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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将山东华兴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兴）打造成中国 500
强企业的孙宪华时常告诫身边的管

理团队：今天的技术已经是落后的技

术，今天的产品已经是落后的产品，

企业要想发展成百年名企，就必须不

断推陈出新！

基于公司所在地———山东滨州

博兴县钢铁贸易的蓬勃发展，华兴建

立了专业的钢铁电子商务平台———

中国钢铁超市，并于 2011年 12 月 1
日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山东省内大

宗钢铁网上现货交易的空白。

华兴，一个在加拿大上市的中国

民营企业 ,一个从生产农机设备起家、
由亏损改制发展起来的中国 500 强
企业，不经意间由实体经济步入了虚

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的领域。会

计出身的孙宪华，精打细算中为中国

民企的发展探索出一条令人惊叹的

发展之路。

华兴的设备制造离不开钢材，华

兴的波腹板生产需要大量钢材，钢材

价格的波动对企业的利润影响很大，

规避风险与企业生存密不可分。华兴

下属金属物流公司是集金属贸易、供

应链融资、加工配送、物流运输、电子

商务、废旧金属回流、仓储装卸等“七

大服务功能”为一体的现代物流企

业，年交易额 150 亿元，已成为江北
最大的金属物流中心。

孙宪华开拓性地与中国建设银

行创新推出的“融物通”供应链融资

模式，通过华兴倾心创建的中国钢铁

超市实现了物流、银行、企业的多赢

格局, 极大满足了中小企业持续发展
的需求。

孙宪华告诉记者，电子商务推动

了金属物流转型升级。中国钢铁超市

采用 B2B 模式，通过第三方仓库、物
流运输、支付实现双向交易全程电子

化。与建行创新推出的“E物通”模式
结合，具有授信快、放款快、无需跑银

行、全程电子化及网络化操作等优

点，破解了用户融资难、成本高、时间

长的问题。采用第三方担保交易结算

模式，建立起了无中介的销售渠道，

降低了会员企业的流通费用和交易

费用，提高了工作效率。对加快生产

性服务业的发展，促进钢铁产业集群

持续发展产生积极作用。目前，中国

钢铁超市每日挂牌量为 5万吨，已发
展会员 6000余家。

孙宪华告诉记者，尽管华兴早在

2002 年就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但经
过 40多年国有企业体制影响的企业
依然将那些“弊病”带给了改制后的

华兴。随着企业的发展，小成即满、

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习气在企业

蔓延。

回过头来看，孙宪华认为，经过

多年建立起来的技术创新机制逐渐

丧失了它的优势，本来引领行业的地

位逐渐被后起之秀所替代；让人引以

为豪的全国市场占有率，从四面开花

变成几个重点省市的坚守；那值得信

赖的售后服务，“真诚”的字眼逐渐被

那些急功近利者抛弃；可靠的产品质

量，成了生产、技术、销售、质检“口水

战”的由头；忠诚的员工团队也受不

了来自各方的诱惑，“进多留少”成为

企业人力资源的现状。

孙宪华说，照此下去，企业的核心

竞争优势会逐渐丧失。不走创新路，

企业只有死路一条！2011 年 1 月 26

日，华兴在加拿大成功上市，标志着

中国石材机械跨出国门、向国际市场

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

为了切实担负起对员工和社会

的责任，企业需要做强做大。“十二

五”期间，国家大力支持发展物流服

务业，公司又紧紧抓住这个机遇，决

定逆势而上投资建设金属物流。为了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公司探

索的“供应链融资”模式得到了各级

金融部门的认可，并且也享受到了它

带来的“甜头”。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企业没有

办法改变宏观环境，孙宪华只能想出

办法来适应这个环境。华兴又迈开了

新的一步：发展电子商务，发展虚拟

经济！企业几年间从实体经营到资本

运作、虚拟经营，实现了“三级跳”。

中国钢铁交易平台融惠千企

纪念日

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或亚银）是

亚太地区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合资开办

的一家金融机构，成立于 1966年 11月 24
日，12月开始营业。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
马尼拉。它虽是根据联合国及远东经济委

员会（现名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

委员会）的决议设立的，但不是联合国的

下属机构。

亚行的宗旨是，通过贷款和技术援

助，促进和加强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与合作。资金来源主要靠各成员国（地

区）认股或捐款、向世界金融市场借款和

发行债券。贷款对象为亚太地区的成员

国。贷款着重于农业、能源或为农业服务

的工业项目。贷款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普

通贷款，一种是优惠贷款。普通贷款主要

是提供给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

优惠贷款则主要是提供给贫穷的发展中

国家和地区。优惠贷款的偿还期和宽限期

长，利息也较低，该行设立的亚洲开发基

金就是作为优惠贷款用的一种特别基金。

亚行最高决策机构是理事会，由每个

成员国和地区委派理事和副理事各一名组

成，每年开会一次，决定接纳新成员、变动

股本、选举董事和行长、修改章程。执行机

构为董事会，由理事会选出的 12名董事组
成。行长是董事会主席。

亚行 1992年有成员国（地区）52个，其
中本地区成员 37个，非本地区成员 15个，
主要为美、加、英、法、德、意、瑞士等欧美发

达国家。中国从 1986年 3月 10日起正式
加入亚行，成为亚行的第 47个成员国。

各成员国（地区）按认缴股本多少拥有

不同的表决权，认缴股本越多，表决权越

大。日本和美国认缴股本最多，均占 14.9%
以上，表决权也最大。中国认缴股本

114000股，约合 13亿美元，居第 3位。中国
政府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国对亚行的官

方联系机构和亚行在中国的保管银行。

1987年 4月 28日，在大阪举行的亚行理事
会第 20届年会上，中国当选为亚行的董事
国。1989年 5月 4日—6日，亚行理事会第
22届年会在北京举行，并一致选举中国理
事为亚行理事会主席。

（11月 19日—11月 25日）
一周史记1966年 11月 24日
11月 19日

1991年 11月 19日，美国提出“星球大战”新计划。
1996年 11月 19日，北京第一家网络咖啡屋开张。

11月 20日

1984年 11月 20日，我国首次赴南极洲考察船队启
航。

1999年 11月 20日，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飞行试
验成功。

11月 21日

1984年 11月 21日，中国科学技术馆在首都北京奠
基。

11月 22日

1971年 11月 22日，人类“使者”首次抵达火星。
11月 23日

1988年 11月 23日，意大利培养成功艾滋病试验鼠。
11月 24日

1997年 11月 24日，日本山一证券公司倒闭。
11月 25日

1958年 11月 25日，三门峡截流成功。
1986年 11月 25日，中国长江科考漂流队征服长江。
1998年 11月 25日，北京市正式宣布申办 2008年奥

运会。

亚洲开发银行成立

近日，海淀工商分局、海淀区消费者协会及海淀区创

建全国文明城区总指挥办公室共同以消费者喜闻乐见的

形式倡导文明消费风尚，制作并推广“倡导文明消费 共创

文明城区”主题系列动漫。该动漫以消费教育快板为脚

本，配以鲜活的动漫人物，将消费者在购物、旅游、就餐、出

行、观看演出等多种消费活动中的不文明行为以及消费

文明规范进行展示。该主题系列动漫将教育性与娱乐观

赏性相结合，号召消费者从我做起，自觉文明消费，做一

名文明礼仪、秩序礼让、保护环境、健康理性以及依法维权

的消费者。

为提高宣传效果，文明消费动漫片将在海淀区机关事

业单位窗口单位、商场超市、旅游场所、社区、学校等地播

放，并通过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进行宣传。海淀工商

分局及海淀消协还将陆续推出消费教育系列动漫，教育消

费者辨识消费陷阱，科学消费、理性维权。同时，海淀区消

费者协会还向社会公开征集海淀区消费文化动漫人物形

象和动漫脚本，具体要求详见

海淀区消协官方网站。

北京市工商海淀分局
推消费教育新举措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江湖

谢文坚当选上海家化董事长

备受瞩目的上海家化新任董事长选举近日进行，上海家

化董事会全票通过了谢文坚担任第五届董事长的议案。这意

味着，“平安系”开始正式掌控上海家化，而近月来的家化内斗

事件也将告一段落。当日，上海家化还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谢文坚和曲建宁担任公司董事会董事。9月 17日晚，掌
舵上海家化近 30年的董事长葛文耀申请退休，公司董事席位
就此出现空缺。而随着当日的董事长人选落定，此前的关于董

事长人选的种种猜测也将宣告结束。

高新发展董事长涉嫌犯罪移送司法

高新发展近日发布公告称，根据中共成都市纪委、成都市

监察局 2013年 11月 14日发布的信息，公司董事长平兴涉嫌
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该信息的主要内容为，“近日，成都市纪

委对成都市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平兴进行

了立案调查。经查，平兴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有的问题已

涉嫌犯罪。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高新发

展此前曾公告称，公司董事长平兴因涉嫌个人违纪问题，正在

接受有关部门调查。

自仪股份董事长徐子瑛辞职

自仪股份近日公告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徐子瑛

因工作调动原因，向公司董事会提交辞职报告，辞去公司董事

长、董事以及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该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生效。徐子瑛 1969年 2 月出
生，历任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员、副处长、处长、副总经

济师；现任上海电气 (集团)总公司副总裁。徐子瑛的辞职引起
业内关注。相关人士透露，这或许与上海国资改革有关。

瞻博网络任命巴克莱高管为 CEO

美国网络设备制造商瞻博网络公司日前宣布，已任命英

国巴克莱银行的高管凯拉德皮尔为其新首席执行官，自明年 1
月 1日起生效。凯拉德皮尔在巴克莱银行担任首席运营和技
术官，同时也是该行执行委员会成员。加入巴克莱之前，他是

美国威瑞森电信公司 (VZ)的一名高管，在将威瑞森从一家地
区性电话公司发展为一家电信巨头的过程中，他作为公司管

理层成员做出了贡献。

巴克莱计划裁员 1700人

据报道，巴克莱银行将在英国削减 1700个岗位。出纳、支
行经理和支持人员为裁员对象，他们近日已得到通知。巴克莱

称他们可以得到一揽子离职补偿，但未透露细节。裁员属巴克

莱 2月份宣布“2015年前裁员 3700 人，削减开支 17亿英镑”
计划的一部分。巴克莱前不久就宣布关闭考文垂消费者银行

呼叫中心，裁员或转岗 350人。公司在声明中说：“伴随技术变
革，各分支银行能在更少人力下提供更优的服务”。

本报记者 鲁扬

公 告

胡振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公司《员

工考勤与假期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已于 2013年 11月 1
日与你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并向你所留的地址发送了《解除

劳动合同通知书》，但遭拒绝签收。现通过公告向你送达，公

司决定于 2013年 11月 1日起与你解除劳动关系，请你本人
在 10个工作日内到公司人力资源部办理相关交接手续。

北京正信岳铭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3年 11月 19日

注销公告

北 京 蓝 针 德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注 册 号 ：

110106013056471）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清算组由施路、张承德组成，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
联系电话：010-83315690

特此公告

北京蓝针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 11月 19日

11月 18日上午 8点 18分，中央
电视台 2014 年黄金资源广告招标现
场招标大会在北京举行。与往年不同

的是，这一被喻为“中国经济风向标”

的活动，将不再是总汇成一个简单数

字———今年央视将不再宣布招标预

售额。即便如此，从现场数百家企业

的激烈竞争和招标产品价格来看，还

是能够推测出“风向标”的指针方向：

中国经济在回暖。

央视 2014 年广告招标第一标
《我要上春晚》独家冠名由国美集团

1.31亿中得；天猫 1.4亿获世界杯射
手榜全媒体合作伙伴，溢价 148%；加
多宝 5509万元获 2014年世界杯赛事
直播赛中第一段正二位置，溢价

120%；“新闻联播后标版 10秒广告”，
六个单元中标总金额 35.0661 亿元，
比标底价平均溢价 91%，同比 2013
年涨幅 4.5%。

太阳雨太阳能有限公司总裁陈

荣华说：“今年央视招标我发现一个

新的动向，因为我们竞标的是标版二

单元和五单元，对二单元的判断有些

保守了，本来想拿第一的位置结果没

拿到，去年的经验不灵了，发现今年

普遍入标的价格提升了不少，而且竞

争确实也是比较激烈的。根据经济形

势来看，我原本觉得今年大家会谨慎

一点，实际上想过来抄底的，结果发

现大家的胆子都比较大，可能是十八

届三中全以后，为很多企业注入了动

力，释放了企业的投入热情。”

“风向标”的另一个指向是科技网

络开始全面发力。中央电视台的全媒

体战略现在已经进入状态，新媒体今

年首次纳入央视广告招标，央视在新

浪微博、腾讯微博、微信、央视新闻客

户端、搜狐客户端的用户目前已经超

过 4000万，下一年度，还将有更多新
闻和视频等各种节目会及时通过新媒

体进行投放。“看广告拿奖品”是央视

在新媒体应用方面的又一探索。观众

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APP与即
时播放的广告线下互动，观看广告的

观众将有机会得到企业的促销奖励。

新媒体首次纳入央视广告招标
本报记者 梁隽妤

———访中国 500强企业山东华兴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宪华

华兴全部采用

波腹板钢构件

建设的华兴近

十万平方米钢

结构车间内。

mailto:liulingli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