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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国商界木兰年会举行，多位企业家和专家畅谈如何激发新动能——

经 济 增 长 呼 唤“ 原 力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开新 孟 飞 李 瞳

人间四月天，春暖花开茂。
4 月 8 日，2017（第九届）中国商界木

兰年会在北京举行，300 余位企业家和专
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女性的商业领
导力和创业潜能。

直面挑战

增长动力何处寻？
木兰年会是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商界女性年度盛会，由《中国企业家》杂志
社、中国企业家木兰汇联合主办，今年的
主题是“原力绽放”。据介绍，“原力”一词
来自于电影《星球大战》，被视为一种无处
不在的神秘力量。

科幻电影中的“原力”是否存在可以
存而不论。不过对于现实中的经济发展
而言，没有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已经不可
想象。许多与会嘉宾认为，要渡过激流险
滩，就要敢于挑战种种不可能，不断培育
和释放增长动力。

有人说过，“要成功，先发疯”。话虽
有些偏激，却道出了创业的不易。敦煌网
创始人、CEO 王树彤对此感触很深。十几
年前，中国的传统外贸仍然增长迅猛，她
当时已在琢磨如何利用互联网优势，让全
球的商人、全球的商品在网上实现自由交
易。“在当时的传统外贸人、互联网人和投
资人眼中，我因为这个离奇想法而变得像
疯子一样，面对几十个投资人碰了一鼻子
灰。”不过，经过十多年努力，她的梦想正
在变成现实，敦煌网成为一家跨境电商外
贸平台。“我们今年要整合各种各样跨境
贸易的服务，接下来的愿景是打造全球数
字贸易生态圈。”

“对新生的事物，对看似不可能的事
情，我们首先要在思想意识上去掉路径依

赖，不能带着傲慢、依赖、偏见。因为唯改
变者进、唯创新者强，敢闯、敢试、敢为人
先才能够找出新的道路。”虽然一度遭遇
困难，但国美控股集团杜鹃认为，经历失
败和挫折的时候心要坚强，要有希望、有
毅力、有韧性、有信心才能成功。她的感
悟如同一段段励志格言：“如果你有钱，可
以出资金；如果有力量，可以出力量；如果
有思路，可以出点子。如果什么都不努
力，什么都不出，就没有出路，只有出局。”

在男性林立的商界大咖中，格力电器
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是少有的佼佼者。
在木兰年会现场，这位自带气场的“明珠”
一出场，就获得热烈掌声。她用一组数据
展示了增长的力量源泉是通过创新掌握
核心技术：1991 年至 2011 年，20 年间格
力为国家纳税 217 亿元；2011 年至 2016
年，仅仅 5年时间就纳税近 600亿元。

“变化这么大，最关键的原因是这几
年通过创新创造了价值。不同的企业决
策决定了你不同的行为，我并不反对企
业通过到外面‘买买买’来实现自身壮
大，但是格力电器认为应该有国家担当
和社会责任，必须走自主创新道路，我
们希望一个有价值的企业通过自己创造
的技术、精心服务的理念获得外界认
可。”董明珠说。

“我觉得 10 年以后，中国像董明珠
这样带领千亿元级别企业的女企业家要
有 20 个，女企业家会占到 20%。”谈到
一些女性创业不利的原因，北京东方园
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木兰汇联
席理事长何巧女分析认为，“首先是内心
缺乏勇气，自己认为自己不行；其次是
有些女性觉得社会不喜欢女强人，所以
觉得自己就应该温柔可爱，因而缺乏决
策力、战斗力和战略感；第三是因为传
统家庭角色的影响”。

基业长青

增长如何更持久？
在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巨大转型的当

下，许多与会嘉宾认为，要想实现基业长
青、打造百年企业，必须敢于直面发展的
烦恼，探索解决方案。

“我们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最近几年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蓝
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文静道出
了自己的瓶颈和困境。作为一家被称为

“全球健康防护手套大王”的民营企业，该
公司创立于 2003 年，到 2013 年就建立了
一个完整产业链，但是近几年来的营业额
一直徘徊不前。刘文静认为，传统产业要
转为一个高大上的行业，是容易摔跟头、
交很多学费的。谈到今后的破局之策，一
方面是从单纯生产手套产品变为中国健
康防护的平台型企业；另一个思路就是嫁
接外力、改造基因，向医疗领域转型。她
告诉记者，另辟蹊径远比聚焦主业难，因
为隔行如隔山，所以她将 2017 年定位为
企业二次创业的元年。

刘文静的困惑与试错，并不是个例，
困局与转型带来的变局密不可分。在曾
经的高速增长阶段，依赖快速出口的传统
制造业发展很快。如今，经济调速换挡，
许多企业遇到的困境也具有共性，比如劳
动力、原材料等成本开始攀升，出口的优
势相对削弱，导致规模增长乏力。

“我们的产业竞争中要从追赶型变为
创新型。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消费者市场
和最大的工业市场，只要我们结合市场创
造出用户需要的产品，就能引领世界的创
新、重塑全球的产业。这需要技术创新，
也需要商业模式的创新。”中国科学院微

电子研究所所长叶甜春如此评价企业转
型路径。

“增长与创新既是一个宏观的国家命
题，也是一个中观的区域话题，又是一个
微观的企业话题。无论是传统的制造业，
还是现代化企业或者金融业和制造业，都
遇到一些增长瓶颈，也提出了一些困境和
困惑。现在每个企业都在转型期，需要破
题，使得我们的增长适应新经济的浪潮。”
中国人才科学研究院秘书长岳文厚说。

创新孕育希望，短板也是潜力。不
过，对待不同企业，需要辨证施治、对症下
药。在名为“增长的革命”的讨论环节，主
持人让几位企业家分别用一个关键词描
述增长中最需要注重的方面。汉能投资
集团董事长兼 CEO 陈宏毫不犹豫地说出

“资本”两个字，以前是否投企业关键是看
市场是否大、在行业的地位、商业模式和
盈利模式如何，如今，企业老总能否驾驭
资本也至关重要。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
说这个词是“破局”，因为有句俗话叫做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她觉得企业家
应该把锅做大，到时候无论碗里还是锅里
都有机会。东盛集团是家医药企业，董事
长郭家学认为关键词应该是“创新”。郭
家学说，该公司正从单纯生产销售产品转
向提供智能化的中医健康解决方案，这就
要求有很强的创新能力，按中医的理念做
出望闻问切的机器人，使更多人享受到更
好的服务。

著名管理咨询大师、畅销书作者拉
姆·查兰表示，未来全球经济仍有非常大
的增长空间，如何在未来分到一块“大蛋
糕”，企业需要满足消费者的真正需求，提
供更廉价、更便捷、更好客户体验的产品
和服务。这就需要企业实行数字化转
型。只有克服困难，坚持完成数字化的转
型，企业才能走到最后，笑到最后。

“我举债投资珠海银隆，有人说我疯
了。但是，我觉得，发力新能源是中国制
造业转型的一次绝好机会，所以我愿意
赌，为了格力，我也要去赌这一把。”在
2017（第九届）中国商界木兰年会上，格
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语出惊人。

作为一个“自带光环”的网红企业
家，如果董明珠说话四平八稳，反而有点
不寻常。更值得注意的是，惊人话语的
背后，是她对商业和产业的精准判断。

2016 年 11 月份，格力电器收购珠海
银隆告吹，一个月后，董明珠宣布以个人
身份投资珠海银隆。董明珠说，银隆的

技术和安全性好，格力拥有巨大的模具
产能，收购可以为格力电器进入汽车领
域打开一扇门。

值得董明珠赌一把的还有手机。在
木兰年会现场，董明珠演讲时提到的第
一件事还是格力手机。“很多人认为格力
手机不行，但是不少用过的人还是非常
认可，主要觉得价格高，实际上是物有所
值。”董明珠对《经济日报》记者说，格力
三代 5.5寸的手机将会在 5月初上市。

董明珠表示，格力的成功在于专注，
而不是专业化，做手机也是专注的一种
表现。在她的想象中，手机在格力电器

未来的商业全景中占据重要位置，这个
智能家居的入口可以联通厨房电器，远
程监控，甚至会与新能源汽车结合。

但是，做手机也着急不得。董明珠
说，团队要慢慢建立，不能假手于人。“如
果我们追求短期的效果，马上收购兼并
一个企业或买一个技术，市场马上就有
反应，但后劲在哪里？我们要更多考虑
一个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演讲结束前，董明珠还是不忘给自
家产品做广告：“用格力空调调整温度，
出门开着格力汽车，用格力手机控制着
你的安全。”

“在场的各位都有智能手机吗？”
“我们都有。”
4月8日，著名管理咨询大师、畅销书

作者拉姆·查兰在木兰年会开幕演讲上，
一开场就抛出了一个热门话题。

如今，几乎每个人都有智能手机，通
过移动互联网，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比较
商品价格、查看商品评价⋯⋯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消费者
已经成为真正的上帝，并对企业的产品和
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更便宜、更方便、
更快捷以及更细分的个性化、定制化服务

需求，正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拉姆·
查兰表示，数字化是不可阻挡的大势，传
统企业不做数字化转型就没有未来。

“20 年前西尔斯百货是美国的零售
巨头，现在它不已经破产了吗？”在拉姆·
查兰看来，传统企业不做数字化转型，不
能满足消费者的真正需求，消费者就会用
脚来投票，这些企业肯定没有未来。

拉姆·查兰表示，传统企业难以做到
把每一个消费者都作为单独的个体来服
务，这是因为传统企业有什么就卖什么，
对消费者有什么需求一无所知。要想彻

底解决上述问题，企业需要将用户的购买
和使用习惯记录下来，变成数字化信息，
并加以分析和预测，从而提供更多可以满
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等企业就做
得很好，正引领着全球数字化变革，并催
生出越来越多的数字化企业。”拉姆·查兰
认为，企业的管理层必须具有数字化思
维，其核心团队成员不能被传统的条条框
框所限制，要有服务客户的理念和意识。
同时，要从头开始构筑新的业务模式，通
过打造生态圈增加新的客户和业务收入。

董 明 珠 ：我 愿 意 赌 把 新 能 源
本报记者 孟 飞

拉姆·查兰：数字化势不可挡
本报记者 李 瞳

将 不 可 能 变 为 可 能

让柔韧之力充分绽放

胡文鹏

大家要去迎接一个女性企业家会多起来的时代，

不能让更多的女性输在起跑线上。只要勇于挑战，就

能拥有更多机会，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北京东方园林投资控股公司董事长 何巧女

创 业 每 天 都 是 挑 战

创业是一个历程，是我们不断战胜自己、不断改变

的过程。随着数字化创业广泛兴起，一个更好的创业

时代已经来临。 ——敦煌网创始人兼CEO 王树彤

对 自 己 就 要 狠 一 点

挑战不可能，最重要的是认识自我。你要能够战

胜自己，能够自我约束，能够为成功付出努力。

——北京大学教授、管理学家 陈春花

发力新能源是中国制造业

转型的一次绝好机会，为了格

力，我也要去赌这一把

更便宜、更方便、更快捷以

及更细分的个性化、定制化服

务需求，正在推动企业转型

4 月 8 日举行的第九届中国

商界木兰年会上，一大波女神级

的“女汉子”现身。一直为“中国

造”代言的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

珠誓言，“为了新能源产业发展，

我要去赌一把”。以美丽“造中

国”为己任的东方园林董事长何

巧女则宣称，“女性管理者要占到

千亿元级企业家总量的 20%”。

一股强劲的、女性特有的柔韧之

力，正在怒放。

人们常说：发展是硬道理。

事实上，这个硬道理还真需要更

多柔韧之力的支撑。权威数据显

示，我国女性对国内生产总值的

贡献率已超过 40%，可谓女性能

顶半边天的有力佐证。当前，世

界经济和贸易增长乏力，国内结

构性问题突出，风险隐患显现，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凡此种种，均

呼唤女性在经济发展中有更多作

为，时代也必将为更多女性脱颖

而出提供更大空间。

要迸发柔韧之力，首要是女

性要更加自信、自立、自强。长

久以来，由于女性承担着更多、

更重要的家庭责任，参与企业特

别是百亿元级、千亿元级企业的

创建、管理者的女性屈指可数。

如此一来，“女不如男”的心理暗示和思维定式就持

续扩散。实际情况是，在中国大陆，女性对家庭收入

的平均贡献已从 1980年的 20%增至 2015年的 50%。同

时，董明珠、柳青、胡玮炜等一大批个性鲜明、成绩

卓越的女企业家不断涌现，早已让“女不如男”的观

念体无完肤。时代呼唤更多女性，在充满机遇与挑战

的经济活动中，经受磨炼，增长才干，成就自我。

要迸发柔韧之力，还需要全社会更加宽容地迎接

女性创新、创造、创业。其实，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

给女性发挥细腻、感性等优势方面提供了可能。因此，

无论是选择合作伙伴还是遴选高管、招聘职员，给她一

个机会，相信她会还你一个奇迹。

可以想见，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新动力尚未成形

的背景之下，女性企业家的柔韧、坚强、智慧，将为经济

增长带来重要动力与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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