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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晚，滨州人宁高宁和威海
人卢志强在北京坐一个桌上吃了
顿饭。

请饭的金主是71岁的柳传志，
这场盛宴是为香港上市归来的联
想控股庆祝。柳传志摆了37桌，请
了许多企业家朋友，整个场景像是
老人给自家孩子办的婚礼答谢宴。

马云、王健林、雷军以及联想
控股的三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
董事长卢志强和中粮集团董事长
宁高宁坐在1号桌。柳传志与卢志
强相识于1995年，缘起泰山会，泰山
会是柳传志三个朋友圈之一，其他
两个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和中关
村企业家顾问委员会。

“30年前我创立泛海时，联想
是个旗帜。20年前组建泰山会，我
亲身感受了老柳的境界和品格。5

年多前联想改制，老柳把最好的机
会给了我，我今生难还这份情谊。”
卢志强在这次聚会上说了和老柳
的交情。还有10年前，卢志强的泛
海集团因拿地过多遇到“8 . 31”大
限，压力很大。柳传志帮他解了围，
两人一起投资了山东新能凤凰化
工有限公司。

2009年9月，泛海集团27 .55亿元
接手大股东中科院国科控股29%的
股份，低价进入联想控股，成为第
三大股东。然而，企业家之间的交
易绝不仅是因为交情，必是互利互
惠。联想控股从国有控股变成民营
控股企业，柳传志终成联想控股董
事长，他坦陈：“我与卢总行事风格
相似，这一次我们是一拍即合。”

借助卢志强，联想集团在电脑
业务巨亏时开辟出直接投资业务。
老柳在这次聚会上也说了，“我自
己的社交圈子主要集中在民营企
业家中，我是愣挤进民营企业家这
个圈子的，我真心喜欢这个阶层。”

老柳的一句“我们赶上了一个
大时代”很有历史感。他说，这场聚
会中80%的人不仅与他相识，而且
与他相知。他的这群老友都可谓将
资本运作术与关系学玩到极致的
人，在时代的红利中走向辉煌。而
时代终有更迭，强者也终将带着这
个时代的烙印被封存，一如现在的
90后，不一定知道柳传志，却可能
知道柳青，却不一定知道柳青是柳
传志的女儿。

柳传志请客次日，滴滴快的宣
布完成20亿美元融资，新资方包括
资本国际私募基金、平安创新投资
基金等多家全球知名投资者，阿
里、腾讯、淡马锡、高都资本等都追
加了投资。滴滴快的的总裁柳青表
示，本轮融资完成后，滴滴快的公
司将拥有超过35亿美元的现金储
备。柳传志用了15年时间将联想控
股打造成一个市值千亿港币的企
业，按150亿美金估值计算，滴滴快
的已经超越了联想控股。父女两人
生活的时代相差了几十年，商业环
境与教育背景完全不一样，这并不
是一场公平的比赛。

70多岁的老柳再次站上了港
交所敲钟，30多岁的小柳正带领着
滴滴快的去探索一个比联想还广
阔的未来。小柳未来三年的目标：
每天为3000万乘客提供服务，服务
1000万司机，在任何地方3分钟有车
来接。她认为，出租车和专车市场
还有潜力实现10到15倍的增长，滴
滴快的将在物流、保险和金融等汽
车服务，以及地图技术和位置服务
等领域寻找更大空间。

或许，小柳被时代记取的标签
是一个新时代“放肆的”创客，而老
柳仅仅是上一个时代的强者。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成了高密
的一张世界性文化名片。而在这家
县级市，却有一家制造业企业被誉
为高密的经济名片。日前，笔者去这
家公司探访，听到一个故事，感慨这
家企业能从一个破产的乡镇企业机
修车间发展到轮胎模具行业的
NO. 1，自有其道理。

这家企业是普利司通的轮胎磨
具供应商。作为全球最大的轮胎生产
商，普利司通在选择合作伙伴时，要
对其进行严格的质量保障体系评估。
评估时，普利司通指定了几款轮胎磨
具，让其在日本本土的工厂和高密这
家企业同时生产。最终，高密这家企
业生产的磨具得分99 . 2分，比普利司
通自家工厂的高了1 . 2分。当时，普利
司通派来评估的员工都不相信这个
分数，考察当晚又回住地核实了一
遍，最终才确认了这一结果。

高密的这家企业多出的1 . 2分，
胜在其模具精度高、表面光洁度好。
难怪这家企业的创始人自豪地说，
自家生产的磨具可以比肩德国制
造，甚至比德国同类产品卖得还贵。
谈起企业在制造业里奋斗20年的成
功秘诀，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平平淡
淡说了8个字：脚踏实地、创新经营。

细品这八个字，在浮躁的当下
却让人震撼，因为能心甘情愿、安安
静静做产品的企业已不多见了。

这家企业的工程胎和巨胎磨具
制造水平已居世界前列，而且生产
同一款模具，工期比其他企业短
20%-30%。技术方面，国外企业用的
是高大上的通用机床，这家企业用
的多是自己开发的专用设备，打造
出的模具不仅精度高，而且很美观。
而模具的美观程度决定了轮胎的美
观程度，就这一点，让这家企业的产
品具有了不可比拟的优势。

在厂区，笔者看到一个细节，铲
车运送产品时，行驶到车间出口卷帘
门前，卷帘门自动收起让车辆通过。
原来，这也是企业的一个小创新。以
往，开关卷帘门需要安排专人控制，
或者铲车司机下车开启。后来，厂里
的技术工人设计了这种感应式卷帘
门，铲车行驶到此，卷帘门自动开启。

一处小小改进，节省了时间和
人力成本。类似这样实用的小创新
在这家企业随处可见，而且很多都
是工人自己琢磨出来的。比如轮胎
磨具稍有磨损就报废了，而且摆放
时非常占地方。于是工人设计了一
款摆放磨具的架子，在铁板上按照
一定间距整齐排列好钢柱，模具可
以一件件插进柱子间，节省了空间，
也方便取用。

从细节上也能看出这家企业的
管理水平。这家企业的车间工作区
域和人行通道都画了线。所有设备
都沿着地面划定的区域布局摆设，
员工则自觉在划定的员工通行区内
行走。这样一来，既能保证设备摆放
和生产的整齐划一，同时工人也不
会被机器误伤。

严格的管理造就了高素质员
工，这家企业在车间设有“诚信超
市”，超市里面有冰糕、面包、香肠、
方便面等常用食品。所有的超市都
是无人值守的，员工选好商品后，自
己算账付钱。诚信超市设立9年来，
不仅没有出现过被盗或者短款，反
而经常会多收些钱来。

上个月，笔者有机会参加
了某德系车品牌在中国基地
的参观活动，亲自见证了“德
国制造”下一辆汽车的制造过
程，有几个细节颇让人感慨。

在质检车间，检验人员正
在对一辆刚从生产线上组装
好的轿车做例行检查，工人手
中拿着标尺和画笔，在四个车
门上做着不同的记号，细细一
数，每个车门两侧都有十几处
被标记，“-0 . 5”或者“+0 . 3”等
字符密密麻麻地标在上面。

工人说，在德国制造的生
产标准中，车门的缝隙之间差
距在“+-0 . 5mm”之间，多了不
行，少了不好。而且，在两侧车
门和车身之间，总要留有几毫
米高度差。而这并不是考虑到
美观等因素，因为轿车在高速
飞驰过程中，车身侧面受风阻
力较大。为了让轿车减少阻
力，最大限度地减少油耗，很
多德系轿车在这方面费了不
少心思。单单在一个车门和车
身的对接上，德国制造就考虑
了风的阻力、流线型防雨设
计、热胀冷缩力等因素。综合
上述因素，大众公司将其控制
在几毫米的差距内，不厌其烦
地多次测试，力求做到最精
准。

在佛山的试驾场，笔者和
试驾师傅坐在一款车内，一同
驶过各种不同的路面以检验
新车车况。奇怪的是，车外已
经是摄氏30多度的高温，试驾
员竟然不开空调。他告诉笔
者，虽然很多德系车在空调噪
音上已经做得精益求精，但为
了保证最大限度地听出车中
是否会有螺丝滑落、轮胎不齐
等残次，就算是摄氏40度的高
温，试驾员也不能开空调。

而在质检实验室，有一辆
已经处于报废状态的轿车。据
了解，这辆市场价20多万的轿
车当初报废的原因，其实仅仅
是因为车窗不严等小问题，但
这样的瑕疵也是不能容忍的。

从上述细节上，我们能看
到德国制造追求的精细化制
造。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德
国制造也处于被歧视的时期，
在那时，英国甚至出台了一部
法律，要求所有来自德国的进
口商品统统要打上“made in
Germany”的标签，但是德国人
通过第二次技术革命实现了
自己的工业精细化发展，将自
己变成了“世界工厂”的工厂。

什么是德国制造？“你很
难想象，一个德国的工人，在
巴伐利亚山脉中冒着风雪和
孤独，几十年来就为铸造一个
螺丝钉。”这是与德国制造打
了20多年交道的投资银行家蔡
洪平的感慨。在蔡洪平眼里，
中国人并不比德国人笨，但德
国人可以两代人做一个产品，
做到极致。有一位德国人告诉
蔡洪平，我把技术交给你，你
也做不出来，因为这是工艺。
工艺是什么？再自动化的4 . 0也
要有日本人和德国人那样用
手打磨光学设备的工艺，这样
的工艺靠的就是感觉。说到
底，中国人不缺钱，缺的是一
颗“安静的心”，一颗实实在在
做产品的匠心。

做空A股的

是我们自己

□任磊磊

自6月15日A股开启暴跌模式后，
已连续下挫超30%，当市场情绪由恐慌
向绝望蔓延之时，“恶意做空”成为本
周投资者为这轮中国证券市场上最大
当量的行情波动，找到的最后心理支
点。

这世上从来都不是鬼吓人，而是
自己吓自己。所谓的做空势力，“外资
做空说”层出不穷，而股指期货机制下
的裸做空制度，成为又一只替罪羊。

将股市大跌归结为一个已经在全
世界通用的证券交易规则，这很有些
睡不着觉怨枕头的味道。之所以出现
这样的情绪，原因昭然若揭：让A股暴
跌的最大诱因，正是我们自己内心的
恐惧和不确定，只是我们自己不愿承
认而已。

证券史上与1929年华尔街大崩盘
齐名的1987年10月19日的美国股市“黑
色星期一”，就是这样一个由投资者自
发的恐慌情绪，最终滚雪球为灾难性
的股市暴跌。在那次股灾中，利用做空
机制大赚了超过1亿美元的交易员保
罗·琼斯，事后被认为是那个“恶意做
空”势力。

而琼斯自己却说，“我只是看到了
与1929年股市崩盘前两天极为相似的
技术指数和市场情绪，然后我选择了
跟随市场大势。”

琼斯并不是在谦虚。那时，美国与
欧洲经济增长接近停滞，美国更是沦
为世界最大债务国，此前5年被不断推
高的股价已然失去了支撑，只要有人
发现这一点，股市崩盘就会像溃堤决
口般不可遏制。

如果说“黑色星期一”完全是自己
吓自己，那么1998年席卷亚洲的金融危
机，则是金融巨鳄乔治·索罗斯在提醒
亚洲国家：你们正自己将自己置于险
地。

眼下在朋友圈里，1998年，香港特
区政府大战量子基金保卫港股的掌故
正在疯狂传播，以此来为中央正在进
行的股市“维稳”打气，但却对当时香
港经济、证券市场基本面的窘境言之
甚少。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之所以盯上香
港，就是因为彼时香港回归祖国的良
好预期，提前启动了股市、楼市的火
爆，金融泡沫已经超过了安全边界；而
港府当时应对金融风险的机制，则被
舆论戏称为“任一招”，因为只有提高
港币利率这唯一的应对措施。

所以，1998年8月13日的那个夜晚，
时任香港特区政府财务司司长的曾荫
权，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内煎熬辗转，
泪洒香江时，他的悲伤里，何尝少了对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悔恨。
走过了1987年的美国股市，1992年

的英国汇市，1998年的亚洲金融市场，
现在，又一次证券市场表现背离经济
基本面的泡沫行情，摆在中国股民内
心的天平上，是继续抱着侥幸、赌博和
盲目的心理一味看多，还是遵从内心
的恐惧和理性的质疑，悬崖勒马？

很遗憾，企求侥幸盲目乐观的人
性阴暗又一次占了上风。同样的又一
次，基于规避恐惧而设置的沽空机制，
开始反噬这种侥幸和盲目。

股市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探险，想
要在其中走得更远，就必须要学会克
制贪婪，尊重恐惧，如此道理大家都
懂，但依然不能阻止A股3周后蒸发21

万亿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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