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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创业35年 海尔再出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成

工业革命以来的品牌大概分为

三类：第一类是产品品牌，以产品溢价

为主；第二类是平台品牌，以移动互联

网的流量溢价为主；第三类是生态品

牌，以体验溢价为主。海尔开启第六

次战略转型，主题是生态品牌战略，与

之相适应的企业文化是新的海尔精

神，即“诚信生态、共赢进化；人单合

一、链群合约”——

引入5家投资者，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

中化能源增资超百亿元
本报记者 黄 鑫

2019年11月29日，俄罗斯企业代表团到访海尔，学习“人单合一”经验。 本报记者 刘 成摄

太重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创民：

建设一流装备制造企业

本版编辑 梁 睿

2019年 12月 26日是海尔集团创业
35周年纪念日。在当日的庆祝活动上，
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
上台向10多位创业老元勋颁奖后逐一拥
抱时，台下不少人热泪盈眶。

这份感动是对为海尔作出巨大贡献的
创业者们的最好致敬。35年间，海尔从
一家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小厂，成长为
世界白色家电第一品牌，成长为在全球有
10大研发中心、25个工业园、122个制
造中心，年营业额近3000亿元的超级企
业集团。35年来，海尔已经历了5个战
略阶段，每个阶段领风气之先，当前，他
们又开启了第六个战略：生态品牌战略
——海尔志在成为物联网时代的生态品牌
引领者。

推动品牌国际化

1984年底，当张瑞敏带着新的领导
班子来到海尔的前身青岛电冰箱总厂时，
企业已亏损147万元。张瑞敏到农村大队
借钱，才给全厂工人发了工资过了年。
1985年，为唤醒员工质量意识，张瑞敏
带头亲手砸毁了 76台有质量问题的冰
箱，并明确提出“创优质、夺金牌”的目
标，由此开启了名牌战略阶段。1988
年，青岛电冰箱总厂获得了中国电冰箱行
业第一块“国家优质产品奖”金牌，成为
国产电冰箱行业第一品牌。

1995年7月份，原红星电器有限公
司整体划归海尔，海尔以“吃休克鱼”的
方式，通过输入海尔文化，盘活被兼并企
业，短短3个月就实现扭亏为盈。凭借

“品牌+文化+资本”，海尔先后兼并了国
内 18家企业，海尔从冰箱延伸到洗衣
机、空调、黑电、数码产品等领域。

1998 年，秉承着“走出去、走进
去、走上去”的理念，海尔启动了国际化
战略。海尔通过“先难后易”的国际化策
略，先到发达国家市场创出品牌，然后开
发发展中国家市场。1999年4月30日，
海尔在美国建厂，迈出了开拓国际市场的
关键一步。

从2005年开始，海尔开始推进全球
化品牌战略，其全球化和国际化的不同点
在于其全球化的核心是本土化，海外本土
化设计、本土化制造、本土化营销“三位
一体”，大部分员工都是当地人，更了解
当地用户个性化需求。期间海尔在全球布
局研发和制造基地，并先后收购了日本三
洋在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
宾和越南的洗衣机、冰箱和其他家电业

务，收购了新西兰斐雪派克等顶级家电品
牌。2009年，海尔在世界白电市场占有
率排名第一。

2012年，海尔进入网络化发展战略
阶段，他们在战略、组织、员工、用户、
薪酬和管理6个方面开始改革探索，强调

“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
化”，充分调动生态链上的小微企业积极
性，同时全力推动“从大规模制造向大规
模定制的转型”，致力于成为平台化企
业。为此，海尔创造出工业互联网COS-
MOPlat平台，该平台目前已成为全球最
大的大规模定制解决方案平台，吸引了
390多万家企业、3.2亿用户在平台上注
册，为3.5万家企业提供了增值服务。

抓住“人”这个关键

“海尔过去的五个战略阶段，每个战
略阶段都贯彻了‘人是目的、有生于无’
的价值观。”回顾过去，张瑞敏认为

“人”是海尔在每个战略阶段不断引领市
场的关键。

名牌战略阶段——“高品质产品出自
于高素质的人”。张瑞敏说，通过“砸冰
箱”改变了员工“质量分等级”的观念，
树立了“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的全新
理念。同时，海尔探索出了“日事日毕、
日清日高”的管理方法，让员工素质每天
进步，逐步提高。

多元化战略阶段——“盘活资产先盘
活人”。那个时候的兼并一般都局限在资
产层面，追求资产扩大。海尔则坚持“盘
活资产先盘活人”，“海尔文化激活休克
鱼”就是这一理念最好的实践。夏天洗衣
机不好卖，海尔提出“没有淡季的市场，
只有淡季的思想”，改变观念后，他们开
发了一款专门洗夏季小件衣服的小小神童
洗衣机，结果一炮打响。

国际化战略阶段——“欲创国际品牌
先创人的国际化”。海尔当时定的战略就
是把创国际品牌的目标和人联系在一起。
要求员工到国外去，要熟悉国外的规则，

融入国际市场。即便是刚开始开拓市场很
困难，也要不畏艰难，一点一点做，锻炼
了一大批国际化人才。

全球化品牌战略阶段——“以海尔人
的本土化创全球化本土品牌”。这个阶段
海尔在海外完全采取“三位一体”策略，
研发、制造、销售都实现了“人”的本土
化，并引导他们从当地用户个性化需求中
寻找出路。在经常停电的非洲，海尔推出
停电以后可以100小时持续不化冻的冷
柜，在俄罗斯，推出从零下30℃到零上
60℃都可以制热制冷的空调。

网络化战略阶段——“以链群（生态
链小微群） 创用户体验场景”。这一阶
段，海尔更是把“人”的潜能充分释放。
海尔创造的“人单合一”双赢模式，把员
工变成创客，创客组成小微，以小微为基
本单元又变成一个个生态链小微群，这些
小微自主组合，组合成一个没有中心、没
有领导，完全以用户体验驱动的链群，链
群各节点围绕用户应用场景体验共创
共赢。

开启第六次战略转型

“陆止于此，海始于斯。”张瑞敏用这
句名言形容止于海尔过去的前五个战略阶
段和即将开启的新征程，“我们开启第六
次战略转型的探索，主题是生态品牌战
略，与之相适应的企业文化是新的海尔精
神，即‘诚信生态、共赢进化；人单合
一、链群合约’”。

张瑞敏认为，工业革命以来的品牌大
概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产品品牌，以产品
溢价为主；第二类是平台品牌，以移动互
联网的流量溢价为主；第三类是生态品
牌，以体验溢价为主。“如果说没有移动
互联就没有电商，那么没有物联网就没有
场景生态。用户场景体验迭代将驱动生态
品牌自我进化。”

事实上，海尔在生态品牌方面已经进
行了深入探索。在物联网生态领域，海尔
分别主导了大规模定制模式标准、智慧家

庭标准和物联网生态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的引领者。

“物联网时代，产品会被场景替代，
行业将被生态覆盖。什么叫场景？单件衣
服就是产品，多件衣服如何搭配就叫场
景。”张瑞敏说，物联网时代，器具要和
用户场景体验连接，用户要的不是一台功
能性的产品，而是体验迭代的解决方案。
所以要不断地根据用户体验迭代改进。

“海尔智家上海001号店卖得最好的是智
慧阳台场景，一个月要卖几万套，这个场
景方案里以洗衣机、干衣机、健身器材为
主，还有橱柜、晾衣架等。如果不是一个
场景，而是单个品牌的产品，就无法满足
用户个性化需求，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共
同创造价值，增值分享。”

2019年10月15日，“海尔生物”成
功上市，和其他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不
同，海尔生物是物联网科技生态。海尔
在给医院提供储存血液的冷柜时发现，
医院和血站有一个很大矛盾就是一边采
血很困难，一边浪费很多。海尔用物联
网解决方案把所有节点连在一起，变成
一个血联网，实现血液零浪费、患者零
等待。

张瑞敏认为，在生态品牌战略阶段，
海尔将遇到三个方面的挑战：从平台到用
户体验生态的挑战；从用户体验生态到终
身用户的挑战；创客的自进化涌现新物种
的挑战。如何破解这些挑战？张瑞敏给出
的答案是：“要创造一个适应物联网的模
式——人单合一。如果人单合一成功了，
原来的经典管理模式都会被截断众流；人
单合一模式的成功在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能适应。”

据悉，目前人单合一模式已成功运用
于美国GEA、新西兰斐雪派克、日本三
洋等全球多家企业，并被能源、传媒、文
旅、体育、金融等多个行业引入。

35年风雨兼程，是告别一段过往，
亦是迎接一段未来。进入生态品牌战略阶
段的海尔，同样在探索着一次新的从无到
有的过程。

中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投资额
115.55亿元的增资引战项目日前举行签
约仪式，这是迄今为止国企改革“双百企
业”引入战略投资者规模最大的项目。

根据增资协议，中化能源将释放
20%的股份，引入5家投资者，分别为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工银金融
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北京诚通工银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青岛中鑫鼎晖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中信证
券投资有限公司。此举将为中化能源持
续深化改革奠定良好基础，助力其构建
更加市场化的经营机制，提高国有资本
配置和运行效率。

“双百企业”是指百家中央企业子企
业和百家地方国有骨干企业。根据国务院
国资委相关部署，“双百企业”要在混合
所有制改革、法人治理结构、市场化经营
机制、激励机制以及历史遗留问题方面实
现突破。

作为中化集团能源业务统一经营平
台，中化能源是一家科技驱动、创新成
长的石油石化产业运营商及综合服务
商，2018年申请成为国企改革“双百企
业”，2019 年启动了引入战略投资者
工作。

据了解，中化能源由石油贸易、炼油
化工、成品油分销与零售、石化产品贸易

与分销、仓储物流、园区发展等业务板块
组成，目前已发展成为国际化特色明显、
产业链完整、营销服务能力突出的国家骨
干能源企业，产业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日益增强。

谈及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原因，中化集
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宁高宁表示：“主要
是希望通过改革提高竞争力。”

中化集团决策层认为，以股权多元化
为突破口，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优化资
本结构，提升治理效能，将全面构建高质
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出发，中化能源
要走向资本市场，也要尝试更大限度地接

近市场、融入市场，为社会及市场带来更
多效益和价值。”宁高宁表示。

“中化能源将以本次增资引战为契
机，全力配合国有企业改革，确保国有资
本保值增值，并积极推进泉州石化二期、
三期等重大战略项目。”中化集团副总经
理、中化能源总裁江正洪说。

国务院国资委总会计师白英姿则表
示，中化能源要抓住本次增资引战的有利
契机，加快转换经营机制，积极探索有别
于国有全资企业的治理机制和运营模式；
中化集团则要加快内部业务融合、整合，
建立科学精干的管控体系，形成联合高效
的市场化经营机制。

2020年，太原重型机械集
团作为国家重型装备制造业领
军企业，将在推进转型升级、深
化改革和提质增效上下大功
夫，谱写公司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

当前，山西省将工业高质
量发展和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
点作为经济转型发展的重大战
略部署。太重将加快公司转型
升级。一是推进传统产品的智
能化、绿色化升级；二是做强轨
道交通、新能源、海工装备、工
程机械、高端液压等适应国家

产业结构发展和能够形成批量的转型业务板块，实现公司“十三
五”传统和转型产品收入各占50%的目标；三是调整市场结构、拓
展市场空间，紧跟国家“一带一路”步伐，充分发挥海外平台作用，
推动公司国际化发展。

刚闭幕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制定实施国
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提升国资国企改革综合成效”，太重作为
国家发改委确定的第一批国有企业混改试点企业，将扎实推进
各项重点改革任务。2020年太重将持续推进集团和子分公司层
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强强联合和产业集聚效应，充分激发
国有资本的活力。同时，将实施全员绩效考核机制，实现“人人头
上有指标、人人头上挂效益”，并试点经理班子契约化管理，全面
激发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热情。

（本报记者 梁 婧整理）

2020年，我国信息化发展
在核心技术创新突破、产业数
字化转型等方面迎来重要发展
机遇，数字浪潮将进一步推动
各领域转型升级，从而对计算
力提出更高需求，未来新一代
信息技术创新将会带来ICT产
业新一轮增长。中国企业将比
以往扮演更重要的推动力角
色，科技企业要想在动态格局
中取得长足稳定的发展，必须
要有核心创新能力。我们要不
断提高自身创造能力，加强自
身科研能力，突破核心技术壁

垒。从制造到创造，要有信心，要有决心，更要有耐心。
作为技术创新型领军企业，依托中科院强大的综合性科研资

源，中科曙光始终以打造自身核心实力为发展要点，深耕云计算、
智能计算、大数据等先进计算领域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围绕核
心技术重点布局，并积极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产出，为中国信息产业
高速发展提供原动力，为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和社会进步、人
民生活资料的改善贡献“计算的力量”。

作为高科技企业，中科曙光将不断攻坚克难，积极推出创
新的产品与服务，以开放合作的心态拓展业务，拥抱市场，从而
促进产业生态建设，加速“数字中国”进程，推动数字经济健康
发展。 （本报记者 黄 鑫整理）

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总裁历军:

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内有机废
弃物(餐饮、厨余垃圾等)处理
领域的龙头企业。集团以生态
环境园模式实施有机废弃物处
理，在国内签约33个特许经营
权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的广
州东部生物质综合处理厂是全
球最大的有机废弃物综合处理
项目。

2019年，垃圾分类成为社
会关注的热点。2019年 6月
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等9部门明确提出，到2020年底，先行先试的46
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到2025年全国地级
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垃圾分类处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前端需要分类收集，后端更要
有效处理利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垃圾分类都将处于行业风
口期，末端处理设施将成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重要内容。

2020年，朗坤环境将大力推广已具备成熟技术和运营经验的
生态环境园模式，助力各地政府破解垃圾围城及发展循环经济；在
技术研发层面，朗坤环境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攻克厨余垃圾
等有机废弃物无害化的技术，发挥多项核心技术的组合优势，用以
提升有机废弃物的处理效率，降低有机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设施的
占地面积。 （本报记者 杨阳腾整理）

朗坤环境集团董事长陈建湘：

努力让环境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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