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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和春秋航
空董事长王正华的人都知道，春秋的起步
是从一家旅行社开始的。

35 年前，王正华筹措资金 3000 多元，
申办成立了上海春秋旅行社。他用 2000
多元打造了 2 平方米的铁皮亭，这也是春
秋旅行社最初的营业场所。

万事开头难。当时，春秋旅行社的经
营十分惨淡。王正华回忆说，当年，他组织
到苏州旅游，一车满客为 50 人，但到临近
出发仅售出十几张票，“入不敷出是常事
儿”。

或许正是起步的艰难，造就了王正华
以及春秋“抠门”的秉性，以至于多年之后
的今天，春秋集团还流传着王正华的一句
名言：“我们的钱一半是赚出来的，一半是
省出来的。”

苦了 10 多年，春秋旅行社终于闯出了
名堂。1992 年，春秋旅行社发展成为行业

“一类社”，并在美国设立春秋分公司，打破
了“华资旅游公司在美没有成功的先例”的
历史。

就在旅行社风生水起之际，王正华又
打起了航空领域的主意，并开始酝酿包机
业务。2001 年，王正华小试身手，开始系
列包机运作，并取得了成功。

然而，好景不长，2003 年，“非典”袭
来，全国范围内入境游、出境游和国内游戛
然而止，春秋旅行社当场创下了五六两个
月分文未进的“纪录”，连总经理的月薪也
骤降到 535元。

“挺着”是 2003 年航空业的主题词。
春秋航空也不例外。王正华回忆说，当时，
公司绝大部分干部、员工只拿着最低标准
的工资，尽管如此，当年春秋包机还是硬生
生地达到了 3000余航次。

2004 年，刚刚走出“非典”阴霾的王正
华，毅然决然地组建了春秋航空，力图在廉
价航空领域闯出一条路。他的格言是，让
低收入群体也能坐得起飞机。

2005 年 6 月，春秋航空选定上海虹桥
国际机场为第一基地机场，于7月18日春秋
飞机刺破蓝天为标志，实现了 7 个“第一”：
首航第一周成为第一热点新闻、中国第一家
旅行社办的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中第一
家低成本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中第一家
自建销售系统的公司、中国航空公司中第一家
自建平衡配载系统的公司、中国航空公司中第
一家自建离港系统的公司、中国航空公司中第
一家把B2C作为主要销售渠道的公司。

成绩是斐然的，然而过程却是“惊悚”
的。说起 10 多年前春秋航空刚“起飞”的

情景，王正华的记忆里没有兴奋，只有各种
头疼：当时，春秋旅行社总社高价包机形成
巨额亏损、各分社业务明显萎缩；航权时刻
已成定局，申请难上加难；机队不成规模；
B2C 势在必行但还是有个摸索过程；廉价
航空的理念还没有深入人心，人们对廉价
航空还心存疑虑⋯⋯

“继续挺着吧”，王正华说，在困难中诞
生的春秋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势头不
好，大家挺着，自己挺着；势头回暖了，大家
挺过，该松口气了，自己还得挺着。”

果然，这一次，春秋航空又挺过了困
境，2006 年全年实现净利润 3020 万元，实
现了运行第一周年的盈利。

“从 2004 年民航局放开管制到今天，
民营航空公司已经逐步登上了历史舞台。
春秋航空、鹰联航空、奥凯航空等成为第一
批吃螃蟹的人。但同时起跑的这 3 家公
司，10 余年后的结局却各有不同——鹰联
航空被四川航空兼并后重组，更名为成都
航空；奥凯航空曾遭遇短暂停飞；春秋航空

登陆资本市场成为市值超过 200 亿元的上
市公司。”业内人士无不感慨，王正华带领
的春秋航空确实实现了廉价，并以廉价作
为品牌，站稳了脚跟。

统计显示，和传统航空公司相比，春秋
航空机票价格平均便宜三成，他们甚至推
出过“9 系列”机票——在航班上投放一定
数量的 9 元、99 元、199 元等特价机票，让
同行“恨”得牙痒痒，可就是拼不过。曾有
业内人士笑谈，就冲春秋航空渗入到血液
里的“抠门”性格，就得认栽。

春秋航空的廉价战略确实是靠一整套
举措“省”出来的。比如，春秋航空引入了
A320 客机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头等
舱，然后又改变洗手间的位置，硬生生增加
了 24 个座位；比如，为了降低起降费、机场
服务费，春秋航空采取着陆相对空闲的二
类机场、远机位停靠等手段，大幅度降低了
泊机费；又比如，在不影响飞行安全的前提
下，春秋航空选择让飞机“飞得更高些”，以
减小空气阻力，降低油耗，仅此一个项目就

为公司每年节约成本 3000万元⋯⋯
类似这样的“抠门”事儿，在春秋从旅

行社算起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数不胜数，
王正华也因此赢得了“抠门”老板的称号。

如今，已经成功登陆资本市场的春秋
航空又有了新的计划：到 2018 年，春秋航
空的飞机数量要达到 100 架，同时要开辟
更多国际航线。目前，春秋 140 条航线中
有 40 条是国际航线，这 40 条航线贡献了
春秋航空近一半的收益。仅 2015 年十一
黄金周期间，春秋航空就有 282 架次飞机
从全国 26个机场飞赴日本。

对于未来，王正华信心满满。因为，从
欧美廉价航空公司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
的廉价航空还有很大的潜力。“现在，廉价
航空占美国航空市场份额的 30%，而在欧
洲这一数字为 35%，但中国目前廉价航空
的市场份额只有 8%。中国是全球第二大
民航国，去年中国民航运输量约有 3.9 亿人
次，如果廉价航空的市场占有率能提高
1%，那么乘客将增加近 400万人次。”

从旅行社跨界廉价航空，春秋公司靠不凡的眼界、“一挺再挺”的决心和深

入骨髓的“抠门”性格，闯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尤其是自去年 1 月公司成

功上市以来，春秋航空发展步伐不断提速，引入新飞机，增开新航线⋯⋯今天的

春秋航空，“抠门”依旧在，天高任鸟飞——

“ 抠 门 ”公 司 的“ 春 秋 ”大 业
本报记者 李治国

飞 驰 吧 ！ 中 国 高 铁
——看中国铁建如何克服“走出去”的水土不服

本报记者 齐 慧

去年年初，一条贯通非洲国家安哥拉
全境的铁路——本格拉铁路全线通车，打
通了南部非洲的“黄金线”。这条铁路从设
计到施工，全部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中国铁建）下属子公司完成；小到螺
丝钉，大到机车车辆，99%的物资从国内采
购；中国标准全面取代欧洲标准，确立了

“中国建造”的金字招牌。无怪乎当地报纸
上登载了这样一幅漫画——一个中国人身
旁写着：“上帝只制造天和地，其他的交给
中国人。”

作为奇迹的创造者，中国铁建已经在
国际商战中摸爬滚打了 10 多年。“自由之
路”坦赞铁路、“中国出口”的阿卡铁路、“中
国的第一条海外高铁”土耳其安卡拉至伊
斯坦布尔高速铁路等均是中国铁建的杰
作。从初出国门的步步惊心到今天的入乡
随俗，中国铁建的“成长”经历堪称“一带一
路”战略实施中的一本教科书。

遭遇惊梦——

一场差点谈崩的谈判

2014 年 7 月 25 日，土耳其伊斯坦布
尔。小伙子于米特·居尔布兹焦急地等待
在火车站台上，准备在通车典礼结束后，率
先体验一趟高铁之旅。

这是记入土耳其历史的一天。这一
天，土耳其安伊高铁通车，时任土耳其总理
埃尔多安与多位政府官员全程试乘，并参
加通车仪式。

为了这一天，中国铁建奋斗了 10年。
从 2004 年 2 月中国铁建与中机公司

达成该项目跟踪投标合作意向，到 2014
年 7 月 25 日安伊高铁的开通，回想这 10
年的历程，中国铁建下属中国土木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立感慨地说：““这这 1010
年间的每一步都很艰难年间的每一步都很艰难，，尤其是最初的谈尤其是最初的谈
判判。。就在就在与业主签合同之前与业主签合同之前，，双方还差点双方还差点
谈崩了谈崩了。”。”

当时当时，，共有来自西班牙共有来自西班牙、、俄罗斯俄罗斯、、乌克乌克
兰兰、、日本等日本等 2828 家国际公司组成的家国际公司组成的 88 个联合个联合
体参加了投标体参加了投标，，竞争十分激烈竞争十分激烈。。

而中国方面而中国方面，，投标是由合包集团进行投标是由合包集团进行
的的。。合包集团中国铁建和中机公司共占合包集团中国铁建和中机公司共占
4040%%合同份额合同份额，，负责线上工程实施负责线上工程实施，，土耳其土耳其
两家公司占两家公司占 6060%%合同份额合同份额，，负责线下工程负责线下工程
实施实施。。中土集团以中国铁建名义在合包集中土集团以中国铁建名义在合包集
团中为牵头单位团中为牵头单位，，负责铁路线上工程实施负责铁路线上工程实施。。

标书编制过程中标书编制过程中，，土耳其两家公司为土耳其两家公司为
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了争取自己的利益，，步步紧逼步步紧逼，，中方寸土不中方寸土不
让让，，双方僵持双方僵持，，无法达成一致无法达成一致。。经过再三洽经过再三洽
谈谈，，总算达成了初步协议总算达成了初步协议，，20052005 年年 88 月月 88 日日
合包集团向土耳其业主方提交了标书合包集团向土耳其业主方提交了标书。“。“那那
段时间真是折磨人段时间真是折磨人。”。”参与谈判的人都有共参与谈判的人都有共
同的感受同的感受。。

20052005 年年 1010 月月 1313 日日，，业主宣布业主宣布：：中方中方
牵头的合包集团中标牵头的合包集团中标。。1212..77亿美元的中标亿美元的中标
价格在当时刷新了我国对外工程承包单项价格在当时刷新了我国对外工程承包单项
合同纪录合同纪录。。

然而然而，，事情进展并没有这么顺利事情进展并没有这么顺利。。投投
标的竞争对手认为标的竞争对手认为，，合包集团中标不合法合包集团中标不合法，，
遂进行起诉遂进行起诉。。好在有惊无险好在有惊无险，，经过法律程经过法律程
序序，，中方最终笑到了最后中方最终笑到了最后。。

““其实其实，，在众多竞争者中在众多竞争者中，，我们的合包我们的合包
集团价格并不是最低的集团价格并不是最低的。”。”中国铁建土耳其中国铁建土耳其
分公司总经理郑建兵说分公司总经理郑建兵说，，这个项目能够最这个项目能够最
后拿到手后拿到手，，有两条重要因素有两条重要因素：：一个是我国进一个是我国进
出口银行为这个项目提供了出口银行为这个项目提供了 55 亿美元的优亿美元的优
惠贷款惠贷款，，再加上再加上 22..22 亿美元的商业贷款亿美元的商业贷款，，贷贷
款条件比较优惠款条件比较优惠。。二是中国的技术方案有二是中国的技术方案有
优势优势。。中国铁建在国内已有丰富的高铁建中国铁建在国内已有丰富的高铁建
设经验设经验，，相较其他竞争公司技术比较成相较其他竞争公司技术比较成
熟熟。。因此因此，，综合考虑了融资成本和技术方综合考虑了融资成本和技术方
案的评分案的评分，，合包集团的综合得分是第一合包集团的综合得分是第一。。

历时多年历时多年，，合同终于签了下来合同终于签了下来，，然而然而，，
这只是土耳其高铁建设的第一步这只是土耳其高铁建设的第一步，，后面剧后面剧
情的发展更是步步惊心情的发展更是步步惊心。“。“这这 1010 年的艰辛年的艰辛
坚守坚守，，再一次证明了中国高铁的国际地位再一次证明了中国高铁的国际地位，，

‘‘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换来中国人的骄傲自豪是值换来中国人的骄傲自豪是值
得的得的。”。”袁立说袁立说。。

找到频道找到频道——

““走出去走出去””切忌切忌““想当然想当然””

谁都没想到谁都没想到，，一条只有一条只有 158158 公里的高公里的高
铁线路铁线路，，足足修了足足修了 88 年年。。用郑建兵的话说用郑建兵的话说，，
中标的幸福感转瞬即逝中标的幸福感转瞬即逝，，项目设计开始了项目设计开始了
似乎无休止的变更似乎无休止的变更。。

郑建兵坦言郑建兵坦言，，当年当年，，参与建设的中国铁参与建设的中国铁
建职工或多或少地存在不理解的情况建职工或多或少地存在不理解的情况，，认认
为被当地人刁难了为被当地人刁难了，，但经历了但经历了 1010 年的时年的时
间间，，己方终于找到了对方的己方终于找到了对方的““频道频道””——一一
方面方面，，高铁对于土耳其是新事物高铁对于土耳其是新事物，，当地铁路当地铁路
局做的前期地质勘测不够扎实精确局做的前期地质勘测不够扎实精确，，导致导致
项目不得不边勘测项目不得不边勘测、、边设计边设计、、边施工边施工；；另一另一
方面方面，，与中国市场相比与中国市场相比，，欧洲市场更重视过欧洲市场更重视过
程管控程管控，，因此也特别讲究因此也特别讲究““慢工出细活慢工出细活”。”。

20132013 年年，，由当地企业施工的安伊高铁由当地企业施工的安伊高铁
二期工程两个隧道经历了滑坡二期工程两个隧道经历了滑坡，，中方铺轨中方铺轨、、
电气化等工作均无法继续电气化等工作均无法继续。。为了保住信为了保住信
誉誉，，郑建兵先是向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求郑建兵先是向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求
助助，，迅速办好了迅速办好了 101101 名工人一个月的因公名工人一个月的因公
签证签证。。与此同时与此同时，，电气化项目经理周洪波电气化项目经理周洪波
优化施工方案优化施工方案，，将中国派遣工与当地劳工将中国派遣工与当地劳工
进行进行““混搭混搭”。”。项目部每天准时向坐镇国内项目部每天准时向坐镇国内
的袁立短信汇报施工进度的袁立短信汇报施工进度，，随时争取支随时争取支
援援。。就这样就这样，，中方在中方在““拒绝加班拒绝加班””的土耳其的土耳其
上演了中国式的上演了中国式的““三班倒三班倒”。”。

郑建兵回忆说郑建兵回忆说，，土耳其当地企业两天土耳其当地企业两天
才安装才安装 77 根电线杆根电线杆，，而中国铁建一夜就架而中国铁建一夜就架
设了设了 100100 根根，，惊得西班牙监理当场大呼惊得西班牙监理当场大呼，，

““中国企业真是太神奇了中国企业真是太神奇了！”！”更神奇的是更神奇的是，，一一
个星期后个星期后，，由当地企业推荐的第三方质量由当地企业推荐的第三方质量
检测完成了检测完成了，，结果显示中国企业铺设的电结果显示中国企业铺设的电
线误差均控制在微米级线误差均控制在微米级，“，“堪称完美堪称完美”！”！

回想起这样的回想起这样的““中国奇迹中国奇迹”，”，袁立说袁立说，，一一
次就够了次就够了，，不打算延续不打算延续。“。“这给中资企业提这给中资企业提
了醒了醒——‘‘走出去走出去’’切忌切忌‘‘想当然想当然’，’，要树立要树立
正确的海外市场理念正确的海外市场理念。”。”

袁立说袁立说，，在海外做项目在海外做项目，，真正困难的不真正困难的不
是技术门槛是技术门槛，，而是商务文化而是商务文化。。中资企业在中资企业在
国内外的资源调配能力完全不同国内外的资源调配能力完全不同。。越是国越是国
内的成功企业内的成功企业，，越是要小心依赖既有经验越是要小心依赖既有经验、、
忽视商务陷阱忽视商务陷阱。“。“一个项目一个项目，，也许在国内也许在国内 33
个月就能干完个月就能干完，，但在国外但在国外，，一年都干不完很一年都干不完很
正常正常。。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在国内可以从全国各我们在国内可以从全国各
地调配工人地调配工人，，这和从国内向国外调配工人这和从国内向国外调配工人，，
完全是两个概念完全是两个概念，，护照护照、、签证签证、、路费全是负路费全是负
担担，，施工装备和材料调配也大不同施工装备和材料调配也大不同。”。”

““走出去走出去””还应储备一批真正的海外人还应储备一批真正的海外人
才才，“，“不光要有外语人才不光要有外语人才，，还要有精通当地还要有精通当地
国际贸易规则国际贸易规则、、当地宗教文化当地宗教文化、、国际法及地国际法及地
域法律法规域法律法规，，并深谙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并深谙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
才才。”。”袁立说袁立说。。

““土耳其的高铁项目犹如一所学校土耳其的高铁项目犹如一所学校，，88
年的磨炼其实是中国企业走入发达国家市年的磨炼其实是中国企业走入发达国家市
场不得不付的学费场不得不付的学费。。经过这次历练经过这次历练，，我们我们
从技术从技术、、法律法律、、程序上已具备到欧洲一展身程序上已具备到欧洲一展身
手的基本条件手的基本条件。”。”袁立说袁立说，“，“而且到目前为而且到目前为
止止，，项目不仅没有赔钱项目不仅没有赔钱，，还颇有收获还颇有收获，，说明说明
这个学费交得很值这个学费交得很值”。”。

敲定节奏敲定节奏——

布局海外的布局海外的““五字经五字经””

对于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的中国企对于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的中国企
业来说业来说，，像土耳其铁路项目这样步步惊心像土耳其铁路项目这样步步惊心
的案例每天都在上演着的案例每天都在上演着。。相比而言相比而言，，已经已经
习惯了惊吓习惯了惊吓，，并且交过了学费的中国铁建并且交过了学费的中国铁建
明显从容很多明显从容很多。。

作为作为““中国铁路中国铁路‘‘走出去走出去’’的先锋队的先锋队”，”，
中国铁建于上世纪中国铁建于上世纪 6060 年代末年代末 7070 年代初援年代初援
建平壤地铁建平壤地铁、、坦赞铁路开始坦赞铁路开始，，就走出国门就走出国门，，
走向海外走向海外，，是较早是较早““走出去走出去””的央企之一的央企之一。。
其战略是其战略是，，明确以传统优势国别市场明确以传统优势国别市场、、资源资源
型国别市场型国别市场、、基础设施需求旺盛国别市场基础设施需求旺盛国别市场、、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国别市场为主要着力方沿线国别市场为主要着力方
向向，，防止防止““撒胡椒面撒胡椒面”，”，防止平均使力防止平均使力，，通过通过
集中力量集中力量，，重点突破重点突破。。实践证明实践证明，，这一战略这一战略
不仅使集团在尼日利亚不仅使集团在尼日利亚、、沙特沙特、、安哥拉安哥拉、、阿阿
尔及利亚等传统优势国别市场上取得了较尔及利亚等传统优势国别市场上取得了较
好经营成绩好经营成绩，，而且在马来西亚而且在马来西亚、、塔吉克斯塔吉克斯
坦坦、、泰国等新的国别市场开拓上迈出了可泰国等新的国别市场开拓上迈出了可
喜的步伐喜的步伐。。

20132013 年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后战略构想后，，中国铁建明确了中国铁建明确了
大海外战略大海外战略，，即公司海外经营要实现即公司海外经营要实现““广长广长
大高优大高优””五字经营战略目标五字经营战略目标。。

所谓所谓““广广”，”，就是经营区域要广就是经营区域要广，，尽快由尽快由
偏重非洲市场向非洲与偏重非洲市场向非洲与““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区建设区
域并重转变域并重转变；；所谓所谓““长长”，”，就是产业链要长就是产业链要长，，
不仅要积极承揽施工项目不仅要积极承揽施工项目，，而且要大力承而且要大力承
揽全产业链项目揽全产业链项目，，带动中国标准和中国装带动中国标准和中国装
备备““走出去走出去”；”；所谓所谓““大大”，”，就是业务体量要就是业务体量要
大大，，每年的海外业务量在中国同行业企业每年的海外业务量在中国同行业企业
中要稳居前三名中要稳居前三名，，远期海外业务在本企业远期海外业务在本企业
中的占比要达到中的占比要达到 3030%%以上以上；；所谓所谓““高高”，”，就就
是市场站位要高是市场站位要高，，着眼于基础设施建设规着眼于基础设施建设规
划划、、着眼于投融资环节着眼于投融资环节，，努力在高端市场就努力在高端市场就
位位；；所谓所谓““优优”，”，就是经营绩效要优就是经营绩效要优，，认真汲认真汲
取过去的惨痛教训取过去的惨痛教训，，全面强化海外经营风全面强化海外经营风
险防控险防控，，确保良好经济效益确保良好经济效益。。

找到了经验方法找到了经验方法，，中国铁建终于将海中国铁建终于将海
外市场打造成为集团又一新的增长点外市场打造成为集团又一新的增长点。。截截
至目前至目前，，中国铁建已在中国铁建已在““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沿线 3434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经营机构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经营机构，，仅仅 20142014年年
一年就承揽了一年就承揽了 4141 个项目个项目，，合同额共计合同额共计 6161..88
亿美元亿美元，，主要包括泰国马塔普港口主要包括泰国马塔普港口、、孟加拉孟加拉
达卡公路达卡公路、、马来西亚四季酒店项目等马来西亚四季酒店项目等。。去去
年年 55 月月 88 日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
共同见证下共同见证下，，中国铁建与俄方签订了图瓦中国铁建与俄方签订了图瓦
铁路及港口项目的合作备忘录铁路及港口项目的合作备忘录。。

““在中国铁建在中国铁建‘‘走出去走出去’’的同时的同时，，我们还我们还
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中国中国
铁建董事长孟凤朝介绍说铁建董事长孟凤朝介绍说。。

首先首先，，在施工中尽最大可能使用中国在施工中尽最大可能使用中国
标准标准、、中国材料和中国装备中国材料和中国装备。。在中国铁建在中国铁建
中土集团承建的安哥拉本格拉铁路中土集团承建的安哥拉本格拉铁路、、尼日尼日
利亚阿卡铁路利亚阿卡铁路、、拉各斯轻轨拉各斯轻轨、、阿布贾城铁等阿布贾城铁等
项目中均采用了中国标准项目中均采用了中国标准，，近两年带动国近两年带动国
内材料出口超过内材料出口超过 3535 亿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目前在建目前在建
海外项目使用的中国装备共有海外项目使用的中国装备共有 1000010000 余余
台台（（套套），），价值总计价值总计 2121..99亿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

其次其次，，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产能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产能
合作合作。。中国铁中国铁建中土集团在尼日利亚拉建中土集团在尼日利亚拉
各斯开发建设了我国最大的境外经贸合各斯开发建设了我国最大的境外经贸合
作区作区——莱基自贸区莱基自贸区；；开展沙特麦加轻轨开展沙特麦加轻轨
铁路朝觐运营业务铁路朝觐运营业务，，推动了中国轨道运营推动了中国轨道运营
业业务“走出去”；签约泰国火车车厢采购合
同 9.4 亿元人民币，推动了铁路机车装备

“走出去”。
最后，推动企业工业产品出口。统计

显示，近 3 年来，中国铁建共有 34 种工业
产品出口销售至全球 28 个国家或地区，销
售额 7.1 亿元人民币，正在稳步朝着国际
装备制造合作的方向迈进。

自 2013 年中国在阿拉木图提出“一带

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企业界正掀起海外投

资热潮。其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央企在

“一带一路”沿线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建

设，造福了国家版图之外的一方百姓。但

谁说给当地注入大笔资金，提振就业率，并

缴纳不菲的税收，就一定会得到当地政府、

社会和企业的热烈欢迎？实际情况可能

是，好心不一定就能把事办好，水土不服的

企业屡见不鲜。

企业能否“走出去”，是硬实力的体现，

但能否“走好”、“走稳”，则是软实力才能解

决的问题。中国铁建之所以能够从 10 年

前的步步惊心走到今天轻车熟路的段位，

对软实力的重视功不可没。

软实力的第一个层面是文化问题。基

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各国都有不同的

商业规则、政策法规以及宗教信仰。对于

“走出去”的企业来说，小到员工不能吃什

么、说什么，大到如何与工会等组织以及政

府部门打交道，都需要提前做好预案。这

也是中国铁建特别重视复合型人才储备的

原因所在。

第二个层面是社会责任问题。目前，

全球企业都愈发重视公益事业，这并不是

一种巧合。尤其对于“走出去”的企业而

言，更是如此。只有真正融入当地社会，树

立起“负责任的海外公民”形象，才能让企

业品牌真正落地，得到当地人民的认可和

欢迎。

在笔者看来，软实力还应包括第三个

层面，就是如何在“一带一路”上讲好中国

故事。目前，依旧有海外媒体质疑中国企

业走出去的目的，这其中，既有别有用心的

成分，也有我们企业沟通不到位的因素。

老话说得好，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

说傻把式，又练又说真把式。在全球化的

过程中，“一带一路”事实上形成了发展的

最大公约数，投资与受资双方既是利益共

同体，也是命运共同体。能否将这种共赢

的思想有效传递，企业的行为是根本，沟

通技巧也不能忽视。只有将中国故事讲

好，让受资方的政府、企业和人民了解中

国企业的初衷和付出，才能有效驳斥“零

和博弈”的恶意揣测，将共赢的理念真正传

播开去。

“走出去”别忽视软实力
韩 叙

本版编辑 李 会

美 编 高 妍

本版邮箱 jjrbqyb@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