园、高端酒店群、滨湖酒吧街、大型秀场等业态

为一体的华东最大文化旅游投资项目，合肥万达文化旅游城

开工建设仪式在合肥市滨湖新区举行。安徽省、合肥市领导，

地方和中央驻皖新闻媒体以及投资、建设方代表等数百人共

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合肥万达文化旅游城位于合肥市滨

湖新区的核心板块，北起云谷路，南至环湖北路，西接庐州大

道，东到包河大道。紧邻合肥市地铁轨道 1号线，1号线预计

2016年全线运营通车。万达文化旅游城占地 100公顷，总建筑

面积 90万平方米。总投资金额 190亿元。是华东最大的文化

旅游投资项目。万达文化旅游城计划 2016年建成开业，建成

后，预计日最大接待量达 10万人次，可同时容纳 5万名游客，

预计年接待游客 2000万人次，直接创造 3万个就业岗位，预

计文化旅游综合年收入 50亿元。 （张骅）

合肥万达文化旅游城动工开建

近日，由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主办、一汽丰田 CROWN 皇

冠品牌冠名赞助的“2013皇冠杯中国业余高尔夫球城市精英

挑战赛”总决赛在广东清远狮子湖国际高尔夫度假俱乐部完

美收杆。经历了 5 个月、12大城市的选拔赛及 3 天的总决赛

之后，选手黄浩以 220杆的总成绩，成为今年该项赛事的个人

年度总冠军；长沙代表队则以总分 1152 的成绩，成为今年该

项赛事的团体年度总冠军。颁奖晚宴上，体育明星、奥运冠军

纷纷现身助阵，与参赛选手及到场的媒体记者共享高尔夫球

运动及皇冠品牌的魅力，使整个活动更受瞩目。

近日，由全国全联民间文物艺术品商会主办的第十六届

北京古博会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开幕。今年的古博会刻意

突出了中国民间文物传世传承的主题，为首都及全国古玩爱

好者奉献了一道道民间文物传承发展的新成果。原全国工商

联常务副主席孙安民，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张柏等嘉

宾，为商会领衔建立的《中国民间文物传世工程组委会》、《中

国民间文物档案编委会》、《中国民间文物鉴定评估委员会》、

《全国古玩商会会长研究生进修班》的启动仪式揭牌。

2013“皇冠杯”总决赛完美落幕

纪念日

2001年 11月 10日 ，中国加入世贸组

织决定获通过。

2001年 11月 10日下午，世界贸易组

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以

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

入世贸组织的决定。在中国政府代表签署中

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并向世贸组织秘书

处递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批准书 30天后，

中国将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

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对外

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世贸组织（前身为关贸总协定）是当今

世界处理贸易问题的重要国际组织，其基

本职能是制订和监督执行多边贸易规则、

组织多边贸易谈判、解决成员间的贸易争

端，对世界经济贸易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目前，世贸组织成员间的贸易量占全

球贸易的 95％。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全

球最大的多边贸易体制，将进一步加强我国

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经贸联系，为我国的对外

开放扩展新的空间，将有助于推进我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为国民经济持续

快速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我国改革开

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

相一致的。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

个重要特征，它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推

动下，以跨国公司的全球运作为载体，在全

球范围内进行的一场深刻的产业结构调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没有

中国的参加，世贸组织是不完整的，不能体现

多边贸易体制的普遍性和公正性。中国加入

世贸组织对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建立

国际经济新秩序将起到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将更加符

合通行的国际规则，大大改善中国的产业和

投资环境。与此同时，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会

逐步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从而为世界各国

各地区提供一个庞大的市场和商机，这必将

使中国对全人类作出新的贡献。

正如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一样，我国

加入世贸组织有利有弊，但总体符合我国的

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加入世贸组织，将给我

们在许多方面带来发展机遇，有利于继续深

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及

产业升级，有利于扩大就业总量和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更多地扩大

出口和更好地利用外资；有利于实施“走出

去”战略，在更广阔的天地参加国际竞争与合

作；有利于我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分

享多边贸易体制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加入世贸组织也会使我们面临一些严峻的挑

战，政府部门对经济的管理从观念上、体制上

都需要做必要的调整，企业的管理方法、经营

机制也需要做相应的转变；随着更多的境外

产品和服务业进入国内市场，我国的一些产

业将面对更激烈的竞争，特别是那些成本高、

技术水平低和管理落后的企业会遭受一定的

冲击和压力。

（11月 5日—11月 11日）

一周史记

2001年 11月 10日

11月 5日

1986 年 11 月 5 日 , 我国第一台核子秤研制成

功。

1993年 11月 5日，我国第一台 586微机诞生。

11月 6日

1998年 11月 6日，我国第一所网上大学开学。

11月 7日

1996年 11月 7日，美成功发射火星探测飞船。

1949年 11月 7日，陇海铁路全线通车。

11月 8日

2000年 11月 8日，新中国第一个记者节。

1997年 11月 8日，长江三峡工程顺利截流。

11月 9日

1998年 11月 9日，微软和 Intel公开分裂。

11月 10日

2001年 11月 10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决定获

通过。

11月 11日

1971年 11月 11日，联合国大会恢复我国合法

席位。

1987年 11月 11日，全国第一条全封闭立交快

速公路部分通车。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决定获通过

“蚂蚁小，但蚂蚁精神伟大。”马

云说自己喜欢“蚂蚁精神”是因为其

被赋予了更深刻的文化内涵：爱心、

同情心、协作，永不放弃。

成为互联网江湖
“蚂蚁英雄”

或许个子太小，或许眼睛太小，

再或许心灵老处于“顽童”状态，被

人叫成“小虾米”的马云小时常常跟

着搞专业的父母听评弹，边玩边听

边想：自己要有一身侠气，为朋友两

肋插刀，可以走江湖，快意恩仇。

大学毕业当了老师以后，马云

心中的那股“江湖义气”越发膨胀。

在“捕龙虾可以致富，捕鲸鱼不可以

致富”的“虾米理论”指导下，从 1 个

“蚂蚁”的翻译社，到“3个蚂蚁的”网

络公司，到“无数蚂蚁”组成的阿里

巴巴，不断地以“蚂蚁精神”与“大

象”角逐，直至成为行业教父。马云

用他的成功生动地诠释了“蚂蚁可

以啃大骨头”，“蚂蚁可以成为大

象”。

马云 20几岁的时候就有自己经

商的理论依据“虾米理论”：“捕龙虾

可以致富，捕鲸鱼不可以致富”。当

他走上互联网之路之初，大学同学

都当他是真实的“疯子”。但是如网

评者说，当初，如果他没有“蚂蚁啃

骨头精神”，他绝对不会北京、杭州、

深圳、美国到处闯荡，最后成为互联

网江湖“蚂蚁英雄”。

企业家马云能与张纪中导演交

上朋友，原因之一是他喜欢导演导的

金庸作品《鹿鼎记》那份快意。很多艺

术家喜欢与马云交朋友，的确是看到

了他身上“商人传奇故事”的快乐基

因与不确定性带来的明星效应。

尤其是当日本软银投资入股、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接见马云、阿里

巴巴上市等等轰动世界的新闻出现

时，那些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信息一

度成为阿里巴巴“蚂蚁精神”的背景

音乐，行业“大象”的地位已经获得

轻松反衬。

《赢在中国》节目播出的日子

里，马云与史玉柱等企业家大佬们

品足了“江湖大佬”的荣光和轰轰烈

烈，但像企业家王利芬所言，马云依

然坦坦荡荡，真实自然。他心里一直

在想着：蚂蚁、大象，谁主江湖？

“蚂蚁”可以成为“大象”

2007 年“第四届中国网商大会

上”，“蚂蚁”和“大象”江湖对决成为

新闻。当时马云与台湾制造业巨头、

“大象级企业家”郭台铭“较劲”，让人

们相信了一个真理：有力，不在个子

高矮。到了 2013年，当马云与媒体分

享“退休的艺术、管理的秘诀、痛苦的

经历、自己的变化、人生的思考”时，

依然没有忘记提醒媒体人，他的“梦

想与义气”依在。尽管他已经成为了

真正的“大象”，但“蚂蚁”已经活在他

的骨子里。

此时，郭台铭已经把马云请到自

己公司，这位美国《福布斯》全球富豪

榜的富豪不得不认这个“蚂蚁朋友”。

他们都记得当年的对话，郭台铭

坚定一点：“虚拟实境的新经济形态

最终还是要依赖庞大的实体产业来

实现终极价值。”而惯于豪言的马云

却说，“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但我的梦

想刚好跟郭先生相反。”

那时，欣赏前 IBM 总裁郭士纳

“大象会跳舞”的郭台铭比马云大很

多。在他眼里，“跳舞的大象”与“蚂蚁

雄兵”开战，似乎是个商业笑话。在郭

台铭看来，只要这只“大象”会跳舞，

懂得在严格制度流程和具体问题的

弹性处理间寻找平衡，这个世界还是

属于“大象”的。

事实上，郭台铭没有想到，鬼精

鬼灵的马云琢磨蚂蚁生命力时认定：

做事，就专注中小型企业。因为这些

蚂蚁最需要帮助，最具有团队意识。

当然，聪明的马云不是不分析大象，

因为大象们拥有大量的独到资讯、资

金优势，容易所向披靡。

不过，他仍然很固执地认为，“今

后是谁越灵活越成功，而不是谁规模

越大越成功，所以我希望世界上有更

多的蚂蚁超过大象，而大象如不努力

也会摔跟头。”

多年过后看结果，马云是在坚持

质疑“究竟有几头大象能跳舞”中走

过来的。他一边质疑，一边“啃骨头”，

一边说“能跳舞的大象都是国宝，国

宝就是少，能长上翅膀的老虎我还没

见到过。”

当时，刺激到马云的还有一句话

“蚂蚁最好爬到大象的背上，才能有

所作为”。早就被称为“杭州神童”的

马云真地意识到“蚂蚁的优势就在灵

活和个性化。”

如今，“蚂蚁”成为了“大象”。

熟读金庸的武侠，骨子里依然发

挥武侠精神的马云，2012年 76 亿美

元赎身雅虎。锋利依旧的他表示：我

们要创造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最伟大

的公司，进入世界 500强，存活 102

年。当 2013年 10月有媒体继续问他

“昔日的蚂蚁”能否再度上演“蚂蚁绊

倒大象”经典传奇时，他乐呵呵回答

到：“看看再说。”

本报记者 江雪

马云，“蚂蚁”可以成为“大象”

【企业家讲故事 6】

民间文物商会打造民间文物新景观

资讯

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民间研究机构———艾丰经济发展

研究院今天宣布正式成立。全国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王钦

敏，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

员会原副主任高尚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石军等参加

了成立仪式。

艾丰是中国知名新闻人、品牌专家、经济学家。以其个人名

字命名的这家经济发展研究院，将侧重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创

新能力领域，致力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重大问题的研究与探

索，为经济决策提供参考，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为民生谋福祉。

艾丰经济发展研究院由一批在中国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学

者发起成立，以艾丰为院长，厉以宁、高尚全、陈锡文为顾问，并

聘请了多位专业、权威、知名的高级研究人员从事研究工作。

艾丰经济发展研究院将秉持“实用性、权威性、前瞻性”理

念开展课题研究工作。目前，研究院正筹备可持续发展以及创

新两个指数的研究工作。同时，已经启动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

的课题研究工作。在今天的揭牌仪式上，研究院与中国工人出

版社合作出版《时论中国》丛书的第一本也宣布首发。

据介绍，研究院发展目标是成为国内领先、具有国际影响

力和公信力的民间智库。

艾丰经济发展研究院在京成立

国内首家法律服务搜索网站法斗士网（fadoushi.com）近

日正式上线。法斗士网运用先进的互联网垂直搜索技术破解

信息不对称，帮助广大有法律服务需求的用户免费快捷地找

到高性价比的律师，解决“找律师难，找律师贵”的难题，同时

也帮助律师突破传统熟人圈的限制，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找

到高质量的客源，从而促进整个法律服务业的信息化与标准

化。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许开辰是拥有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

位的美国华人执业律师，另一位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黄浩则

担任过 360的架构师和赶集网的技术总监。 （刘军）

首家法律服务搜索“法斗士”上线

由中国质量协会主办的“第十三届全国追求卓越大会”于

11 月 3 日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科学发
展———实现有质量的增长”。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

工信部副部长杨学山、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王文斌等领导和

全国性行业协会负责人、我国优秀企业的代表近 400人出席
了此次大会。会上为第十三届全国质量奖获奖组织与项目以

及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业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

中国质量协会会长贾福兴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就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与我国的发

展政策做了专题报告。

第十三届全国追求卓越大会召开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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