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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江：

行 走在 企 业 家与学者之间
人物小传：
周海江，1966 年生，江苏无锡人，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CEO）。周海江自 2004 年任职红豆集团总裁以来，集团营收由 2003 年的 60 亿
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503 亿元，集团也位列中国民企 500 强第 64 位。2016 年红豆
集团营收 525.2 亿元,同比增长 4.39%。2016 年 12 月份，周海江高票入选 2016 年
度“中国民营经济十大新闻人物”。

一边做学霸一边做企业
1988 年，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在太
湖之滨的无锡港下镇迅速传开了：周家
长子辞去了大学教职的“铁饭碗”，要
回来跟随父亲周耀庭在港下针织厂创
业。时年 22 岁的周海江，刚从深圳大
学经济管理系毕业后进入河海大学当教
师，这在当时看来就是当了国家干部，
任职不足一年，他要自摔“铁饭碗”回
家做“农民”了。
周海江回到父亲身边时，港下针织
厂仍然处于创业阶段，他本人则成为港
下针织厂引进的第一位大学生。进厂
后，酷爱学习的周海江，先后在职完成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课程、脱产参
加中共中央党校地厅级干部进修、去美
国马里兰大学学习经济管理、在上海同
济大学获经济管理学博士、完成中欧工
商管理学院 CEO 总裁班课程、华中科
技大学 EMBA、参加美国金融管理师
（MFP） 培训，直到 2014 年读完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民经济学专业博士
课程。他不仅完成了不同学校的数门课
程，也把学到的知识直接用于红豆的经
营管理和发展中，正是学习和实战的交
叉，使红豆集团的发展理论得以不断升
华，并使红豆成长为走在中国民营企业
前列的大型企业集团。
比如，为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
为企业的发展优势，把党组织的活力转
化为企业的发展活力，周海江创立了
“一核心三优势”的党建经验，“一融合
双培养三服务”的红豆工作法及“五个
双向”的党建工作机制。“多年来，红
豆集团能够快速稳定发展，关键在于注
重企业党建工作，发挥党组织在企业中
的政治引领作用和在职工中的政治核心
作用，将党建与企业发展高度融合，以
‘党建强’促‘发展强’
。”周海江说。

创新成为一种嗜好
周海江的自信来自于不断创新及坚
持对企业实行多元化转型升级。
面对国内雾霾天气的日益增多和人
口步入老龄化社会的现实，周海江带领

集团把新的产业增长点转向了兼具环保
绿化和抗癌作用的红豆杉产业。集团于
1997 年开始研究红豆杉种子发育和人工
培育、种植，并在红豆杉栽培技术领域
取得显著成果：采用先进的 GAP 规范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大规模种
植南方红豆杉；采用酶联免疫法做紫杉
醇含量检测并开展高含量紫杉醇基因型
红豆杉的选育；用高科技手段攻克了红
豆杉的快繁技术，使之在 4 年至 5 年内
即可被加工利用，从而解决了红豆杉种
苗严重短缺的问题，使大量提取紫杉醇
并制成抗癌药物成为可能。
用创新思维、创新方式发展企业是
周 海 江 关 注 的 焦 点 。 2014 年 11 月 20
日，红豆集团等 8 家民营企业接到了工
业和信息化部发放的第四批移动通信转
售业务试点批文，标志着红豆集团加入
了虚拟运营商的行列，正式进入电信领
域。谈及来自服装行业的红豆集团为何
能入围移动通信领域并拿到“香饽
饽”，周海江表示：“为迎接以‘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为标志的大变革
时代，红豆将以加入虚拟运营商为契
机，积极探索传统工业与移动互联网相
融合的新型商业模式。作为工信部两化
融合的示范企业，红豆要做两化融合的
推动者，智慧企业的示范者。”
去年 11 月份，红豆集团正式成立
物联网事业部，拟利用信息技术，深化
服务及业务融合，提高信息资源开发利
用能力，同时计划进一步创新开发可穿
戴产品，推进“智慧红豆”建设。
如今，走进无锡市区的红豆股份旗
舰店，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面“魔
法”穿衣镜。站在镜子前，点击屏幕上
的按钮，就会跳出一件衬衫并“穿”在
你的身上。举手投足间衣随人动，虚拟
出了“穿”的效果。来自红豆股份“智

从大学课堂到乡村讲堂
本报记者 管 斌

本报记者 李佳霖

自 1987 年辞教从企，回到不起眼
的乡镇企业——无锡太湖针织制衣总厂
(红豆集团前身)至今，周海江从车间基
层做起，先后任厂车间工人、厂部秘书
等职，对企业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
使红豆集团成为拥有 10 多家子公司(包
括两家主板上市公司和一家新三板上市
企业)的集纺织服装、橡胶轮胎、房地
产、生物医药四大产业于一体的大型跨
国民营企业集团，并且面对复杂多变的
经济形势始终保持稳定健康发展。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思想政
治课老师张颖欣：

能试衣间”的试穿体验，正是红
豆股份推出的受消费者欢迎的
“个性化订制”
。
迄今，红豆集团已建有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工程中心
以及院士和博士科研工作站，形
成了一股强大的科技创新合力。
数据显示，2016 年，红豆集团共
申请专利 317 件，其中发明专利
114 件，较上年同期增长 63%。

打造“走出去”样板
早在 2007 年，国内生产要素
成本居高不下，红豆集团积极响应
国家“走出去”的号召，在商务
部、财政部等国家部委及江苏省各
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来到柬
埔寨西哈努克省，联合几家无锡企业与
一家柬埔寨企业共同打造 11.13 平方公
里的西港特区。
然而，想要在人生地不熟的境外投
资经济特区，从一片原始森林中建起一
座新城，谈何容易。如何克服水土不服
保证资金安全，如何与当地政府合
作，一连串难题摆在周海江面前。
“一切都来之不易。西港特区开发
伊始，我们每天坐着皮卡，顶着烈日，
一手一脚丈量，反复与地主核对面积，
特区 11.13 平方公里土地，需要一尺一
尺丈量，一家一家谈判。”周海江说。
除了要克服地块落差、缺水少电这样的
客观障碍外，一个重要的阻力来自于当
地人。
原来，特区在征地时就遭到当地村
民的反对，理由是征了地就没有免费牧
场放牛了。当时一头牛价值 300 美元，
几乎是一家人全年的收入。周海江带领

西港特区公司的员工一家一家拜访说
服，终于赢得了当地百姓的信任。如
今，历时 10 年艰苦奋斗，西港特区已
形成 5 平方公里园区规模，引入企业
103 家，吸纳就业 1.6 万人，成为中国
首批 （六个） 通过商务部、财政部考核
确认的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之一，是
首个签订双边政府协定，建立双边政府
协调机制的合作区。随着大批厂房建
起，越来越多的当地村民在特区的工厂
里打工，很多从事管理工作的员工一个
月工资就能买一头牛。作为该国最大的
工业园区，已带动附近村镇的人均年收
入翻了两倍多。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蓬勃发展
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是中柬务实合作
的样板，”已成为中柬两国的共识。
“只有抓住‘发展’这个最大公约
数,把‘一带一路’打造成民心工程,才
能受到沿线所在国、所在国百姓的真正
拥护。”周海江说。

“张老师讲课好，
她用心灵与我们学生交流！”
“做人是重要的，
张老师教我们做一个好人！”
这位深受学生爱戴的张老师，就是山东青年政治学
院的思想政治课老师张颖欣。这位 30 多岁的老师，在周
而复始的平凡岁月里，
用无数感人的故事温暖着学生。
当老师的，总要讲课，怎样用自己的语言取信于学
生？
“修辞立其诚”，
这是张颖欣
“所以居业”的立足点。
“诚
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立诚”使张颖欣的教
学出神入化。
张颖欣的父亲是国学专家，从小受到熏陶，加之自己
读博士，又修学传统文化，在这方面她有厚实的基础。在
教思政课以前，她多年在大学里教英语课，对西方文化有
系统的研究。于是，
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放在五千年的中华
优秀文化框架中，
是张颖欣一直在坚持的教学坐标；
而且
她特别注意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中探索学生更感亲切的
中国文化诠释途径。在古今中外的对比中彰显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魅力，
唤起青年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
除了课堂教学，张颖欣还利用周末业余时间义务走
进农村和社区开展民众的道德伦理教化。她不仅免费奔
赴山东省各地农村讲解伦理知识，而且自费购买讲课所
用设备、奖品，
自费资助农村困难家庭、捐赠衣物等。作为
自愿到乡村授课老师中最年轻的一位，张颖欣不辞辛苦、
不计报酬、甘当义工，充分体现了服务社会的使命意识。
2014 年 9 月 22 日，应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邀
请，
张颖欣作为主讲人，
向全省社会科学社团汇报并号召
更多知识分子投身民间公益。2016 年 10 月 29 日颁发的
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传播奖
“年度建设力大奖”机构类是
中华书局，人物类是山东乡村儒学义工讲师团。作为最
早的讲师团成员之一，
张颖欣也在此奖项之内。
大学科研、授课任务重，自己家中孩子小，父母年龄
大，
张颖欣奔波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确实非常辛劳。可她
看到起初去授课的村庄，在传统美德的引领下成为文明
村，
她心中的甜蜜，
就像村民站在田间地头看到庄稼的丰
收，
忘记了艰辛和付出，
只有快乐和幸福！

28 岁的创业博士徐清
年仅 28 岁的徐清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系在读
博士。2014 年 3 月份，徐清将父母为其准备在合肥买房
的 40 万元拿出，与两位好朋友合资成立安徽科幂机械科
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专门从事实验室精密仪器设备设
计、研发和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2016 年，他领衔的创
业团队获得共青团中央组织的
“创青春”中航工业全国大
学生创业大赛金奖等多项大奖，还获得了两项国家发明
专利和高层次人才创新项目资助。 张大岗摄影报道

以“三自企业”取胜未来
周海江
目前，不少民营企业都面临劳动力
红利削减、自然资源紧缺、产业竞争力
差、产能过剩等问题，陷入“成长的烦
恼”，如何在困境中突围？我认为要加
快转型升级，从三自，即自主创新、自
主品牌、自主资本中寻找发展新动力。
自主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
新、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创新不
一定赚钱，但创新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
领先就能盈利，这才是实体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所在。自主品牌的建立对于企业
而言至关重要，关系到企业能否“走出
去”。在世界经济环境中，品牌是各产
业链的链主，只有拥有了自主品牌，才

秦伯强：

能把握国际产业分工的主动权和主导
权，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快自主品牌的
培育和打造。对于自主资本，企业茁壮
成长，需要金融活水浇灌，在做强实体
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金融产业。中国民
营企业要采用直接融资模式，通过资本
市场收购兼并，让企业更快发展。
面对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新形势，民
营企业转型升级，既是企业发展的内在
需要，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要求。面临转型升级，企业会有阵痛，
但一定要坚定信心，我们要充分抓住国
家鼓励经济转型升级、加大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新政策，加快打造“三自企

业”
，取胜未来的全球化市场竞争。
新常态下，过去依靠廉价劳动力的
粗放发展模式已行不通，改变生产运营
模式，加快自主创新，才能从获取劳动
力红利向获取人才智力红利转变。智能
化是趋势，是优化供给的方向，要打造
积极探索传统工业与移动互联网相融合
的新型商业模式，向智能化转型。在万
物互联的时代，企业和用户之间不是一
锤子买卖，把商品卖给消费者，企业与
消费者的连接才刚开始。在智慧化基础
上，制造业从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
变，以人为本，以用户为中心，才能满
足当下消费者需求。

太湖上的守望

在安徽科幂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徐清（右）和工程师
正在检查反应器新产品的样机。

徐清正在磨制金属加工用的刀具。

本报记者 袁 勇
太湖是中国
第 三 大 淡 水
湖。在太湖边
上 ，有 这 样 一
群 人 ，他 们 常
年忍受着孤
独，克服着种
种困难，
从事太
湖 湖
泊 研 究
和水质监
测等工作，
为科学维护
太湖环境奉献自我，
太湖湖泊生态系统国
家野外站站长秦伯强就是他们的带头人。
1963 年，秦伯强就出生在太湖的西
山岛上，他喝着太湖水长大，继而因求学
而离开，直到 1995 年，学有所成的他又回
到太湖，通过从事湖泊研究将自己的一生
与养育了他的太湖维系在一起。
1980 年，秦伯强考取河海大学工程

水文及水资源专业，先后获得学士、硕士
学位，1989 年，他来到中科院南京地理与
湖泊研究所攻读博士，
师从我国著名地理
学家施雅风。
攻读博士期间，秦伯强开始了他的野
外考察研究工作，
当时他的主要工作地是
新疆、青海等地的野外湖泊，那时做野外
湖 泊研究 工作的寂寞是 常人 难以想象
的。
“第一次去时，开始感觉很兴奋，等到
第三次，我就不太想去了，没一个熟人和
朋友。每年都要在新疆待半年时间，就在
野外观测解冻后的天气、水温和水质，最
后还是坚持下来了。”秦伯强回忆道。
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面临着日趋严
峻的湖泊富营养化和生态系统退化等问
题，太湖流域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因此太
湖污染情况尤其严重。在这种情况下，
1995 年，秦伯强来到太湖站工作，开始致
力于太湖湖泊研究。
由于太湖的水文特征与他过往的研
究并不相同，
因此新的工作对他来说挑战
不小。
“过去我的研究以水量为主，
来到太

湖以后就是以水质为主，太湖是浅水湖，
平均水深只有两米多。相比深水湖，当时
浅水湖的研究成果较少，污染治理难度也
大，
风浪一来，
底泥全部都翻起来了，因此
我们也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当时，不仅具体的研究方法和使用的
仪器设备需要学习和探索，而且工作条件
十分艰苦，下湖所能依靠的最好设备也就
是机动渔船，
对太湖做一次全湖覆盖采样
通常要 10 天到两周时间，如果遇到强风、
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人员和仪器设备
安全都难以保障。
“很多时候，我们遇到暴
风雨天气之后，都感觉再也不想上船了，
但是下次还是要去。”秦伯强说。
克服了艰难险阻，
秦伯强带领团队取
得了丰富的科研成果，
同时他也惦念着如
何将自己的科研成果更好地服务于国家
建设和地方需求。在主持一系列科研项
目的同时，他还长期担任太湖水污染防治
专家委员会委员或咨询专家，积极推进科
研成果在太湖水体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
保护与恢复等方面的应用实践。

除了将自己奉献给太湖湖泊科研，
20 多年来，秦伯强还培养组建了一支以
中青年专家为主的、融合了湖泊科学多个
分支的研究团队，
有力地推动着国内湖泊
科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
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张运林是秦伯强带
的第一个硕士生，在他看来，秦伯强带学
生松紧有度，
让他受益一生。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20 多年不懈
努力，秦伯强带领研究团队逐步创建了系
统集成观测、实验和模拟、环境与生态时
空格局耦合的多学科协同湖泊科学研究
方法，揭示风浪过程对湖泊沉积物悬浮、
内源污染释放和蓝藻水华爆发影响规律，
提出了湖泊富营养化蓝藻水华发展的机
制、控制对策和湖泊生态系统退化的机理
及恢复途径，
成为目前国家治理湖泊富营
养化的主导理论，形成包涵技术方法、基
础理论和应用实践全方位的成果，
填补了
大型浅水湖泊湖沼学的研究空白。在他
和他的团队的科研成果的帮助下，
太湖水
质近些年也开始逐步改善。

安徽科幂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年轻的创业团队铆足干
劲搞创新。

本版编辑 胡文鹏 杨开新 徐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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