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守实业路 积极“走出去”
——记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 玫

志不强者智不达
南存辉

历史，总是会在某个特殊的年份，给人
们留下一个特殊的记忆。

1978 年，作为改革开放的起点，就是
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从1978年开始，我
国的民营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从“有益补
充”到“重要组成部分”再到“两个毫不动
摇”，民营经济发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实现
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推进，南存
辉和他的正泰集团一起走过了一条看似平凡
却又很不平凡的发展之路。从“草根创业”
到“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
从家庭小作坊到国际化大企业，40 年春风
化雨，改革开放成就了南存辉的梦想，更成
就了一代人的梦想。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的
命运。”南存辉说。

“烧好自己那壶水”

创业至今，南存辉经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就是：“烧好自己那壶水。”他的那壶
水就是正泰的电器品牌。房地产热、金融
热，这热那热也触动不了他坚守实业的信
念。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多企业热衷于投
机资本市场挣快钱。但是，南存辉却不为
所动，拿出大量资金建立低压电器检测
站，通过对低压电器各种性能检测数据的
收集，不断完善自身的低压电器产品。正
泰的产品也正是因为这座检测站而被20多
个省份免检。

如今，在低压电器领域正泰电器连续
多年保持着国内的领先地位。产品斩获中

国质量管理领域最高荣誉“全国质量管理
奖”，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美誉度的全球知
名品牌。

坚守实业，并非意味着一成不变。而这
个“变”，就是从制造到智造。围绕一个

“电”字，不断升级创新。
2006 年 ， 正 泰 正 式 进 军 新 能 源 领

域。南存辉说，“做低压电器和做新能源
都是围绕‘电’字做文章，通过内部扩
展和对优势企业进行兼并组合等方式，
把产业链拉长”。在南存辉看来，光伏实
际上就是电力产业链的发电环节，发电
完成后的输送、储备、使用等流程，公
司都有相应的产品或技术储备。公司发
展光伏产业，既是转型，更是产业的升
级拓展。

创新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一个
企业只有创新才会有出路。”南存辉说。多
年来，他始终坚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主动
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培植新兴技术与
服务产业，向能源互联网服务企业跨越
发展。

“我每天想得最多的就是创新，就是如
何超越自己！”南存辉认为，创新体现在多
个方面，包括发展理念、体制机制、科学技
术、商业模式等。

现在，正泰不仅在国内建立了国家级企
业技术中心，还在欧洲、北美、中东等地建
立研发机构，形成了多元化、开放式研发体
系。根据不同产业属性，公司每年拿出销售
收入的4%至12%用于研发，将技术进步与
产业升级融为一体，努力实现从规模扩张向
创新驱动迈进。

在南存辉的引领下，正泰以创新驱
动促进提质增效和产业升级，强化核心
技术、原创技术研究，努力提升发展质
量和效益。截至目前，集团各产业参与
制订和修订行业标准 190 多项，获国内
外各种认证 1600 多项、专利授权 4000
余项。

今年 6 月，正泰“基于物联网与能效
管理的用户端电器设备数字化车间的研制
与应用”通过了工信部智能制造专项项目
验收。在海宁，正泰的“光伏制造+互联
网”透明工厂，可实现定制化设计和生
产；通过实施“机器换人”，每年节约人力
成本近亿元。在杭州，正泰智能工厂引进
以及自主集成了全套国产化自动光伏生产
设备，成为工信部中德合作智能制造示范
项目。

“勇于迎难而上”

11月1日，南存辉受邀参加了由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主持的民营企业座谈会，“民营
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
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让南存辉吃下了“定心
丸”。对于未来，他信心倍增。南存辉表
示，正泰要以发展能源综合管理为抓手，
把新能源、清洁能源的创新工作做到位；
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是技术、管理、品
牌、文化等都将全方位地走出去；通过并
购整合全球优质资源，不断输出中国智
慧、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提升中国企业
的国际话语权。

做企业要审时度势，勇于迎难而上。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不少企业收

缩“过冬”，南存辉反其道而行之，提出
了“跨越”战略。趁着业内低谷期，通过

“人才抄底”，从世界一流高科技企业引进
了一批太阳能技术专家、生产装备制造专
家 ， 并 以 这 批 人 才 为 核 心 组 建 了 研 发
团队。

同时，在新一轮技术与产业革命中，正
泰抓住机会，完成了从行业进入者到行业领
军者的跨越发展，形成了集“发电、储电、
输电、变电、配电、用电”为一体的全产业
链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建电站、收电费、
卖服务”的盈利模式。

目前，正泰已在韩国、意大利、日
本、印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建立
海外地面光伏电站30多座。同时，正泰还
在欧洲、非洲、南亚和拉美地区承建了大
量 EPC 工程总包项目，大大带动了产品配
套出口。

此外，正泰在国内外兴建的各类光伏电
站已超过百座，居民屋顶电站安装量6万余
户，成为中国民营企业中规模最大的光伏电
站投资运营商，也成了全球领先的光伏系统
解决方案提供商。

“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企业不断大踏步
走向世界，不仅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贡献
了巨大的力量，更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发挥着
日趋重要的作用。”南存辉说，随着中国市
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
增强，已经逐步形成了“走出去”与“引进
来”的良性循环。

2009 年，正泰成立五大海外洲区销售

部。南存辉提出“国际本土化”的理念，就
是把企业融入到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适应
当地市场需求里去，“让产品走出去，服务
走进去，技术走上去”。

现在，正泰的制造基地已经遍布德国、
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世界各
地。除了拥有欧洲、北美、亚太三大全球研
发中心，还拥有五大国际营销区域、14 家
国际子公司、22 个国际物流中心，为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产品与服务，可以利用
全球资源进行产能合作。

2010 年，正泰在西班牙请了几十个外
国人做销售，他们问：我们一起合作，干
得好能不能分股份给我？南存辉说，当然
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正泰也把意大利最
大的经销商吸引进来。如今，正泰的海外

“朋友圈”不断扩员，与“一带一路”沿线
8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保持着不同程度的
合作关系。

在泰国、马来西亚，正泰太阳能工厂
实现量产，大大提高了整体智能制造水平
与跨国经营能力；在巴基斯坦，组建国际
区域工厂；在埃及设厂，逐步开发周边市
场，最终辐射并覆盖欧洲及整个西亚非市
场；收购新加坡日光电气，以新加坡日光
电气为核心载体搭建亚太区域总部，统筹
亚太区域业务发展，完善全球研产销一体
化布局……

在响应“走出去”政策的同时，南存
辉表示还要“走进去”，因地制宜创新商业
与管理模式，建立“本土化”长效合作机
制。在柬埔寨，正泰与一家国企联合投资
5.05 亿美元建成柬埔寨达岱河水电站 BOT
项目；在韩国，正泰已成为当地知名的太
阳能产品分销商和电站开发商，其中江原
道春川市鲫鱼岛 9MW 光伏项目成为当地
标志……

在南存辉看来，“全球化”不仅仅是单
向的“走出去”“走进去”，而是一个“走出
去、走进去”再“走上去”的循环战略。

“感恩之心，回报于行”

“ 赚 钱 第 一 ， 不 是 唯 一 ”。 办 企 业
后，南存辉一直秉持“感恩之心，回报
于 行 ” 的 公 益 理 念 ， 主 动 履 行 企 业 的

“公民”责任。多年来，他带领正泰积极
参与扶贫济困、捐资助学、抗震救灾、
生态环保、慈善捐助、光彩事业等社会
公益活动，已先后向社会累计捐资捐物
超过 3 亿元。

2009 年 12 月，正泰集团注资 9000 万
元设立“正泰公益基金”，这是浙江省首家
以公益命名的非公募基金会。基金会重点
关注并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积极资助优
秀的低碳环保公益项目和活动。成立以
来，基金会每年组织“电工行业—正泰科
技奖”“电工标准—正泰创新奖”“正泰·
杜斌丞奖学金”“温州医学院奖学金”等评
选工作。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扶贫过程
中，南存辉带领正泰积极探索创新产业扶贫
模式，打造多种形式的“光伏+”，在改善
生态环境的同时，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多方
共赢。

在西部的宁夏、青海、甘肃、新疆、
内蒙古等荒漠戈壁地带，正泰建成了多个
沙光互补电站，既改善了生态环境，又促
进了游牧民增收，为荒漠治理提供了一条

行之有效的新路子。在浙江江山的 6300
亩荒山坡上，正泰建成了集“光伏发电+
中草药及农作物种植+光伏旅游”三位一
体的 200MW 大型光伏电站，实现了“土
地增产、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环境增
美、政府增税”的五增效益，成为国内

“农林光互补”模式的典型样本。根据测
算，25 年中，该项目发电总量可达 49 亿
千瓦时，可望创税收 8 亿元，同时还可节
约标准煤 163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453 万
吨，节约用水 912 万吨，具有显著的节能
减排效应。

此外，正泰还配合浙江“五水共治”
工程，在滩涂上建设电站，并有效治理河
道，形成了“板上发电、板下养鱼”的

“渔光互补”模式，给当地带来绿色能源
的同时，也使河水更清、环境更美、渔民
收益更可观。正泰还积极参与了安徽、江
苏、贵州、河南等地的光伏扶贫项目的
建设。

随着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们从“盼温
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
态”。为此，正泰大力发展居民分布式屋顶
光伏工程，用绿色电力点亮美丽浙江、美丽
中国。

教育扶贫一直是南存辉的“重头”。
2002 年，正泰捐资 1000 万元设立“浙江
省大学生助学基金”；2004 年，正泰出资
1000万元，与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共同
发起设立“中国中学生正泰品学奖”；此
外，正泰公益基金会还与杜斌丞教育思想
研究会合作，设立“正泰·杜斌丞扶助优
秀贫困生奖学金”，累计帮扶 900 余名学
生，拨付90多万元；正泰公益基金会还向
外交学院提供助学基金 300 万元，支持我
国外交事业和外交人才的培养，同时每年
还为温州医学院、温州中学的优秀贫困生
提供奖学金……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得到长足
发展，从“有益补充”到“重要组成部
分”再到“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
发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实现了一系列重
大突破。

作为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之一，我深
深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深深感恩国家
和社会各界！

众多改革开放的参与者，都是披荆
斩棘一路闯过来的。今年以来，受到国
内经济调速换挡、结构调整及中美贸易
摩擦等外部因素影响，中小微企业发展
面临诸多挑战，一些上市公司、龙头企
业也面临一定压力。有的企业家担心：

“这样下去怎么办？”
目前的情况，让我想起 10 年前，

美国次贷危机肆虐全球，正泰也面临国
际市场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当时，我
们坚定发展信心，主动危中抓机，坚持
逆势投资，倒逼自己转型升级。也是在
那个时间点，我们进军了光伏产业。近
年来，凭借在清洁能源领域的积极探索
和持续创新，正泰已成为世界知名的绿
色能源提供商。

所以说，遇到问题就要克服恐惧心
理，勇于迎难而上，敢于亮剑。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党和政
府都在努力为民营企业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在温州，新时代“两个健康”发
展先行区创建日前也已启动。

沧海横流、大浪淘沙，在当前危与
机并存的形势下，我们要用平常心积极
应对各种挑战，紧紧抓住投入产出的效
益主线，牢牢把住现金流和负债率两道
安全底线，量入为出，创新发展。困难
都在收获前，要看到危中有机，主动危
中抓机，积极化危为机。

志不强者智不达。多年来，我经常
以一句话鞭策自己：烧好自己那壶水。
不管外界风云如何变幻，只要我们不忘
初心，做好本分，量力而行，尽力而
为，不贪心、不偷懒，预期可待。

正泰集团温州基地办公主楼。 （资料图片）

正泰温州工业园“用户端电器设备数字化车间”。 （资料图片）

正泰杭州园区光伏组件智能工厂。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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