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1月12日 星期二
编辑：郭志明 校对：高秀峰 美编：马丽03

那几天，姜

维和从事个体的

伙伴们翻来覆去

地念《大连日报》

上胡耀邦《怎样

划分光彩与不光

彩》的讲话，边念

边哭。

“他在胡耀邦的“钦点”下成立了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私营企业，他在

国内对于私营企业政策出现摇摆之

时东渡日本开辟商业竞争“第二战

场”，他在日本经济遭受冲击时重返

祖国开拓事业的新旅程。

他就是被称为“私企第一人”的

姜维，他的创业史堪称中国改革开放

后营商环境的变迁史。

《中国企业报》记者面前的姜维

中等个子、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1980年，从部队复员的他被分配
到大连当地的文化部门。时逢“四人

帮”刚粉碎，国家百废待兴，苦等了 8
个月，工作迟迟不能安排。等待的过

程中，他试着在大连动物园门口摆起

了小摊，弄了个“照照看”摄影亭。所

谓的小摊也就是一架旧式的照相机

和一个招揽生意的小桌子和小板凳，

开业的本钱还是妹妹几年来做临时

工赚来的 400 元。开始很多人不解，
不时遭到嘲笑甚至工商部门的刁难，

但姜维还是坚持了下来。

在当时社会的大氛围下，个体户

就是人下人，没人瞧得起。1983年 8
月 30日，刚冲洗完胶片的姜维正在
吃晚饭，广播里传来时任中共中央总

书记胡耀邦《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

彩》的讲话。胡耀邦说，从事个体劳动

同样是光荣的，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

民的劳动都是光彩豪迈的事业。胡耀

邦鼓励个体、私营老板们干光彩的

事，做光彩的人。

姜维告诉记者，他那几天和一些

从事个体的伙伴们翻来覆去地念《大

连日报》上胡耀邦的讲话，边念边哭。

“讲话给我一种力量，让我有了新的

生命和新的感觉。”姜维回忆说，正是

这篇讲话让社会上对个体户的看法

有了些许转变。

1984 年，生意一派兴隆的“照照
看”摄影摊亭升格成“姜维影书社”。

这时，一位廖姓港商到大连视察，他

在一个场合见到姜维，这次见面改变

了姜维的人生。廖姓商人愿意以成本

价 19.8 万元转给姜维一台先进的彩
色洗印设备，可 19.8 万犹如天文数
字，对当时的姜维来说无疑是个大难

题。

在那个贪污一万元就要枪毙的

年代，姜维想到了和外商合资。但当

时的《中外合资法》规定，个人不得与

外商合资，因为个体户没有法人资

格，不能在协议上签字。在大连找不

到门路的姜维不愿服输，抱着试试看

的态度来到了北京。

在北京跑了多少趟国家部委，姜

维已经记不清了，“看门的大爷要看

介绍信，当时还没有身份证，没爹没

娘的个体户没地方开介绍信，结果不

要说咨询政策，连上访都不接待”。

姜维说，记得那年 5月 4日，一位
朋友送他一张人民大会堂青年联欢

会的票，事情才开始有了转机。他见

到了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央办公

厅主任王兆国，后来，时任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全国政协副

主席肖华分别听取了他的汇报。

正在姜维在住处忐忑不安等待

消息时，一天，王任重的女儿王晓黎

和一位中年人骑着两辆破旧的自行

车来到他的住处，把他准备的报告材

料拿走，他才看到了一丝希望。这个

中年人正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

姜维预料的没错，胡耀邦一句

“让他试办一下嘛”的话，事情最终有

了转机。1984年 11月 9日，他得到了
国务院特例批准的、由大连市工商局

颁发的全国首个私营企业执照。为了

纪念胡耀邦“光彩”讲话，姜维把自己

的企业用“光彩”命名。新华社为此发

了通稿，许多国家的报纸关注了此

事，给予了报道和评论。称此私营公

司的成立是“姜维人生一小步，中国

迈了一大步”。

上世纪 80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
民营企业家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

不得不戴上“红帽子”———挂靠在机

关或国企门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

断发展，“产权清晰”无法回避，私营

企业要求变更注册登记，摘掉“红帽

子”是必然趋势。

但在剥离的过程中，遭遇了很多

磨难和意外。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

涂景新案。1993年，涂景新把自己的
公司戴上“红帽子”，挂靠在海南一家

国有公司———海南机设公司门下。涂

景新的公司后来越做越大。1999年，
他想把公司从国企门下脱钩，结果被

国企告上法庭。最后，涂景新以侵吞

国有资产罪被判死缓。

涂景新的妻子走投无路之时，通

过朋友找到了姜维，姜维又辗转把他

的材料转给了胡德平。胡德平得知情

况，专程去海南调研，并与中纪委、最

高人民法院反复讨论此事。在胡德平

的努力之下，2006年，被关押了 7年
的涂景新终审被判无罪释放。

那个时候，姜维的事业已经做得

很大，陆续成立了光彩制药、光彩遮

阳伞厂、光彩电焊机厂等。

也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偶然的事

件改变了姜维的人生路径。一位日本

议员邀请姜维组成一个代表团去日本

考察。此时正值 1989年的春天，在日
本大阪机场，姜维率领的第一个私营

企业代表团巧遇时任上海市长朱镕

基。此后，姜维来往于中国和日本之间

洽谈生意，这在当时的中国非常不易。

1995年 10月 25日，中国光彩事
业促进会在京成立。作为全国工商联

执行委员、光彩中国实业集团董事

长、中国私企第一人及光彩事业第一

人，姜维一直致力于光彩事业。

1994年，他准备在大连门一号地
带盖一个光彩大厦。楼盖到一半的时

候，突然接到上面的通知，要在此建

世界儿童公园，所有的项目都得下

马，大楼停工了。200多天后，又接到
通知，可以继续建楼。辗转反复中，姜

维失去了很多时机，由此损失了几千

万元，遗留的问题至今也未解决。

万般无奈之时，姜维来到了日

本，专心做日本的光彩事业。1995年，
中国光彩事业日本株式会社正式成

立，专门为中国的私营企业走出国门

服务。4年之后，1999年，在王兆国和
胡德平的关心下，中国光彩事业日本

促进会正式成立，这是光彩在海外成

立的第一个促进会，也是迄今为止正

式得到承认的一个。他们集中了日本

的华侨企业家，回国投资做项目。

在日本的事业成熟后，姜维难以

分身，就把国内红红火火的制药、制

伞、电焊企业全部转给了朋友或合伙

人，全力致力于日本的事业。

此后，日本经济逐步进入下行通

道，很多日本企业纷纷找到了姜维，

希望能通过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

会开展同中国生意伙伴的合作。

2008年，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让
雷曼兄弟轰然倒塌，雷曼兄弟下属的

迪斯尼制作公司也随之倒闭，日本的

分公司也要跟着倒闭。他们找到了姜

维，希望他能把公司接下来，移师中

国。

中国还没有这方面的制作公司，

姜维思虑再三，得到了太太的支持，

把公司买了下来，搬到了中国，并把

公司命名为“北京 176 光彩文化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公司的 10个制作专
家也一起来到了中国。

之所以叫“176光彩文化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姜维说是为了感谢中

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文化强国的号

召和支持，正是这次会议关于大力发

展文化产业的精神让姜维找到了自

己事业的契合点。按日文的意思，

“176”还是“一起努力、大发展”的意
思。

2011年，公司在北京举行了正式
进入中国的仪式。

这期间，姜维得到了北京市文化

资源委员会的支持，这为他大力开展

在中国的文化事业提供了便利。

2013年 8月 30日，光彩事业举
办了纪念胡耀邦同志发表“光彩讲

话”30周年座谈会，姜维重新穿上他
那套灰色的中山装。

他激动地说：“30 年前，是耀邦的
光彩讲话让我这个个体户有了挺起

腰杆做人的尊严；30年后，中国改革
开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我这个

个体户依然为自己一直坚信干光彩

的事、做光彩的人而骄傲。”

姜维告诉记者，时逢十八大三中

全会召开之际，他作为中国改革开

放 30 多年发展的亲历者，作为新中

国第一代私营企业者，更应该珍惜

民营经济来之不易的一切，中国的

民营企业家应该永远铭记三个字

“勿忘本”。

声音

“我的很多朋友移民了，他们还让

我移，我说我不走，因为我太爱这个地

方了。”在由大午集团和天则经济研究

所共同举办的学术论坛上，大午集团

董事长孙大午深情地说。

让孙大午难以割舍的是大午城，

“天是蓝的，空气是透亮的，人是淳朴

的，我舍不得这里。”

“我的朋友们为什么要成帮结队地

移民呢？首先要问一下，这个社会对民营

企业家是肯定的吗？在一些官员眼里我

们就是猪，可以随时宰杀，又是一头待宰

的羔羊，心里有很多的屈辱感。”孙大午

一语倾诉道破了企业家移民的苦衷。

“最近有人说在商言商，我说他这

是恐惧政治，是一种对政治的无奈，你

说他根本不关心政治吗？”孙大午像是

在自问自答，“这是一种无奈，是一种

更深沉的关注，有一种深沉的担忧和

恐惧。”

“我们不关心政治行吗？什么叫政

治？在我思想当中，政治就是人们的社

会生活，人们生活在一个社会里面，政

治根本就离不开你，它就像空气，就像

水一样，每个人都需要，都离不开。不

信我们看一看，当你出生在农村的时

候，不存在城市户口，这是不是政治？

当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念政治课本，

我们读历史，我们想去做一个红色接

班人的时候，这是不是政治？”

孙大午说，大午集团成立 30 年
了，1995 年就已跻身全国民营企业
500强，2003年企业固定资产过亿元，
企业做错了什么呢？

令孙大午耿耿于怀的正是 2003
年那个著名的孙大午非法集资案。“当

企业家大量的精力不得不用在维护

‘关系’上时，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当企业家在辛辛苦苦做事的时候，却

怀着一种屈辱感、一种不安全感，那又

是怎样难以言表的一种境况呢？”

所以，孙大午说：“我们应该关心政

治，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和谐，我们希望

能够发展得快一点，发展得好一点。”

今年整个经济是下滑的态势，一

些企业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困难。孙大

午说，不好的形势下也有很大的商机。

自己的企业就适应得不错，今年还有

向外投资扩张的态势。

“但扩张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

题。”孙大午谈到了自己的肥业公司，今

年想扩产到年产八万亩甚至十万亩。

这个肥业公司已经 20多年了，可是当
建了厂房想扩大规模的时候，电力局

不给安装变压器，理由是没有土地证。

“而在这块土地上大午集团 20年前就
建了厂了，难道说土地不合法吗？”

孙大午去了电力局，问是怎么回

事，是不是电供不应求？对方说电根本

卖不出去，他们也想多卖电，也想卖给

大午，但是政府有文件，必须有前置手

续才能卖。“这样一环套一环的关系，

逼着人要耗大量的精力去协调。”

孙大午说，现在的上学难、就业

难、看病难、养老难、住房难，“难道不

是需求？不是市场？不是民营企业发展

的机遇吗？”

“如果国家把这些彻底放开了，如

果我们的土地承包三十年变成一百

年，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可以出租，可以

转让，可以抵押的时候，这个社会会发

展得更快，上述问题也可迎刃而解了。”

孙大午说，政策就是机遇。“其实

回想一下，企业家做了点事不是单单

个人的成就。没有改革开放政策，企业

家什么也做不成。再往深里说开去，当

地有个好政府，有个好官，在这个情况

之下，企业家才能有所作为。”

孙大午：仍有官员把企业家当待宰羔羊
本报记者 王敏

我的三次创业：
私企第一人眼中的营商环境变迁史
本报记者 王敏

壹第 1次创业：

从个体户到首位私营业主

《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

要桥头堡的意见》 明确支持普洱加快清洁能源基地建设。

普洱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也将清洁能源基地建

设作为了一项重要内容。近几年来，普洱依托丰富的能

源优势，围绕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把清洁能源产业发展

作为支柱产业来抓，以水电开发为主，积极发展新能源，

全市清洁能源产业实现较快发展，普洱成为了“西电东

送”、“云电外送” 的重要能源基地。

普洱是全国水能资源富集的地区之一，全市年平均

自产水资源总量 326亿立方米，占云南省水资源总量的
15%，居全省第一位。澜沧江、怒江、红河 3大水系 100
多条4级以上河流穿境而过，可开发水电资源的河流有62
条。全市水资源总量829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居
全国之首，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 1500万千瓦，占全省
蕴藏量的 15%，其中已探明可开发利用的水能资源 1200
多万千瓦，是发展清洁能源最理想的地区。

近几年来，普洱市以水电为主推动清洁能源发展。

引进实力雄厚的华能澜沧江公司开发糯扎渡水电站，北

京大唐国际公司开发李仙江、云南滇能集团开发泗南江、

国电集团开发阿墨江、云南路桥股份公司开发威远江等

水电站建设，带动各流域开发建设梯级电站。其中华能

集团已在普洱市境内开发澜沧江流域水电资源 444万千
瓦，大唐集团已开发普洱市境内水电资源106万千瓦。

目前，普洱市已建成水电站 122座，装机规模合计约
680万千瓦，其中：中型水电站13座、小型水电站 109座，
在建水电站13座。华能澜沧江糯扎渡水电站装机规模585
万千瓦，装机容量居全国第四位、云南省第一位，是实

现国家资源优化配置，全国联网目标的骨干工程，是实

施“西电东送”、“云电外送”战略的基础项目，目前糯

扎渡水电站已投产发电5台机组，计划2014年全部机组投
产发电。其它在建的勐野江水电站、普西桥水电站等大

中型水电站计划于“十二五”期间全部建成投产。

在大力推进水电开发的同时，普洱加快推进风能、

太阳能、生物质能发电项目建设，新能源开发有重大突

破。中广核普洱澜沧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装机

规模4.8万千瓦澜沧县甲俫波风电场、大唐普洱新能源有
限公司开发建设的装机规模 4.95万千瓦的墨江县联珠风
电场开工建设，云南裕隆风能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宁洱

县硝井风电场已开展前期工作。装机规模3万千瓦的景谷
生物质发电项目于 2013年 8月核准，今年内可开工建设。
同时，已建成全省唯一正常运行的秸秆气化站1座。以农
村户用沼气建设为重点，广泛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积极推进节柴代柴，有效保护了森林资源和改善了生态

环境。

普洱市在电源建设快速推进的同时，不断完善电网

结构，加快电网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西电东送”、

“云电外送”的基础设施保障。普洱已形成覆盖城乡的大

电网，2012年底，普洱市拥有500千伏变电所1座、500kV
开关站 1座、 220千伏变电所 3座、 110千伏变电所 18座。
500千伏线路总长 1089千米，220千伏线路总长 1106千米。
同时，农村电网建设已见成效，全市 103个乡 （镇）、998
个行政村 100%通电，已全部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
“十二五”期间，普洱电网规划新建糯扎渡送电广东依800
千伏换流站1座、 500千伏开关站 1座、 220千伏变电站 2
座。

今后，普洱清洁能源发展将以水电为重点、风电和

生物质能发电为补充，着力延伸产业链，打造好国家

“西电东送”、“云电外送”的清洁能源基地。到 2015年，
力争实现电力装机容量达到 1000万千瓦以上，发电量 400
亿千瓦时以上，产值100亿元以上。一是重点推进水电发
展。以澜沧江干流水电开发建设为中心，澜沧江、李仙

江、怒江支流水电开发为重点，加快推进糯扎渡、普西

桥、忠爱桥、长田、勐野江 5座大中型水电站建设，争取
早日投产发电。合理开发曼老江、者干河、南朗河、勐

嘎河等小流域梯级电站。二是稳步推动风能、生物质能

发展。加快推进墨江联珠风电场、澜沧甲俫波风电场、

宁洱硝井风电场建设，探索生物质能产业发展，推动生

物质发电项目建设。三是延伸清洁能源产业链。充分开

发利用水能资源建设水电站水库，同时发展清洁能源基

地的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天然渔业等产业。

李海权

普洱市加快清洁能源
基地建设步伐

糯扎渡电站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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