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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为平：

一 辈 子 ，我 只 做 好 这 件 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胡文鹏

人物小传

许为平，浙江海宁人。1990 年，他下海经商并创办中南机电公司，在 5 年内将企业年销售额做到逾

5000 万元。经过数年游学，1997 年，他以英国道丰国际集团亚太区总裁身份回国布局总部基地。20 年

来，总部基地模式已从北京拓展至沈阳、青岛、海宁等地，且走出国门，落户英国伦敦。据不完全统

计，这些项目总投资额近 800亿元。

山里加油山里加油““夫妻店夫妻店””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王志东

在不少人眼里，美发专业的
出路，只能是在理发店做一名理
发师。但身为“90 后”的聂凤认
为，美发除了是一项手艺，还是一
门艺术。

聂凤对美发的热爱，源于一
档电视节目，“14 岁时被电视里
各式花样的发型给吸引了，我一
下子意识到，美发是个技术活”。

也许是老天的安排，初出茅
庐的聂凤遇到了国内美发行业领
军人物何先泽。按照何先泽的建
议，聂凤走进了重庆五一高级技
工学校，开始学习美发的技能人
生。天马行空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创造美感，年轻的聂凤
逐渐从美发专业中找到了乐趣和自信。遇到不明白之
处，聂凤马上向老师请教，力求使自己的美发技术和作品
尽善尽美。在学校期间，聂凤没有寒暑假，没有休息日。

从 16 岁首次站在美发大赛的舞台开始算起，短短五
六年，聂凤共参加各项美发大赛 20 次，成了名副其实的

“赛霸”。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赛实战中，聂凤完成了对自
身抗压能力的测试和对自身技能水平的深度考量。

2015 年，年轻的聂凤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这年 8 月份，经过层层选拔，聂凤最终获得代表中国队参
加第 43 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比赛的资格。为期 4
天的美发项目比赛共有 8 个模块，这对于选手的体力是
一种考验。但在赛场上，聂凤面对各国的顶尖高手并不
怯场，全力投入做好自己。最终，聂凤以一头短碎发做成
的时尚造型赢得了裁判青睐，成为首个拿到世界技能大
赛美发项目金牌的亚洲人。如今，年轻的聂凤承担重庆
五一技校的教学任务，破格获得了高级职称。她把世赛
技术标准文件中对于行业规范和技巧、技能要求的内容
提炼出来，在平时的教学中按照世赛标准来操作。

“我们在技术层面已经做得不错，但在行业规范和创
新方面与人家还有差距。”聂凤认为，工匠精神是对技能
精益求精，永不止步的钻研，同时利用熟练于心的技能操
作。工匠不仅能制造产品，还应该探索创造产品。

八百里南漳山连山。从湖北南漳县城出发，80 多公
里山路走了两个多小时，一块红色招牌映入眼帘，这就是
中石化襄阳石油南漳双坪加油站。这座“镶嵌”在大山深
处的加油站，为过往的车辆提供 24小时加油服务。

春节期间，大山里热闹起来，车来车往，52 岁的加油
站工作人员陈德明夫妇忙前忙后。“除夕的团圆饭，和往
年一样，是在站里吃的。”陈德明告诉记者。元宵节过后，
送走前来探亲的女儿，热闹的大山也宁静起来。

1977 年陈德明应征入伍，从湖北省南漳县薛坪大
山沟里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一次卫星发射时，
陈德明和他的战友们忙得四天四夜没休息，就在第四
天吊装一个大型设备时，一次事故让他失去了左手食
指，左手丧失部分功能。他荣立了二等功，也留下了 7
级伤残。

1991年，陈德明转业到襄阳石油南漳分公司。2006
年 7 月份的一天，公司经理把他叫到办公室说：“双坪加
油站位于大山区，3 天也加不到 1 吨油。如关闭，前后 30
多公里没有地方加油；不关，又没人愿意去⋯⋯”没等经
理说完，陈德明拍着胸脯说：“我是从大山沟里走出来的
娃子，不怕大山，那个站不能关。”第二天，他将当时正上
初中的女儿托付给母亲，带着妻子上岗了。

刚接手时，站里设施破烂不堪，站前马路也经不起大
车碾轧。陈德明夫妇就用三轮车从附近山坡一车车拉来
石碴，将马路铺平整实。陈德明是个热心人，跑这条路线
的司机都知道他的手机号。一次，一辆从宜城过来的车
半路没油了，司机请陈德明送点柴油。陈德明骑上摩托
车跑了近 30 公里的山路，将柴油送到车旁。司机握住陈
德明的手激动地说，“兄弟今后就认准你了”。

“冬天穿个大衣，有时候进去被窝还没捂热乎，就又
要起来了，一晚上要起来十几次”。老陈笑言，半夜起来
加油是最痛苦的事情。老陈说，“虽然辛苦，但这里就是
我们的家，只要还能动就要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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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 望 老 人 ”助 学 济 困 30 年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韩 瀚

一年之计在于春，又到给孩子们发
生活费的日子。

从河北涞源县城出发，经过两个小
时的颠簸，车志忠和女儿车小桥前不久
驱车来到东团堡乡东坡村。他们父女每
个月都会代表爱心组织——“爱心桥”
联盟，给受资助的孩子送生活费，小学
生和初中生每人每月 100 元，高中生每
人每月 200 元。随行的东团堡乡中心小
学副校长、希望工程受助第一人张胜利
说：“无论刮风下雨，车伯伯都没间断
过。”

已经 80 岁的车志忠是“希望工程”

发起人之一，他助学济
困，到目前累计筹集款
物价值 484 万元，救助
1600 多人，被人们尊
称为“希望老人”。他
曾经获得团中央首届希
望 工 程 荣 誉 （贡 献）
奖、全国关心下一代工
作先进个人、全国离退
休干部先进个人等荣誉
称号。前不久，他又被
全国关工委授予“最美
五老”荣誉称号。

1987 年 10 月 份 ，
时任涞源县政协副主席
的车志忠，来到东团堡

乡考察旅游资源。桃木疙瘩小学教室里
面四面透风，13 名学生身着破旧的衣
裳，鞋都露着脚趾，这一幕深深刺痛了
车志忠。

车小桥回忆说：“当天父亲回到家不
说一句话，默默地从衣柜里找出我们兄
妹几个的换洗衣物，包成一个大包袱带
走了。后来才知道，父亲把这些衣服送
给山里的孩子们了。”

后来，车志忠又给省政协和团中央
写信，反映了桃木疙瘩小学的情况，希
望这里的孩子能得到救助。1989 年 10
月 17 日，张胜利等 13 名孩子成为希望

工程救助的第一批学生。
张胜利回忆说，车伯伯对他的救助

并没有到此结束。当时希望工程的资助
标准是每人每学期 50 元，车志忠又每月
贴补他 30 斤粮票和 30 元钱。不仅仅是
对张胜利，车志忠只要得知哪个孩子因
为贫困上不了学，就会心急如焚。

2012 年 7月 20 日，杨家庄镇小河村
的刘龙飞收到了西南民族大学的录取通
知书。没想到，第二天洪水就冲进了家
门，原本就捉襟见肘的日子无疑雪上加
霜。因交不起学费，刘龙飞打算退学。
车志忠知道后，通过媒体向社会呼吁并
多方奔走。经过 20 多天的努力，为 72
个贫困学生筹集到十几万元的善款。谈
到为何愿意奔波，车志忠常说：“山里的
孩子苦，上学是他们改变命运的主要出
路。”

“父亲心软，最见不得别人受苦。”
在车小桥看来，父亲是心中有大爱的
人。2003 年，车志忠刚做完前列腺手
术，曲村的张金顺带着儿子张文强找到
医院向他求助。原来，张文强患有严重
的先天性心脏病，可家里已经没有治疗
的钱了。病床上的车志忠听后，随即拿
出身上仅有的 1000 元钱塞给张金顺。
第二天，车志忠不顾医生劝阻，挂着尿
袋坐长途汽车赶到石家庄，为孩子筹钱
治病。

张文强手术成功了，车志忠却因劳
累过度再次住进医院。面对人们的不
解，车志忠说：“我再苦再难，总比他们
办法多，我不忍心丢下他们不管。”截至
目前，车志忠先后帮助救助先天性心脏
病患儿 160多名，其中 122人成功手术。

“在涞源，很多人都知道父亲。他们
叫他‘车老师’，说他是个大好人，谁有
困难都愿意帮。”车小桥说，父亲希望有
困难的群众都能得到帮助。他节衣缩
食，多年来，累计捐款 24 万元帮助困难
群众。

“这两年，父亲明显老了。我们怕父
亲累着，有找父亲帮忙的都尽力帮着
办，办着办着就上瘾了。”车小桥说。
2015 年 12 月份，车小桥发起创立“爱
心桥”联盟，致力于帮扶山区里的贫困
学生、留守儿童以及孤寡老人。目前，
该联盟长期资助的困难学生有 210 人，
长期帮助的老人有 100多名。“这可不是
我一个人的功劳！”车小桥说，父亲的善
行影响了社会上众多人，一起奔走在助
学济困的道路上。

“现在，人们都叫我‘小车老师’，
这是为了区分我和爸爸。爸爸现在最大
的心愿就是，以后人们也叫我‘车老
师’。一说‘车老师’，分不清是我们父
女俩哪一个，这他就放心了。”车小桥笑
着说。

车志忠牵挂着家庭困难儿童。 （资料图片）

用关键信息为某人勾勒画像，往往
会面临这样的尴尬：存在于个体之内的
信息，表面上看起来却自相矛盾，甚至
有些格格不入。许为平也不例外。因身
价不菲现身各类财富榜单，许为平却笑
谈没有一分钱的股票；一手成功缔造区
域开发的全新模式，许为平却未给报刊
地产版面投一分钱的广告⋯⋯在许为平
的世界里，这些违和都能融入“总部基
地”这四个字里。

“对于‘总部基地’，我是不忘初
心，始终如一。”这是许为平对记者说
的第一句话，不拖泥带水。说这句话
时，许为平眼中充满“布道式”的虔
诚，让人相信他与总部基地的“真爱”
不只是说说而已。不过，要理清这段

“姻缘”并非易事。也难怪，回望茫茫
来时路，连许为平都感慨不已：想不
到，总部基地从萌生、试水、功成，再
到复制、升级、出海，竟已跨越了整整
20载。

从切肤之痛出发找需求

1990 年，遥远得似乎有好几个世
纪。那一年，北京大街小巷都回荡着

“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那一年，
北京地铁只运营着并不繁忙的两条线；
那一年，北京三环还没有全线开通。那
一年，许为平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人们眼
中的“金饭碗”，投身商海，成败未料。

彼时，许为平的全部家当只有
2000 元。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冬日
里，他咬牙把这些钱全部换成了电
风扇。是的，你没看错！冬天，电

风扇，北京。时隔近 30 年，许为
平回忆起当年手笔，自豪依然
满溢。这次成功的反季销售，
让他尝到了甜头，也找到了通
向家电商业大厦的敲门砖。

许为平乘势而上，在当时
声名不显的中关村成立了中南

机电公司。那时，还没有“风
口”概念。如果有的话，许为

平可能真是找到了风口：先是电
风扇，后是抽油烟机，都有风。
在那个“有货不愁卖”的时代，

许为平对产品和服务的要求有
些超前：免费上门安装、建立
消费者用户档案、在 《经济日
报》 上打广告⋯⋯这些在今天
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事，放在
二 十 几 年 前 的 中 国 ， 堪 称

可贵。
5 年后，当中南电机成为年销售

额逾 5000 万元、建档客户超 70 万、年
缴税额位列中关村公司第 12 名的企业
时，人们这才开始注意到许为平这匹
商业“黑马”。在此之前，许为平又产
生了一个超前的念头：建一座以“中
南”命名的大厦。雄心勃勃的许为平
还为此专门设立了企业基建部门，满
员运作。结果是，两年辛苦，无数奔
波，却因一些原因未能如愿。切肤之
痛让许为平思考：我能为中国企业发
展做些什么？

1996 年年初，带着首次创业的成
功与遗憾，许为平坐上了飞往英国伦敦
的航班。海浪不知疲倦地拍打着多佛尔
海峡的石岸，哥特式建筑骄傲地宣示着
英吉利奇幻的风情，水草在康河的柔波
里妖娆地在水底招摇⋯⋯眼前美景似乎
都不能些许消解许为平胸中块垒。

他反复品味来路、思考得失，并多
次请教多位著名经济学家，走访英国多
个商业圣地，认知终于涅槃重生：企业
要发展，需要有一个固定的“家”，一
个活跃的朋友圈，更需要一个强大的
平台。

世间之难莫若思维之变

1997年，当许为平以英国道丰国际
集团亚太区总裁的身份，再次踏上中国
这片到处都萌生着梦想和希望的土地
时，他感觉胸中的热血在涌动。广东深

圳、上海浦东、北京亦庄⋯⋯在一年半
的时间里，许为平的足迹遍布多个改革
尖兵之地。

当时，经历了市场经济洗礼的中国
企业，越发意识到企业形象的重要性，
总部在哪里落脚最能体现企业“高端大
气上档次”？惊叹于中国经济巨大爆发
力的境外名企，也越发注意到了中国市
场的重要性。区域总部在哪里布局最能

“ 四 两 拨 千 斤 ”？ 许 为 平 的 答 案 是 ：
北京！

为何选择当时尚属经济洼地的北京
南城丰台？许为平说：“因为这里是一
张白纸。”当时，有关部门意向提供给
许为平的用地面积，与许为平理想的面
积差了一个“0”，前者是 200 亩，后者
是 2000 亩。许为平一遍又一遍地向相
关政府部门解释：总部基地不是一家企
业的基地，而是很多家中国 500 强企
业、中国顶尖企业的大平台。由于是一
个全新的模式，观念超前，换来的，常
常是将信将疑。

观念的冲突还不止于此。为了将总
部基地概念不变味地变成现实，许为平
提出了在今天看来都比较大胆的设想：
由投资企业对园区统一规划、统一设
计、统一建设、统一招商。这一要求，
最开始不免让政府相关部门产生担忧。
中关村丰台科技园管理方的担忧也不无
道理：这么大的面积，万一半途而废，
咋办？建成了房地产项目，咋办？

待到双方反复磨合，最终握手言欢
时，日历已经翻到了近 4 年后的 2002
年 5月份。2003年 6月 19日，一个许为
平期盼已久的时刻来临了。就在这一
天，总占地约 65 公顷、总建筑面积约
140 万平方米、约 400 座“独立产权、
独栋冠名”楼宇的北京总部基地正式
开工。

但是，观念冲突仍在继续。“总部
基地是变种的房地产项目”“总部基地
可能面临资金断裂”“总部基地入驻率
不足 50%前景堪忧”⋯⋯初建时的每一
步推进，总部基地都面临着暴风骤雨般
的质疑。在许为平当时的设想中，假以
时日，总部基地这片 65 公顷的土地上
将产生 1000 亿元到 2000 亿元的技工贸
总收入，以及 50 亿元到 100 亿元的税
收。“我现在说一万句都没有用，事实
会证明一切的。”在当时接受一家杂志
采访时，许为平如是断言。

事 实 是 最 好 的 裁 判 。 截 至 2016
年，北京总部基地年技工贸总收入近
4000 亿 元 ， 入 驻 企 业 500 多 家 ， 其
中，年收入过亿元的企业约 110 家，上

市公司约 20 多家。北京总部基地也因
京南经济高地之名，成为了北京的一张
亮丽名片。许为平也被媒体誉为“总部
基地第一人”。

紧扣时代发展脉动

北京总部基地的巨大示范效应，让
各界对总部基地的热情“根本停不下
来”。面对多方盛情相约，许为平的反
应颇为谨慎：“我不是房地产商，而是
一个总部经济的打造者。”他要用时间
积淀，为他的总部基地模式注入更多价
值观：以产业发展、人才发展、企业互
助等“八大基金”为经，以资本运营、
科技研发、技术转移等“十大平台”为
纬，为企业做大做强提供有力平台。

正因如此，当总部基地迈出走向全
国的第一站——沈阳总部基地迎来首批
入驻企业时，离北京总部基地开工已有
8 年之久了。两年后，许为平才筹划推
动总部基地模式迈出国门，牵手伦敦政
府，拟在英国皇家阿尔伯特码头斥资 17
亿英镑建设亚洲商务港⋯⋯沈阳之于东
北振兴、伦敦之于“一带一路”⋯⋯许
为平的布局并非随意为之，用他的话
说，就是“紧扣时代发展的脉动，不仅
是一个企业家的觉悟，更应成为一种自
觉”。

这种自觉，还体现在许为平提出的
“总部经济 4.0”概念中。2012 年，在
作出“总部经济不与实体经济结合没有
出路”的判断后，许为平开始认真思考
总部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最佳融合方式。

为此，他提出将传统实体经济的大
生产、大物流与其核心价值分离，实体
企业的其他核心价值功能 （包括研发、
定制、体验、展示等） 聚集在总部基地
办公。如今，这一概念正在浙江海宁的
江南总部基地逐渐变为现实。其由总部
集群、实体集群、服务集群构成，是许
为平实体经济梦的新起点。

不过，许为平也坦言，虽然总部经
济概念已被广泛认可，但普及总部经济
最新理念的工作依然尤为艰巨。比如，
模块化大生产，不仅消费者需要时间消
化，实体经济企业自身也需要逐步接
受。这有赖于 3D 打印、大数据等技术
的不断精进，更要依靠有志于此的先行
者不知疲倦地“布道”。“还是那句话，
时间会证明一切。”

谈及未来规划，许为平初心未改：
“我的梦想是建设总部经济生态区、总
部经济共同体，推动总部经济全球化，
这是我一辈子都要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