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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

商业文明冲突与企业家格局

董明珠近 7.5%持股的阳谋

本报记者 江雪

2017 年年初，企业家网红你方
唱罢我登场。企业家大咖们改变
以往“暗自较劲”的战术，开始转为
“公开还击”。马云和宗庆后两位
新老浙商代表“对立布阵”，关于实
体与创新的争论就是一个典型的

2016 年 12 月 30 日晚间，一份股

例子，在他们身后跟着的是传统制

权转让公告让珠海银隆最新股权结

造业和电商业的粉丝们。

构曝光，董明珠个人、万达集团、京东

在“吵架”、
“吐槽”成为企业家

集团等 5 方共增资 30 亿元。至此，董

“新年献词”的背后，更多的企业

明 珠 持 股 7.4627% ，万 达 集 团 持 股
3.7313%，
京东集团持股 2.2388%。

家、创业者开始思考新时期如何构

解读：

建企业的大格局。辞旧迎新，对每

过去一年最尴尬的事情莫过于

一位企业家都是全新的挑战。

“险些被人踢出去。”有人说，
“董明珠
早就有私心，但采取的是阳谋。银隆

宗庆后、马云，两位“浙
商首富”
出现分歧

就是董明珠的‘深圳地铁’。”董明珠
学会了聪明地保护自己的权利与地

新与旧，
历来冲突。

位。目前的股权结构对董明珠来说，

新年期间，各大网站的财经头

意味着话语权、决策权、管理权。企

条，几乎都是《
“前首富”宗庆后批

王利博制图

“新首富”马云“胡说八道”
》的标
题。企业家圈子也分成了两大舆

董大姐近日表示，
“90 后们不愿到实

雾霾的天气下，人们的心情也

论阵营。

体经济打工，
在家里做电商，
是因为

变得灰暗，但是腾讯 CEO 马化腾

虚拟经济冲击了实体经济。
”
这一言

和乐视 CEO 贾跃亭还是选择该出

论
“惹怒”
了90后微商们。

手就出手。

2016 年 12 月 25 日，接受央视
采访的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身着
黑色西装、红色领带，
“ 开炮”前已
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承
认，
“ 娃哈哈这些年的创新能力是
在退步，除了占据营收近四分之一
的营养快线外，缺乏更多‘爆款’产
品，没有跟上消费者日益提高的消
费需求。”紧接着他毫不客气地指
出，马云的“五点观点”
（即新零售、
新金融、新制造、新资源、新技术），

在“吵架”、
“吐
槽”成为企业家
“新年献词”的背后，
更多的企业家、创业
者开始思考新时期如
何构建企业的大格
局。辞旧迎新，对每
一位企业家都是全新
的挑战。

很多微商反击：表面上这是一

2016 年 11 月，当腾讯与台湾

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较量，背

鸿海集团以及和谐汽车合资成立

后其实是一种新旧文化、新旧思维

的新能源车公司和谐富腾，在江西

的博弈，是保守势力与“向潮头立”

上饶宣布“投资额达 133 亿元人民

者的斗争。不知董明珠、宗庆后们

币落实首个纯电动车生产项目”的

如何看待 2016 年阿里巴巴完成的
3.7 万亿元交易额。这巨大的交易
额难道不是中国实体经济的产品
销售数据？

业家有了更多的底气，
是好事。

潘刚跨入全球八强的信心

时候，业内大咖向马化腾“喊话”：
“你也造车？那我们还吃什么？”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内蒙古伊利

而乐视首款量产电动车 FF91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刚

的公布更是令业界哗然。美国时

日前表示：作为一名企业家，越是在

除了“新技术”以外都是胡说八道。

2016 年 年 终 ，外 媒 传 出 消 息

间 2017 年 1 月 3 日下午，乐视超级

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坚定信心，带领企

2017 年 1 月 4 日，当两大阵营

说，
“ 马云的财富总额超越万达的

汽车深度战略合作伙伴法乐第未

业持续发展，这也是企业家的责任与

的粉丝们争论得越来越热烈时，著

王健林，成为了中国富豪榜上的新

来（Faraday Future，简称 FF）在美国

担当。

名财经专家叶檀发表了观点：

老大。
”

拉斯维加斯发布旗下首款量产

“2017 年开年前后，有两场大的舆

车。在官方宣传海报中，这个“新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责任和意

曾经对迪士尼“指指点点”的行为

物种”被指向将“重构百年汽车产

识，潘刚带领伊利在 2016 年跨入“全

而苦恼。

业”。

球乳业八强”。至于消费升级给企业

而这时的王健林正在为自己

论战役一直在延续着：一是由保险

解读：

资金争夺股权引起的实业家与资

与虚拟经济的冲突属于一个时代

本家的争论；另一场则是由宗庆后

的主题，但是牵扯到具体企业的业

2016 年 11 月 11 日，迪士尼发

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贾跃亭，关

与马云引发的实体与创新之间的

绩以及企业家的行业地位、财富地

布截至 10 月 1 日的第四季度财报

注乐视汽车。据说 2016 年 12 月 11

不可轻视。他的信心也是来自于此，

争论。这两场争论非常重要，如果

位等因素，
就会生出更多的矛盾。

及 2016 年报：全年营收为 556.32 亿

日的中国大饭店，为了聆听贾跃亭

并 预 示 到 了 伊 利 可 以 把“ 伊 利 即 品

这两场争论没能得出一个倾向性

真理越辩越明，但是生活还要

美 元 ，迪 士 尼 CFO Christine Mc-

的一场演讲，
能容纳100多人的大厅

质”
当成永远的品牌信条。

Carthy 表示，
“ 上海迪士尼有望在

围堵得水泄不通。经历了资金链危
机的贾跃亭更加成熟，他微笑地表

的结果，最严重的结果可能是导致
中国经济前行的方向出现偏差。
”

继续。

发展创造新的市场和空间，潘刚更是

（本报记者江雪整理、点评）

事后，马云表现得很淡定，他

2017 财年更接近实现盈亏平衡。
”

看来，
这不是小事。

一边宣告进军医疗健康、文化产

有网友评论，面对上海迪士尼

一向敢作敢为的马云隔空回

业，一边掏亿元购买“王菲演唱会”

2017 年就将“盈亏平衡”这一事实，

VIP 门票，
与朋友、亲人庆祝新年。

今年上半年曾豪言“让上海迪士尼

2017 年初，当创业黑马创始人

20 年不盈利”的万达董事长王健林

牛文文表述，
“ 中国创业主流还是

由坦洋工夫红茶独家冠名 2017

将会作何反应？

传统产业升级”时，中国企业家的

年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梨园闯关我

应。在马云看来，企业没有实体和
虚拟之分，只有好企业和坏企业之
分。2016 年 12 月 29 日，马云在出

而宗庆后依然坚定地表示，
“相信实体零售业开始反弹了。
”

席“江苏省浙江商会十周年大会”
时表示，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是
互联网冲击了你，是保守的思想，
不愿意学习的惰性淘汰了你，是自
以为是淘汰了你。
”
叶檀道出了这次事件的本质：
在互联网融合、线上线下融合的大
时代，技术发展已经渗进了经济的

示，
“乐视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
接下来的事情不是不可完成的。
”

坦洋工夫红茶独家冠名
央视戏曲频道综艺节目

一位 80 后微商代表在美国淘

格局需要继续建设。他说：我们经

挂帅》新闻发布会，于 2016 年 12 月 30

王健林、董明珠，吐槽
言论遭质疑

货时表示，对“野蛮人”喊后退、守

常提前欢呼一个新的趋势，但其实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成功举办。本

好自己的家门，是董明珠、王石们

深度的变化往往发生在成熟的地

次活动由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政府主

的责任。但是对 80 后、90 后的发

方。中国是一个拥有庞大产业的

办，北京中视广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这两大舆论战役，被很多评论

展模式担忧显得没有前瞻性。世

国家，实体产业需要升级。在产业

承办。

者认为是“撕下了商人的文化面

界永远属于年轻人，企业家需要更

升级和改造的过程中，很多不是靠

纱”。

加博大的格局和心胸。

技术来实现的，而是靠“互联网+”

我挂帅》于 2011 年开播，是一档自制

来提升产业效率。

戏曲综艺节目，融合知识性、趣味性、

几年前“保持风度的恼怒”还

血液之中。保守的老一代企业家，

可以当成“企业家之间的较劲”，而

常被比作汽车时代来临前夜的“马

到了 2017 年，公开化的论战竟成为

车夫”，他们可怜而可悲，发出阵阵

社会化的一道难题：企业家如何拥

悲鸣，最终还是跟马一起，被淘汰

有商业格局。

出交通工具的行列，被迫拥抱汽车

风云际会时离不开女企业家

时代的来临。叶檀认为，实体经济

董明珠。公开对虚拟经济说
“不”
的

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梨园闯关

马化腾、贾跃亭，勇猛
出击让
“造车人”紧张

对此，叶檀的结论是，
“既然是

欣赏性于一体。历史名茶坦洋工夫

互联网时代，
既然都是创新，
无论是

红茶，创制于清朝咸丰元年（1851)，与

线上还是线下，一视同仁就是必须

世博同龄，迄今已有 160 多年的历史，

2016 年，互联网正在放下往日

的。一视同仁地征税，一视同仁地

有着悠久而深刻的发展脉络以及深

的骄傲，向他们曾经鄙弃的实体经

减税。中国经济必须走出有特色的

厚的文化内涵，也是福安市对外推介

济渐渐渗透。

法治市场之路，
否则没有活路。
”

本地文化的一张优秀名片。
（李林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