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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从新疆回来，在昌吉回族自治
州农村综合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培训
会上，我们做土地流转方面的介绍和技
术培训，反响很不错。”一个晴朗冬日的
午后，伍勇见到记者说。

半个月来，从长沙到常德、南昌、上
海、石家庄、新疆昌吉、北京，伍勇的日程
排得满满当当。

伍勇，土流网创始人、CEO。对于
这位年轻的互联网创业者而言，刚刚开
启的 2016 年是忙碌而又充满希望的一
年。“今年我们将吸纳更多的土地流转经
纪人，完成线下布局；同时将积极探索土
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保险模式，启动土地
金融大计划。”伍勇说。

1984 年，伍勇出生于湘西南大山深
处一个叫岩背村的地方，当地经济发展
滞后，交通闭塞。上世纪 80 年代末，岩
背村开始种植金银花，家家户户靠着金
银花养家糊口，送子女上学。伍勇的父
亲，也是当地千百金银花种植户中的一
员。高中时，伍勇就开始帮助家里和乡
邻销售金银花，并通过触网阿里巴巴取
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正是这些经历，
激发了他互联网淘金的梦想。

进入大学后，伍勇对互联网的兴趣
越来越浓厚。大三那年，伍勇瞄准了方
兴未艾的域名投资，抢注了包括北京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在内的国内近 500
所大学的域名，计划以此打造一个名为

“千校联盟”的大学生信息发布平台。虽
然没有亲自把这个项目操作起来，但是
伍勇因此在业界声名大振，同时还淘到
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后来，伍勇在一家农业公司实习时
发现，很多种植户花几十元钱就能租到
一亩地，而有些人却要花几百元。带着
疑惑，伍勇做了一次调查，原来信息的匮
乏使需要土地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土地。
很多人因为不懂行情，实际支付地租比
市场高出很多。

那段时间，伍勇刚好在帮同学找房
子，他突然想，网络上有那么多房屋出租
流转的平台，是不是可以打造一个土地
流转的平台呢？

就在他产生这个想法后不久，2009
年初，中央一号文件公布，其中有一项是

“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这让伍勇嗅到了土地流转市场化变革的
方向以及民间力量参与其中的可能。

2009 年 6 月 25 日，第 19 个世界土
地日，伍勇创办的土流网上线了。网站
运营初期，伍勇和他的创业团队经历了
很多磨难，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盈利模
式，甚至一度到了发不出工资的艰难境
地。无奈之下，伍勇只能放下“老板”的
身段出去兼职好几份工作。咬牙坚持一
段时间后，公司终于走上了正轨。

如今，只要打开土流网，关于土地求
租和出租的信息一目了然。顺着链接打
开页面，卫星地图导航系统使得每块土
地都可在线看到其详细的地图位置信息
和卫星照片，从而使流转的土地有了极
好的在线展示条件。目前，土流网土地
挂牌面积已达 3.4 亿亩，成交 9200 万
亩，拥有 84 万注册会员，成为我国最大
的土地流转综合服务机构。

2015 年 8 月末，《国务院关于开展
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
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布，
赋予试点地区“两权”（农村承包土地的
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融资功
能，农村数万亿沉睡的资本正在被盘活。

为满足三农领域对于金融服务多元
化、多层次的需求、合力推动农村金融创
新向更深层次发展，土流网正在酝酿“土
地金融大计划”。

“每年与上万名农业经营者打交道，
我非常清楚他们的苦衷：找银行，地不能
抵押，农机抵押也困难。好不容易放开
了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银行依然兴趣
不大。”伍勇说，银行的痛点在于中间渠
道不畅通，而土流网就是要做好这个中
间平台。

为此，伍勇与太平洋保险合作推出
一项新金融服务，通过估值担保的方式
为融资企业提供担保，获取银行贷款。
如果融资方无力还款，太平洋保险只需
将作为抵押物的土地经营权交给土流
网，让土流网再次流转出去即可变现。

从农村走出来的伍勇深知农民生活
的艰难，他希望通过土流网，改变农村土
地流转传统模式，促进农业的规模化发
展，让农民生活更美好。现在，他的理想
正在一步步实现。

土流网伍勇：

网络“做媒”

土地“待嫁”
本报记者 许红洲

程维，滴滴打车创始人兼 CEO，1983 年出生。在创业之前是阿里巴巴的员工，先在阿里巴巴 B2B 工

作 6 年，后在支付宝工作两年，曾做到事业部副总经理级别。2012 年 6 月，程维和小伙伴们一起创办小桔

科技，同年 9 月，滴滴打车上线。在 3 年多的时间里，滴滴打车迅速崛起，成为打车软件的领导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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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 焦丽莎 王 琦亦有贡献

刚刚过去的 2015 年，对于滴滴出行创
始人兼 CEO程维来说，既甜蜜又苦涩。

急速飙涨的数据让滴滴成为独角兽企
业中的巨头——估值从年初合并后的 50
亿美元上涨至 165 亿美元，员工数量超过
5000 人。滴滴创业 3 年注册用户 2.5 亿，
高峰时期的日呼叫超过 1000 万次，覆盖
360 个城市，已切走中国出行市场 80%的
蛋糕。

程维本人还是国内最年轻的独角兽企
业 CEO，他左拥腾讯、右傍阿里，口袋里有
近 40亿美元的现金。

有投资人评价程维是一只“土狼”，这

显然并无贬义。滴滴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处
于高度竞争的市场，狼性是滴滴的竞争力。

可今天的程维依旧满口都是危机感。
“滴滴就是一辆 250 迈高速行驶的汽车，在
路况异常复杂的路上，还有人来撞你。任
何一个细节操作的失误，任何一个弯道甚
至一块石头，都很可能让我们前功尽弃。”

对于这样的濒死时刻，程维很熟悉：
“很多次，稍不小心，滴滴可能就死掉了。”
被放弃、惶恐、极度不安的经历没有把他变
成一个脆弱的人，反而让他在面对重大决
策时更加坚定和大胆，面对危险时更加谨
慎，更加小心翼翼。

——“我们做很多事情是不留后路的，那个山头必须拿下，这是滴滴
的文化”

““昨天上海订单量涨了昨天上海订单量涨了 110110%%””““华东华东
区服务器需要支援区服务器需要支援”，”，穿过滴滴的办公区穿过滴滴的办公区，，
能够不时听到这样的话能够不时听到这样的话，，就像上世纪二三就像上世纪二三
十年代的美国交易所大厅十年代的美国交易所大厅，，紧张气氛满紧张气氛满
溢溢。。滴滴会议室滴滴会议室，，大大小小不下大大小小不下 2020 个个，虽

然装修风格都很一致，但是名字毫无章法：
西客站、C980、七天七夜、狼图腾。每一个
会议室名字的背后，都是滴滴曾经经历的
腥风血雨。

7 天 7 夜，是滴滴 CTO 张博最难忘也
流传很广的“励志故事”。2014 年 1 月，滴
滴发起补贴大战，背后是微信和支付宝的

“支付决战”。两周时间里，订单量上涨 50
倍，眼看 40 台服务器撑不住了。张博向程
维求助，程维连夜电话连线马化腾，马化腾
立刻在腾讯调集了一支精锐技术部队，一
夜间准备了 1000 台服务器。在苏州街的
银科大厦，张博和技术团队、腾讯部队奋战
7天 7夜，重写服务端架构。

“当时的情况是，我们的服务器挂了，
用户就会涌向快的，快的就会挂，用户再涌
回来，我们就会挂。考验的就是谁的服务
器先稳定下来，用户就会沉淀。”张博说，那
一次，快的扛了 10天 10夜。

“周二走出大厦，浑身都发臭了。一位
策略工程师直接进了老婆产房，另一位工
程师的隐形眼镜已经拿不下来。”张博这辈
子都忘不掉，团队有人出现了幻觉，大喊一
声“地震了”，所有成员轰轰轰跑下楼，发现
其他人都没感觉。

“我们做很多事情是不留后路的，那
个山头必须拿下，这也是滴滴的文化。”张
博说。

——“我每天感觉坐在一辆飞速行驶的车上，轮子都要飞出去了，但还要

踩油门，每天都惊心动魄”

去年春节后，《中国企业家》杂志曾推
出封面报道，多维度复盘了这场历时两年
的“入口飙车”。21 天的“情人节计划”（合
并谈判）给出行市场按下暂停键。“我以为
滴滴和快的竞争就是总决赛，合并后可以
好好建设家园了，没想到只是亚洲小组
赛。”程维在夏季达沃斯发言时说。

“滴滴当时处在巨大的危机中。”程维
发现，可以载入中国互联网史的合并案并
不能给滴滴快的带来安全感，很可能面临
人员离职和公司动荡；Uber 强势进入，通
过烧钱迅速扩张市场；各垂直领域的拼车、
巴士纷纷成长起来，给滴滴很大压力。

合并后的那个春节，程维几乎是在快
的杭州公司度过的。“我们的确花了很多精
力，做动员工作，合并谈判时间很短，很多
工作都是合并后做的。”

为了照顾合并期的敏感情绪，程维在
任何场合讲话一定要说滴滴快的，而不是
滴滴或者快的。这位公认的“暖男”也有简
单粗暴的时候，他给高层管理者下任务，

“向你们汇报的人不能有一人流失，必须找
到合适他的岗位”。滴滴专车事业部总经

理陈汀说，这是死命令。
一年后重提合并，程维有几分轻松：

“这就像年轻人结婚过日子，两艘船变成一
艘，新船长得把命运和船身捆在一起。”

最初的合并方案中，原快的打车董事
长兼 CEO 吕传伟会在一年之后“退居二
线”，现在看来，时间提前了不少。外界似
乎已经忘却这位曾经的“行业亚军”，而是
把 更 多 的 目 光 投 向 程 维 的 新 对 手 ——
Uber。

Uber 强势进攻，充当了滴滴快的整合
的调和剂。“没有 Uber 这一仗，两家磨合
的时间可能更长，彼此会观望。”滴滴人力
行政副总裁杨建宏承认，在 2015 年 3 月到
5月两个月时间里，整合的节奏是放缓的。

这一次程维的对手是估值 500 亿美元
的 Uber，以及它背后的斗士特拉维斯·卡
拉尼克（Travis Kalanick）。去年上半
年，Uber 中国烧掉了近 15 亿美元。过去
的一年，特拉维斯·卡拉尼克一半以上的时
间都在中国。要知道，在 Uber 全球排名
前五名的城市中，中国占据四席。最可怕
的是，Uber一击即中滴滴软肋。

“Uber 是带着枪和炮来的，我们还拿
着刀，需要赶紧进化。”滴滴平台产品总监
罗文说，但专车价格的下探势必引发出租
车司机不满，如何化解政策风险？上线仅
4个月的专车产品尚不完善，如何补短板？

眼看眼看 UberUber 就要弯道超车就要弯道超车，，程维怒了程维怒了，，
要么应战要么应战，，要么等死要么等死。。他火速调集市场他火速调集市场、、业业
务务、、PRPR、、HRHR 和财务同学和财务同学（（滴滴内部互称同滴滴内部互称同
学学），），成立了成立了““狼图腾狼图腾””项目组项目组，，和和 UberUber 火火
拼拼。。他每隔一个小时就会给陈汀发一条信他每隔一个小时就会给陈汀发一条信
息息：“：“空吗空吗？？过来一下过来一下。”。”以至于以至于，，坐办公室坐办公室
的陈汀微信运动量维持在每天的陈汀微信运动量维持在每天 11 万步以万步以
上上。“。“老大的压力很大老大的压力很大。”。”陈汀说陈汀说。。

那段时间那段时间，，滴滴每个人身上都散发滴滴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狼狼
性性”。”。罗文几乎每天早上跑步进公司罗文几乎每天早上跑步进公司。“。“99
点钟的早会点钟的早会，，迟到一次罚迟到一次罚 200200，，到第三次就到第三次就
是是 500500，，我都被罚哭了我都被罚哭了。”。”有时候他在公司有时候他在公司
门口遇到程维门口遇到程维，，两个人一起跑两个人一起跑。。

和和 UberUber 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程维称为闪电战程维称为闪电战，，
拼的是最有效的组织资源拼的是最有效的组织资源，，快速奔跑赢得快速奔跑赢得
市场市场。“。“这这 1010 个月个月，，我每天感觉坐在一辆飞我每天感觉坐在一辆飞
速行驶的车上速行驶的车上，，轮子都要飞出去了轮子都要飞出去了，，但是我但是我
们还要踩油门们还要踩油门，，每天都惊心动魄每天都惊心动魄。”。”

——“创业就是晚上推开一扇房子的门，外面是夜路没有灯。只知道应该

走出去，但是不知道路上会碰到什么”

滴滴在裂变。这和创业第一天程维想
的不一样。“当时没有想太多，也不敢想。
直到现在，一切都是为了活下来，想生存就
要去找办法。”他用了一个比喻，“创业就是
晚上推开一扇房子的门，外面是夜路没有
灯。只知道应该走出去，但是不知道路上
会碰到什么。竞争的残酷远远超过我想象
的千万倍。”

去年 9 月 23 日，美国西雅图，程维作为
最年轻的中国互联网企业 CEO，出现在第
八届中美互联网论坛上。

起初收到赴美邀请函，程维心情忐忑，
“不敢信，也不敢想。”对于一家估值 165 亿
美元的创业公司而言，他不敢说成功，只是
活下来了。尤其是在不远处，西方巨兽一
直虎视眈眈。

此前，估值超过 400 亿美元的巨无霸
Uber 创始人特拉维斯·卡拉尼克主动找上

门：“要么接受 Uber 占股 40%的投资，要么
被 Uber打败。”程维毫不犹豫，开战！

在美期间，程维去了特斯拉、谷歌和苹
果参观，他开玩笑说：“只有 Uber 不让我
进。”其实早在创业初期，他就和朱啸虎去
过 Uber 总部。当时，滴滴正在进行 C 轮融
资，程维的想法也很简单：“想看看 Uber 有
没有兴趣投 5%，意思一下。”但是，5%显然
满 足 不 了 特 拉 维 斯·卡 拉 尼 克 的 野 心 。
Uber 提出的占股比例是 30%到 40%。双
方期望值差距太大，导致谈判流产。

实际上，投资人和 Uber 间的沟通从未
停止。朱啸虎经常去美国，和 Uber 沟通也
很频繁。但 Uber 的期望值居高不下，程维
只能给个位数。更何况，在一轮接一轮的
融资战之后，Uber 也集结了长长的股东名
单，沟通的复杂程度大大增加，合并的几率
趋近于零。

Uber 拿着十几亿美元来中国烧，在程
维看来有点过分。“那时滴滴刚开始做专
车，不管在资本、营销还是技术上，都没法
跟全球级企业相比。”他的怒火被激发，开
始给自己定很夸张的目标，比如，融资要超
过它，营销超过它，同时裂变出很多事业
部，“想也想的到，当时状况乱糟糟的，还好
看起来没那么狼狈”。

去年 4 月，几家国外打车软件创始人
造访滴滴大厦。“他们听说 Uber 在中国砸
了很多的钱，却没有打进来，都很好奇，因
为 中 国 是 Uber 在 全 球 第 一 个 碰 壁 的 战
场。”这为之后的投资案埋下伏笔，就在程
维参加中美互联网论坛的前一天，滴滴拿
出 1 亿 美 元 投 资 美 国 第 二 大 打 车 软 件
Lyft。而此前，滴滴已经相继投资了东南
亚打车软件 GrabTaxi 和印度的 Ola，其国
际化雏形渐显。

在程维的手机里在程维的手机里，，有一个有一个““太平洋太平洋””微微
信群信群。“。“我让这些国外企业的我让这些国外企业的 CEOCEO 装了微装了微
信信，，平时在群里交流平时在群里交流。”。”投了全球合作伙伴投了全球合作伙伴
以后以后，，资本不再是滴滴的劣势资本不再是滴滴的劣势，，加起来已经加起来已经
有超过有超过 707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亿美元的现金储备。。

““联盟的形式好过互相厮杀联盟的形式好过互相厮杀。。滴滴国滴滴国
际化有两个步骤际化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投资第一步是投资，，产品慢慢产品慢慢
打通打通；；第二步是关键事项比如融资第二步是关键事项比如融资、、大数大数
据据、、运营经验的分享运营经验的分享。”。”程维说程维说。。

在外界看来在外界看来，，程维在全球布下每一子程维在全球布下每一子
都是战略意义大于资本意义都是战略意义大于资本意义。。众所周知众所周知，，
UberUber 是是““一本手册打全球一本手册打全球”，”，但程维坚信但程维坚信，，
任何想要靠一种文化占领全球的野心家都任何想要靠一种文化占领全球的野心家都
会失败会失败。“。“东南亚东南亚、、印度印度、、欧洲欧洲、、日本日本、、韩国都韩国都
有当地的交通情况有当地的交通情况，，怎么去整合怎么去整合，，怎么和政怎么和政
策沟通策沟通，，怎么可能是滴滴或者一个美国公怎么可能是滴滴或者一个美国公
司在全球做的呢司在全球做的呢？？一定是通过合作达成一一定是通过合作达成一
个大联通共享全球收益个大联通共享全球收益。”。”

——“滴滴是最没有安全感的公司。我们生在血海狼窝里面，就注定

要面对残酷的竞争，一刻不得停”

滴滴发展得太快了。成长速度过快，势
必导致问题产生，而这些问题有致命的可
能。程维曾说，“滴滴是一家容错率很低的
公司，一个错误就可能前功尽弃”。

去年 10 月 9 日，程维从上海市交委主
任孙建平手中接过“首张专车牌照”。当天
下午，滴滴大范围宕机。张博的第一反应是
黑客攻击，这对于他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
后来发现，是一个运维工程师的误操作。

宕机那天，顺风车事业部总经理黄洁莉
的微信爆了，“前老板、前前老板、各种同事
都来问滴滴怎么回事儿”。程维突然发现，
滴滴已经融入每个人的生活，宕机就跟全城
停电一样。那一整天，张博手都在抖。

在程维看来，滴滴的危机感远远不止
这些：“滴滴是最没有安全感的公司。我们
生在血海狼窝里面，时间和地点都不对，出
生 在 战 争 年 代 ，就 注 定 要 面 对 残 酷 的 竞

争。一刻不得停。”
在滴滴内部，有一条硬性规定，中层以

上每个月必须体验产品 30 次以上。“我是整
个公司当专车司机次数最多的人。”陈汀甚
至要求所有产品、运营和技术人员每月一天
全职开专车，至少 10 个小时以上，这样才能
拿到全额工资。“坐在办公室写写代码，怎么
知道司机在想什么？”

“补贴少了，订单少了，横向竞争多了，
全指派和抢单不一样了，还有新政、新规没
下发，都是司机关心最多的。”双边平台的天
然矛盾，每天困扰着程维，“订单要做起来，
起来又觉得亏太多，规模起来又要提高服务
体验。所以我们的 LOGO有一个缺口，永远
需要补足。”

在寻找安全感的路上，程维正努力接近
恐惧，熟悉恐惧：“当你努力到无能为力的时
候，上天就会给你开一扇窗。”

下图为程维下图为程维（（右一右一））在在 20152015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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