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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木兰汇公
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全球木兰论坛暨
2018(第十届)中国商界木兰年会于 4 月
14 日至 15 日在北京举行。企业家们热
议物联网、人工智能、新零售、新消费、新
能源、拓展全球市场等前沿话题，希望由
此找到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

“我希望与‘战斗力很强’的女企业
家们一起共创未来。未来到底是什么样
的，企业该怎么发展，是我们大家需要思
考的问题。”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
认为，未来应该在稳健中求进步、在发展
中求质量、在变革中求创新。

10 年间，商界木兰已崛起成为一支
蓬勃的商业力量。她们用强大的韧性与
坚强的意志在新时代谋求更高质量的发
展，用敏锐的视角与细致的工作在全世界
找寻更广阔的平台。论坛上，女企业家们
敞开心扉，分享彼此的感受与经历，探讨
如何跳好高质量发展这支“未来之舞”。

使 命——

让世界更美好
“随着科技的发展，女性的机会越来

越多，我希望可以依托科技的力量鼓励
女性职业发展。”携程旅行网 CEO 孙洁
说，注重细节与善于交流是女性的优势
所在，这一点在“团队作战”中体现得尤
为明显。

“时代给了女性更多的机会。”紫牛
基金合伙人张泉灵近几年接触了很多女
性创业者。她表示，创业者的本质是

“拓荒者”，战斗力超强的男性在“拓荒
时代”里竞争力更强。如今，互联网产
业进入下半场，精耕细作的时代来临，
女性的天赋凸显出来，因此女性创业者
也明显增多。

“为了让自己的事业更加长久，为了
在做事业的过程中不断获取获得感，不
要忘记做企业的初心——创造美好。”张
泉灵说，她一直在问自己，能够用资本创
造什么美好的东西？她与团队投资了大
量与低幼儿童教育相关的项目，即便类
似项目相较于其他创业模式“走得慢一

些”也无妨，因为这是“能影响孩子一生
幸福的美好事情”。

过去 1 年里，自我成长、指定战略与
优化组织是中国首家进口母婴品牌限时
特卖商城“蜜芽”创始人兼CEO刘楠最关
心的3件事。

刘楠在当全职妈妈期间创立了“蜜
芽”，一开始卖进口婴童产品。顺风顺水
发展了几年后，她问自己，难道要一辈子
卖进口产品吗？

刘楠说，自己创业的初心是想给孩
子找到好商品。如今国货在崛起，中国
或许不需要一家排名第五或者第六的电
商公司，但肯定需要一家世界级的婴童
公司。基于此，刘楠下定决心，“蜜芽”必
须 升 级 做 自 有 品 牌 ，推 出“ 品 质 新 国
货”。“回归初心，‘蜜芽’找到了新的使
命。”刘楠说。

北京东方园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木兰汇公益基金会主席何巧女为
公司和自己确定了6大使命，治理200条
城市母亲河；做 300个生态修复项目、守
护中国的每一寸国土生态；在乡村振兴
中，像打造艺术品一样打造千镇万村；打
造 10 条国家风景道，迎接中国旅游新时
代；开发 100 个景区，守护最美风景；做
危废处置业务。

“大家知道我们做危废处置的初心
是什么吗？我们在努力完成前几项使命
的过程中发现，从耕地里‘取出’重金属
太难了，从河流底泥里‘取出’有害物质
也太难了，所以要做好这件事情就得排
查源头，直接到工厂回收危废。”何巧女
说，如今东方园林已经拥有全世界最大
的危废处置业务规模，所以她打算在第6
项使命之后增加一个新目标——护航中
国制造。

赋 能——

影响更多人
要跳好这支“未来之舞”离不开“管

理”二字。
在本届木兰年会上，北京大学国家

发展研究院 BiMBA 商学院院长陈春花

对此给出了建议——“赋能以激活人”。
“未来，所有可量化的、可考核的工作都
可以被机器人替代，唯一不能被替代的
是人的创造力。所以，做管理工作必须
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怎么让人有意
义’。”陈春花说。

依文企业集团董事长夏华的中国手
工坊“赋能之旅”已经持续前行了 5 年。
她和团队依靠在贵州、云南、内蒙古等地
上千种手作和工艺产品的积累，推出深山
集市项目，以场景体验的方式“将大山搬
进了都市、搬出了国门”。“我们把深山的
手艺和概念搬到了 shopping mall，带
来了巨大的流量。”夏华说，这场“绣梦之
旅”带着绣娘们去了伦敦、巴黎。如今，
巴宝莉、卡地亚等世界级品牌均主动与
之寻求合作，中国最传统美学纹样开始
了走向世界的新征途。

“我们现在只有 1 万多名绣娘，再给
我 5 年时间，我会领着 10 万绣娘一起闯
世界。”夏华说，她深深体会到了文化自
信，体会到了女性的尊严和荣耀。

“少儿英语线上教育一端连着缺少
优质外教资源的家长和孩子们，一端连
着远在美国的专业小学老师。我们希望
通过这个线上教育平台给小朋友提供更
好的学习资源，为他们赋能全球教育。”
VIPKID 创始人、CEO 米雯娟说，她想
打造一所拥有均衡教育资源的云端超
级学校，连接全世界的孩子与全世界的
老师们。

“今年，VIPKID将为 1000所乡村学
校提供免费服务，我们明年的目标是1万
所。”米雯娟说。

突 破——

未来“不设限”
“什么都不能阻止我们实现梦想。”

邓亚萍体育产业投资基金创始人邓亚萍
说，自己当运动员的时候，一天要训练十
二三个小时，每天击球成千上万次，经常
冬天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地方、夏天在
超过40摄氏度的地方训练。

“自我突破、不设限”是很多女性企

业家、经营者与创业者的特质。当当董
事长、联合创始人俞渝说，每一次出发都
是一次超越，不仅要超越自己的能力、心
怀、事业，同时也要带领团队、家人和最
喜欢的群体一起超越。

快看漫画创始人兼 CEO、“90 后”陈
安妮更愿意将这种超越解读为“自我实
现”。作为出版过畅销漫画、微博上有数
百万粉丝的“网红”，陈安妮在被无数投
资人拒绝后回到广州，思考自己究竟是
依靠热度稳稳当当赚钱，还是放弃一切
从零开始去做一件充满未知风险但憧憬
的事情。

“当时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想了非常
久。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再是
谁的女儿，谁的女朋友，未来谁的妈妈，
我只是一个独立的人，希望找到自己最
满意的方式、创造自己最大的价值。”陈
安妮说，创业与领导力的本质并不在于
性别、年龄、经验，在于你是否有足够强
大的能力带领一群人到达最开始他们认
为不能到达的地方。

这种超越对于联想集团高级副总
裁、MBG 中国区业务总裁乔健来说是一
种自我挑战。在人力资源岗位上得心应
手的乔健，曾主动请缨接手当年处在低
谷的联想手机业务。“我当时就想，我一
定要挑战自己。因为我懂公司、懂战略，
我可以找到最优秀的人，我们还有最好
的产品。我们欠缺的就是把品牌做起
来。”乔健说，从那天起，她开始倾听，参
与研讨，努力让真正懂业务的人发挥价
值。同时，发挥自己的优势，指挥团队一
起来跳这场“未来之舞”。终于，一年半
以后，颓势扭转了，联想手机业务迎来了
上升期。

抓住更多的机遇，走上更大的舞台，
中国的女性企业家们正迎来自己最好的
时光。

“我们已经走在了高质量发展的康
庄大道上。”万丰奥特控股集团董事局主
席陈爱莲说，高质量发展与我们所处的
伟大时代同频共振，为企业家与经营者
带来了新的机遇。在这样一个新时代
里，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企业家
们的职责所在。

在人和机器的关系
中，不要担心机器会控
制人类，人类始终主导
着机器学习。

首先，在人的帮助
下，机器才能更好地学
习或者计算。其次，人
类需要设计算法，不断
计算，才能推动机器学
习。不同使用场景下的
算法是不一样的。

目前，人工智能还
处于初生期，完全是由人类指导的。当然科技会进
步，以后人工智能会是什么样的情况，现在还不能完
全预测出来。也许它们会自我学习、自主学习，这个
阶段到来的时候人们或许可以“坐一坐”。

我们现在的很多工作都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
这并不是机器主导人的意思。人们可以畅想一些
更加伟大的事情，或者设计一个更大的场景，然后
把具体的细节工作交给机器。 文/陈莹莹

亚马逊云服务平台首席科学家

阿尼玛仕·阿南库：

人类会始终主导机器学习

深 化 供 给 侧 结 构
性改革、从高速度向高
质量转变，这对零售行
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作
为嫁接供给与需求的桥
梁，零售行业要第一时
间把沟通与诉求落实到
改革中去，真正提供品
质产品和专业服务，让
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时 代 赋 予 了 我 们
无限的可能性，未来还

需我们从过去中汲取养分。我相信，预测未来最好
的方法就是创造未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兜牢民生底线，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作为零售行业的一员，国美要在可
预见的未来里努力做建设者，紧扣时代脉络，务实
开放地做好共融、共创、共享三方面工作。

文/郭静原

一家企业成功与否
关键在于企业是不是做
好了各项准备。尤其是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要做好面对困难甚至羞
辱的准备，万万不可以
赌气。有资料显示，女
性在职场中能够较好处
理怒气的比例比男性更
高，在作决策时相对沉
稳冷静，这是女企业家
们最大的优势。

企业在走向全球市场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
风险。在我看来，投资一定要瞄准能够引领行业
发展的前沿科技领域，追求最先进的技术。尤其
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把国内环境研究透彻，找到能
够与之匹配的市场，不能盲目地把好技术引进来，
然后却发现没有市场可供发展。

文/郭静原

瑞康医药副董事长、总裁张仁华：

征战全球更要沉稳决策

一个新概念刚被提
出时经常被人们冠以

“疯狂”的称号，过几年
就会习以为常。譬如家
庭自动化系统，一开始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件疯
狂的事，然而现在不少
家庭里的电器都可以用
WIFI控制。

20 世纪是人工输
入数据的时代，是键盘
的时代，计算机系统所

获取的信息都是人为输入的，我们需要读完长长的
EXCEL表格之后才能作决定；如今人工智能与机器
学习涌上潮头，我们需要习惯用软件分析数据，从中
找出规律并解决问题。

以往奇迹般的想法逐渐成为现实，这恰恰印证
了科技的进步。物联网就是把传感器附加到互联
网上，它的运行机制犹如人们的眼睛、耳朵、手等
各个器官通过神经系统与大脑相连，感知世界，获
取数据。但是，物联网并不仅仅关注数据收集，还
要让数据变得有用，帮助人们作出决策，从细微处着
手改变世界。 文/郭静原

“物联网之父”凯文·阿什顿：

从细微处着手改变世界

国美控股集团CEO杜鹃：

在可预见的未来做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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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是一场长跑，每一次出发都是
自我的超越。长跑路上，注定要经历孤
独无助的考验，唯有与梦想同行，才能
渡过这漫长的煎熬。”……当“蜜芽”创
始人兼 CEO 刘楠，东方风行传媒、星创
投创始人李静，快看漫画创始人兼 CEO
陈安妮在舞台上深情朗诵时，坐在台下
的数百位女企业家都沉浸到自己的创
业历程中。

这是“2018中国商界木兰颁奖典礼暨
木兰汇十周年庆典”现场。当晚，《中国企
业家》杂志社颁发了“中国最具影响力商业
女性——10年·10人”奖项和“2018最具
影响力的商界女性——商界木兰”奖项。

10年间，女性力量从觉醒到崛起，并
以其独到的方式去改变世界。在这个颁
奖典礼上，获奖的商界木兰们登上舞台，
深情讲述“出发”“勇气”“责任”和“攀登”
的故事。

出 发

创业出发的第五年，汪静波成功带
领诺亚财富在纽交所上市。在她看来，
创业一点都不苦，是享受人生挑战自我
的过程。

未来再出发，汪静波希望自己能够
继续保有对她所从事行业的热情，能够
让激情像海浪一样一波又一波。

当当董事长俞渝则认为，每一次出
发都是自我的超越。当当网创业 18 年，
俞渝在这条路上走了 18 年，也收获了个
人成长。

勇 气

“勇气，是生命中最鲜亮的一抹原色，
不是一瞬间的闪念，而是一辈子的执着。”

当三胞集团总裁杨怀珍和联想集团
高级副总裁乔健、复星国际高级副总裁
康岚一起朗诵时，她肯定回想起 17 年前
的勇气。2001 年，当她打算在 38 岁“高
龄”从南京一家国企的高管跳槽到一家

“小作坊”时，她需要面对家人、朋友、同
事质疑的勇气。

10 年前，知名导演、自如文化创始
人王潮歌同样需要勇气。当她把艺术带
到商业里时，很多人说她让艺术有了

“铜臭味”。
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辞去了大学老

师职位，从售货员开始创业，这需要勇
气。带领团队从都市走向大山深处，更

需要勇气。未来 10 年，她打算从大山走
向国际，把大山里最美的产品，最好的原
生态体验带到全世界去。

如今，王潮歌已经凭借着自己的勇
气成为中国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导演。她
的票房已经达到了 100 亿元的规模，每
100个中国人里有3个是她的观众。

责 任

“唯有胸怀大爱，让家国情怀撑起精
神的脊梁，才会有义无反顾担当的格
局。”吉林康乃尔集团董事长宋治平、探
路者集团董事长兼 CEO 王静、乐友孕婴
童创始人兼 CEO 胡超的朗诵，让华策影
视集团创始人、总裁赵依芳想起了肩上
的责任。

作为中国年产电视剧 1000 集，电
影、综艺10余档，一手制造了几部点击量
破百亿爆款作品的公司“掌舵人”，赵依
芳希望能打造中国的“好莱坞”，让中国
的影视文化走向世界。

她曾当着木兰姐妹们说过，希望能
够在3年后退休。还没等她说完，旁边的
北京东方园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木兰汇公益基金会主席何巧女便反

驳说，起码应该10年、20年以后再退休，
如果就这样退休对不起这个时代。赵依
芳深受鼓舞，在她看来，“心中有责任，还
需要更多的努力”。

攀 登

“攀登，是一场征服者的游戏，人
生如高塔，每个人都需要以自己的方
式攀登。”

当张泉灵和承兴国际集团董事长罗
静、阳光印网董事长兼 CEO 张红梅用主
持人的“播音腔”朗读诗《攀登》时，她已
经完成了自己人生的一次攀登。2015年
8 月份，主持人张泉灵从央视正式离职，
出任紫牛基金创始合伙人。但攀登的过
程从来都不容易，做投资人后哭的次数
比前10年加起来还多。

在何巧女眼中，她一直处在攀登的
状态里。“我们每年都给自己设定一个目
标，然后攀上一个高峰之后，会发现更美
的山峰，于是我们又设定一个目标。”何
巧女说。

出发，勇气，责任，攀登，这是商界木
兰们的情怀，也是她们走在创业路上的
动力。

出 发 勇 气 责 任 攀 登
——商界木兰10年的4个关键词

本报记者 郭静原 《中国企业家》记者 严 凯

全球木兰论坛暨2018中国商界木兰年会召开，企业家纷纷表示——

跳好高质量发展“未来之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莹莹 郭静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