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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移民究竟为了啥

半半数数以以上上为为了了孩孩子子教教育育

转转型型升升级级要要从从挖挖““质质量量地地雷雷””开开始始

本报记者 马绍栋

日前，由国家质检总局、省
质监局大力推动的“质量月”活
动正在进行，而在企业圈里关
于质量管理的讨论也从未终
止。曾经有段时间包括现在，许
多人把质量管理寄望于先进的
自动化设备，认为标准化、批量
化以后质量问题随之自然解
决，然而就笔者在省内走访情
况看，过于迷信设备控制导致
的“差不多”的质量管理理念正
成为企业生存的大敌。

质量管理教材常引用这样
一个案例，至今读来仍颇为值
得玩味。

这是一个发生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期，美国空军和降落
伞制造商之间的真实故事。在
当时，降落伞的安全度不够完

美，经过厂商的努力改善，使得
降落伞的良品率已经达到了
99 . 9%，应该说这个良品率即使
现在许多企业也很难达到。但
是美国空军却对此公司说No,

他们要求所交降落伞的良品率
必须达到100%。于是降落伞制
造商的总经理便专程去飞行大
队商讨此事，看是否能够降低
这个水准。因为厂商认为，能够
达到这个程度已接近完美了，
没有什么必要再改。

当然美国空军一口回绝，
因为品质没有折扣。后来，军方
要求改变了检查品质的方法，
那就是从厂商前一周交货的降
落伞中，随机挑出一个，让厂商
负责人装备上身后，亲自从飞
行中的机身跳下。这个方法实
施后，不良率立刻变成零。

没错，质量管理由不得“差
不多”、“基本可以”、“大差不
差”这类模糊随意的概念存在，
否则看似近乎完美的数据却可
能最终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

“整个高铁列车需要4万多
个零部件，涉及的供应商成百
上千家，如果质量管理不善，放

过一个小错误，在时速300公里
的情况下后果不堪设想。”中国
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
限公司质量部门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公司质量管理部拥有
500多人，数量甚至超过研发部
门，对一些关键零部件，单件产
品质量考核指标就达200多项，
这在应对春运紧张赶制订单的
时候也照做不误。“早交车肯定
早发挥运力，但质量从来不能
说差不多就行了，谁敢拉着
1000多人玩命啊。”

作为目前我国长度第一、
世界第三的海底公路隧道，胶
州湾隧道的建设规模及开挖
跨度均居世界之最，尤其是
4 . 09公里的跨海域里程，地质
条件复杂、岩石结构不稳定、
地 震 带 规 避 、爆 破 掘 金 风
险……种种高难度在国内均
无类似经验可借鉴。如此复杂
工 程 ，质 量 问 题 绝 对“ 伤 不
起”。负责该隧道项目的青岛
国信胶州湾交通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曲立清告诉记
者，要等到工程出现质量问题
再挽救显然是不可能的，必须

把质量管理放在预防端，为此
整个施工全过程均采取超前
预报，保证风险始终可控。“光
开挖超前探孔就累计达 6万
米，这个是破纪录的。”

传统观念里，机器设备总
是比人工精准的，所以装上先
进的设备就可确保质量一致，
其实在实践中并非如此，要知
道批量化的工业时代，一件产
品动辄上千万、上亿件的产量，
如何将质量精确控制到每个细
节没有任何企业敢打包票。如
同研究数据测算，假若什么事
情只有99 . 9%的成功率，那么每
年有20000次配错药事件；每年
15000婴儿出生时会被抱错；每
星期有500宗做错手术事件；每
小时有2000封信邮寄错误……
所以质量管理中最忌讳“差不
多”理念，质量永远有持续改进
空间，尤其在产业转型升级的
当下，设备升级背后还需制度
升级、人的升级，竞争对手、交
货时间、客户要求等都不应成
为放松质量的借口，否则这些

“质量地雷”最终会把企业推向
深渊。

山航联手移动

开发机上WIFI

3万多辆黄标车

已被提前淘汰

本报济南9月17日讯（记者
王茂林 通讯员 孔进 严文
达） 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悉，
截至2014年8月底，全省（不含青
岛）累计审核通过的提前淘汰黄
标车达30242辆，兑付补贴资金
25779万元。

据介绍，我省实施黄标车提
前淘汰政策以来，已对提前淘汰
的17326辆货车和12916辆客车完
成审核并分别兑付了补贴资金。
淘汰总量最多的是轻型货车，淘
汰13956辆，补贴兑付金额11013
万元，分别占淘汰总量、补贴兑付
额的46%和43%。累计淘汰量最多
的是济南市，累计淘汰10612辆，
补贴兑付金额9068万元，均占全
省的35%。威海市和潍坊市位居
全省第二、三位。

截至2013年底，全省共有黄
标车116 . 5万辆，根据要求，2015
年底前要全部淘汰。截至今年6月
30日，全省黄标车提前淘汰工作
的第二阶段已经结束，7月1日起
到12月31日前是黄标车提前淘汰
工作的第三阶段。为确保完成国
务院2014年确定的淘汰任务，省
政府要求，2014年下半年，各市要
淘汰现有余量的 4 0 % ，其余在
2015年全部完成。

本报济南9月17日讯（记者
廖雯颖） 17日，山航与中国移
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开展基于
4G移动通信领域的全方位合作。
除了合作开发机上WIFI，未来移
动4G客户使用山航无线产品服
务时产生的数据流量将由山航
支付。

17日，山东航空公司与中国
移动山东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开展基于4G移动通讯领域的
全方位合作。双方宣布启动“携
手移动 飞享山航”活动，9月25
日后中国移动4G用户在使用山
航“掌尚飞”APP或登录山航官方
网站查询、预订机票业务时，产
生的数据流量将由山航支付，不
用自掏腰包。

根据双方的协议，山航将利
用中国移动先进的4G技术服务
用于公司运行管理，提升山航生
产运行的信息化水平，让山航迈
进4G时代。

三成危险货物罐车

加装紧急切断装置

本报讯（记者 宋磊 通讯员
张皓） 国务院五部局要求在今

年12月31日前完成在用液体危险
货物罐车紧急切断装置加装工作。
截至9月1日，我省共有在用液体危
险货物罐车19565台，已完成安装
5952台，占总台数的30 .4%，未安装
罐车12714台。

为确保我省在用液体危险货
物罐车保质保量、按时完成紧急切
断装置加装任务，我省要求，各地
自8月至12月，每月月底报送当月
情况，报送内容包括在用液体危
险货物罐车总量、未安装紧急切
断装置的在用液体危险货物罐车
数量、当月完成安装量、累计完成
安装量、累计完成安装比率等。到
2015年1月1日仍未按规定加装
的，将被收回道路运输证或被公
告注销道路运输证。

绍栋产经观察

msd100@126 .com

民营企业家

占移民数量九成

知名企业家的移民，都
相当低调。那么在济南、在山
东，都有哪些人在移民，移民
者都是看中了外国的什么？

17日，济南欧深移民公
司资深顾问王菲告诉记者，
从该公司今年50多起成功的
案例看来，在目前的移民人
群中，民营企业家占了九成
以上。“他们移民主要是考虑
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孩子
未来的良好教育，二是个人
资产的安全，三是国外好的
空气、安全的食品等高品质
的生活，四是国外的福利。”
王菲说，这四个因素中，为了
孩子教育而移民的人占了一
半以上。

在记者采访的多家移民
中介中，据不完全统计，在济
南乃至山东市场，移民人群
多以40岁左右的企业家为
主，有的是家族企业，有的是
创业成功的人群，资产多的
上亿，少的也有千万以上，移
民形式基本以家庭为单位。

针对马云移居香港
的消息，阿里巴巴官方微
博17日发声予以否认。声
明称，马云目前户口在杭
州，移民香港消息不实，
马云本人以后也不会移
民别处。知名企业家的移
民消息，总是社会的焦点
事件。那么，企业家特别
是民营企业家群体，为了
什么移民？移民后的生
活，是否和之前想象的一
样？

本报记者 韩适南

超三成受访企业家
已经或打算移民

33 . 3%
安全感得分在5分及
以下的企业家中

53 . 1%
已经或打算移民

留学和技术移民式微 投资移民成主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移
民目前有技术移民、投资移
民、亲属移民等几种主要方
式。技术移民的式微与就业形
势有相当关系。据济南一位移
民中介咨询顾问介绍，中国技
术移民者到国外后，越来越不
受欢迎，主要原因是当地人认
为移民者抢了他们的饭碗。

在投资移民方面，买房、
买国债、参与一国项目的投资
等都可称为投资移民，每个国
家对于移民的政策也千差万
别。据王菲介绍，以新加坡为
例，因为国土面积狭小的缘
故，所以移民条件也特别高。
如果一个企业家想要移民新
加坡，那他公司每年的营业额

必须在2.5亿元以上，在新加坡
投资须达到1500万元左右。

财经评论家张平说，上
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留
学移民潮、90年代到新世纪
初是技术移民潮，现在这些
坐拥财富的民营企业家，选
择的是以投资方式移民，旨
在“用钱投票”。

虽然移民国外 人和生意都在国内

“移民不等于成了外国
人。”一个资深移民中介告诉
记者，移民一般只是获得了一
个国家的永久居住权，和成为
这个国家的公民是两个概念。
必须居住满一定年限，符合一
定条件，才可以向该国申请加
入其国籍，在未加入该国国籍
之前，可以享受该国的教育等
福利，但没有政治等权利。

张平说，对于企业家们
来说，赚取巨大财富固然重
要，但是如何让自己的财富
传承下去也很重要。所以让

“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和
“生活质量更好”特别牵动他
们的心。企业家们往往为了
家庭和子女发展的需要，选
择移民海外，到国外只是投
资了一个身份，其本人的事

业与生活重心仍在国内。
在王菲看来，许多移民国

外的民营企业家，其实并不在
乎外籍身份，他们更愿意保留
中国国籍。不光是因为中国不
允许多重国籍的原因，更重要
的是，他们大多以四十多岁为
主，事业的黄金期，也不到养
老的年龄。所以民营企业家移
民，只是为了下一代的发展。

美国仍是首选地 欧洲渐成新宠

在山东移民市场上，济
南和青岛的移民市场最为活
跃，其中青岛移民中介全省
最多。据一移民中介介绍，在
17市中，青岛就连许多普通
市民，都有移民意愿。而在移
民的民营企业中，以从事房
地产、机械制造、贸易的企业
家为主，另外还有部分非国

有企业的高管也加入到移民
的行列中来。

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
布 的《 中 国 国 际 移 民 报 告

（2014）》显示，目前中国成为
世界第四大移民来源国,美国
是中国海外移民首选的目的
国。不过济南一移民中介介
绍，因为许多国家移民政策

的调整，欧洲成了移民者的
新宠。以匈牙利为例，目前移
民匈牙利的人也多了起来。
不仅是因为移民该国的费用
和条件相比其它国家少而且
便利，更重要的是，移民匈牙
利，拥有的是欧洲人的身份，
可以享受欧洲26国许多国家
的多项福利。

调调查查机机构构22001133年年99--1111月月在在全全国国范范
围围内内对对115500位位民民营营企企业业的的董董事事长长、、总总
裁裁、、CCEEOO、、总总经经理理及及总总监监以以上上级级别别的的高高
级级管管理理人人员员进进行行了了访访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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