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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崇信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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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傍晚，全球460多家媒
体的600多位记者陆续从大巴
车上走下来，眼前是灯火明亮
的阿里巴巴西溪园区。

去年8月启用的阿里巴巴
办公楼位于杭州西溪湿地片
区，现代化的建筑结构丝毫没
有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员工
可以非常方便地与周围的湿地
产生连接。隈研吾是这个与自
然相互融合的工作空间的建筑
设计师。

在隈研吾为阿里设计的这
个建筑里，两个比隈研吾小十
岁的男人为600多位媒体人所
聚焦。

一个是阿里巴巴董事局主
席马云，一个是阿里巴巴董事
局执行副主席蔡崇信，许多阿
里女员工称他为“男神”。

接近11日零时，蔡崇信在
办公区现身，浅色衬衫牛仔裤，
深色夹克翻出柿子色内边。他
去了“双十一”交易数据直播大
厅，在一个边门处举起手机拍
现场照片。

其实，没有特殊情况，蔡崇
信每个月都来杭州，“马云在杭
州工作，我在香港。我们从未在
一个地方一起工作过，但我们
每天都会通电话。”

在外人看来，两人从家世、
经历到个性，几乎没有一样相
同，甚至南辕北辙。

他们相处确实存在冲突，
“我可以批评他，他可以批评我，
当然我们不会伤害彼此的感情。
这点至关重要。我记得有时与他
在电话中据理力争时，会激烈争
吵甚至挂他电话。他对我也是一
样。”蔡崇信说。

耶鲁高材生蔡崇信放下数
十万美元年薪，在35岁时选择与
35岁的杭州佬马云一起做事，为
什么？蔡崇信只说，“真正打动我
的地方，是马云与一群追随者患
难与共的事实。”

“在马云看来，我职业所涉
猎的领域很新奇，因为我通晓
财务，还当过律师，能帮助成立
公司及筹集资金。”蔡崇信这么
解释马云对他的认知。
接近20个小时后，蔡崇信出现在
600多位媒体记者面前，这是他
第一次公开面对国内媒体。蔡崇
信换下了牛仔裤，穿上了深色的
休闲裤，说话时左手插在裤兜
里，他讲了他与马云最初的相
识，相比之前流传许久的西湖泛
舟版本并无太多新意。即便如
此，“我问马云是否可以一起创
业，他听了差点跳进西湖”仍被
媒体拿来做标题。

大家现在还是看不懂蔡崇
信，但15年前，为什么他看懂马
云了？倒是马云自己说了一句
话———“我们不是为了让大家看
懂或者看不懂，而是我们做自己
认为对的事情”。

想起隈研吾，隈研吾会看一
些小说，比如村上春树的作品，
有时候也会研究一下凯恩斯的
经济学理论，“在村上春树的作
品里，我读懂了这样一个寓意：
看似平凡的世界，其实隐藏着不
为人所知的微妙世界。我的作品
也力争做到这样的感觉。”

蔡崇信也是这样，大家惊叹
15年前他的“投资”眼光，但他仍
未告诉大家答案，为什么15年前
他就认准马云了，当年看走眼的
大佬可有的是，薛蛮子、冯仑、熊
晓鸽，甚至包括马化腾。

上周在青岛举行了一场国
际渔业博览会，来自世界各地的
企业齐聚青岛。大使登台，元首
推销，来自五大洲十多个国家雄
心勃勃地要抢滩中国市场，包括
智利的帝王蟹，澳大利亚大龙
虾、挪威三文鱼、……

2006年，智利与中国签署了
自贸协定，这是拉美国家中第一
个和中国签订自贸协定的，同时
智利也是继东盟后第二个与中
国签署自贸协定的。伴随着这一
协定的签署，两国贸易量进一步
提升，进口关税下降95%，智利
的车厘子大量涌进中国。

虽然近几年美国、澳大利亚
的车厘子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
前驻美大使骆家辉也亲自上阵，
推销美国大樱桃，但是智利车厘
子已经凭借着和中国签署自贸
协定的这一先机抢占了中国市
场。在中国对外进口的车厘子
中，智利车厘子比重占到一半以
上，2014年春节期间，智利驻华
大使在天猫平台为智利车厘子
代言销售，短短十多分钟，几十
吨车厘子被销售一空。

就在智利与中国签署自贸
协定的4年后，智利的拉美邻居
秘鲁也忙不迭和中国签署了自
贸协定。道理是明摆着的，在水
果、鱼类、葡萄酒方面，秘鲁的商
品也不错，但少了自贸协定那张
纸，竞争力明显不如智利。

这次渔业博览会上，记者几
次都被一家日本企业“拉住”，请
记者和另外几位媒体同仁参观
这家日本渔业企业，虽然也有当
地县政府支持，虽然烹饪现场非
常炫酷，但毕竟是单打独斗，又
缺乏政府层面的“超级推销员”
撑场，外加现在扑朔迷离的中
日关系影响，导致这家日本渔
业企业在参展几天时间里鲜
有人问津。

再说说这次APEC会议，
中韩签订了自贸协定，无疑对
日本是个刺激。经济学领域有
一个名词叫“贸易转移效应”，
指的是形成关税同盟后，由于
取消了同盟成员国之间的关
税但保留了对非同盟成员的
关税，从而发生了同盟成员的
低效率（高成本）生产取代非
同盟成员的高效率（低成本）
生 产 ，即 在 差 别 待 遇 的 影 响
下，某一同盟成员把原来向非
成员国的低成本进口转向同
盟成员国的高成本进口。这样

“贸易转移效应”绝对是真金
白银。有预测指出，中韩自贸
区一旦建成，预计中国的GDP

将增长1%-2%，韩国增长2%-
3%，中韩有望形成一个人口高
达13 . 5亿、GDP高达11万亿美元
的共同市场。

这一点，为经济低迷期伤脑
筋的安倍能视而不见吗？

最近香港亚洲联合财务有
限公司在济青两地开设了山东
首批外资小贷公司，亚联财董事
总经理张炳煌也来到济南参加
了开业典礼。这位被称作“小额
信贷之父”的港商大佬和笔者畅
谈了小贷行业的风云变化。

出生在台湾的张炳煌在日
本攻读了法律硕士和博士，毕业
后没几年，他在东京银座的自有
物业开设了第一家小贷公司，一
年之内开设了五六家网点。1977

年，香港公布了一项政策，280万
港币的注册资本即可登记成立
一家“注册贷款公司”，可以吸收
存款，发放贷款。

当年8月张炳煌便来到香
港，按照在日本积累的经验，他
打算凭借不多的资本，在短时间
内多开些网点。由于可以吸收社
会存款，他把利率给到比银行高
出两个百分点，银行是6%，公司
就给8%。

乍看，这种高息吸储的做法
和当下一些投资公司很像，但这
家日本信用保证财务有限公司还
有自己的绝招——— 无抵押、无担
保就能办理小额贷款。“我们靠细
致的信贷考察并结合信用记录来
为企业发放小额贷款，当时香港
还没有这种贷款模式，所以业务
规模很快就做大了。”

1993年，张炳煌找到联合集
团合作成立亚洲联合财务公司。
联合集团投资2800万港币作为大
股东，张炳煌做小股东，一个新
的小贷巨头应运而生，当联合集
团把这个财务公司卖给新鸿基
时，价格已经达到43亿元。

2007年，当内地开展小额贷
款公司试点之后，张炳煌便在深
圳开设了亚联财小额贷款公司。

“2008年国家发布了小贷公司管
理规定，但并没有对外资做出规
定。”那时候各省市并没有“法无
禁止即可为”的意识，所以亚联
财被多个省份婉言拒绝。

虽然招商引资是地方发展
的一大要务，但相比那些看得见
厂房、收得起利税、提供了就业的
外资制造业项目来说，内地对外
资小贷还是有个接受的过程。最
先破冰的是辽宁省，当时张炳煌
找到了去香港招商的辽宁省省
长，省长一听介绍，觉得小额贷款
对地方经济很有好处，于是便给
省金融办主任打电话做了交代。

“这个电话一打出去，我们
马上派人去了沈阳，有了省长的
指示分公司便顺利落地了。”张
炳煌说，此后他去其他省份访问
时，都会说，“我在辽宁省已经落
地，在你们省怎么就不行呢？”就
这样，亚联财在15个省市开设了
小贷公司。

“做这一行，最重要的就是
多开网点，这是我们在香港的经
验。”张炳煌说，小额信贷最大的
特点就是小额、快速，如果为了借
5万元钱要走很远、很麻烦，那么
他可能会选择其他方式。这几年
兴起的P2P网贷对小贷行业是个
冲击，“网贷根本不需要网点，却
能无比快捷。”张炳煌说，然而现
在P2P行业却很混乱，有的网站注
册不到一个月就圈钱跑路了。

只能使用注册资金不能吸
收存款限制了小贷公司的业务
发展，而网贷能吸纳资金却增值
乏术。于是亚联财和58同城等网
站开展了合作，由网站吸收理财
资金，而亚联财提供需要资金而
且有信用保证的企业客户，这种
合作对接的模式也将成为小贷
发展的新方向。

当“美元”

成为餐巾纸

□姜宁

近日和朋友去一家小店吃
饭，菜品很有特色，就连餐巾纸
都令人眼前一亮：全是“美元”。
这些印着“美元”图案的彩色餐
巾纸吊足了不少顾客的胃口，
很多人图新鲜都愿意多买一
包，仅此一项，小店多了不少营
收。

小店的创意用心良苦。这
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
一个消费者心智愈来愈成熟的
时代，不推陈出新，就无法与时
俱进。放眼当今世界，就连横
扫世界的跨国巨头也经历了
多少次创新、多少次改变。

回顾 I BM的历史，初期
公司做过员工计时系统、磅
秤、自动切肉机，这大概是很
多人不曾想到的。再看苹果，
苹 果 真 正 让 人 熟 悉 ，始 于
1 9 9 6年公司危机正盛时乔布
斯回归。当时，戴尔送给苹果
四个字———“关门大吉”。然
而，重新出山的乔布斯做的
第一件事是改变 iMac ,这是一
款现在仍被用户奉若经典的
台式电脑。2 0 0 7年 7月，苹果
再一次改变，i P h o n e横空出
世，帮苹果完成了智能手机
的江山霸业。苹果的霸气来
自 于 源 源 不 断 的 创 新 和 改
变。在过去10年中，苹果获得
了 1 3 0 0项专利，是微软的一
半，戴尔的1 . 5倍。

同样作为跨国巨头，诺
基亚和摩托罗拉的遭遇从另
一个层面告诉我们创新的重要
性。当年诺基亚从造纸业发家，
之后做橡胶轮胎，战后发展卫
生纸与电视机产业，最后进入
网络电信产业。它不断改变以
适应生存，但在iPhone崛起后，
诺 基 亚 不 愿 放 弃 已 落 后 的
Symbian系统，高效率的成本控
制思维，杀死了诺基亚该有的
创新。结果在遇到破坏性技术
变革和市场结构变化时，被微
软收购。诺基亚CEO约玛·奥利
拉在记者招待会上最后说的一
句话引人深思：我们并没有做
错什么，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输
了。说完，连同他在内的几十名
诺基亚高管不禁落泪。停止了
改变的诺基亚成为被自己打败
的王者。

摩托罗拉的遭遇与诺基亚
类似。1969年，阿波罗11号使用
摩托罗拉无线电从月球传来第
一句话，当时的人们不会想到，
这个无线通讯行业的领导者，
有一天会被联想收购。

可见，无论是一家小店还
是一个跨国集团，有一点亘古
不变，那就是创意无极限，进取
无停歇。资本的本能是逐利的，
它践行着马太效应，也就是在
品牌资本领域内强者恒强，弱
者恒弱，赢家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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