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超斌获得“中原商业
终身成就奖”

中原商业创造多个第一

在河南，中陆集团拥有较
高知名度。1990年，王超斌投
资创办河南台兴房产有限公
司，成为当时中国内陆第一家
外商投资的房地产企业，营业
执照为0001号，填补了河南
省第三产业引进外资的一项
空白。由他兴建的“台胞住宅
小区”属全国第一家涉外小
区，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与
经济效益。

王超斌是最早一批民营
企业家，在河南省成立了第一
家小公共汽车公司，第一个当
河南省工商联副主席的企业
家。

1995年初，河南省全面实
施打造郑州商贸城的决策，王
超斌看到了郑州作为中部城
市商业贸易发展枢纽地位的
未来，决定进军物流商贸行
业，在今天郑州的南三环开建
1平方公里的中陆商贸物流基
地，成为彼时郑州最大的商贸
物流开发项目。

2005年中陆物流广场开
业时，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到
场站台，成为中原商业史上的
一个传奇。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
年，王超斌的成功更具有时代
标签价值。这体现在他对政

策机遇的敏锐把握，对商业机
会的前瞻性眼光。

基于此，大河财富论坛组
委会决定，授予王超斌“中原
商业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

致富不忘回馈社会

“中陆集团能取得今天的
成绩，与我们一直奉行的四大
原则分不开：第一要忠诚，第
二要诚信，第三要守法，第四
要公平正义。只有这样，企业
才能和谐，社会才能和谐。”王
超斌说。

由于具备超前意识和过
人胆识，以及合法的经营理
念，王超斌的企业做得顺风顺
水，财富也迎来几何级的增
长。

“企业的成长感恩于这个
伟大的时代，感恩于政府，感
恩于市场。”王超斌认为，改革
开放为企业家的诞生创造了
施展商业才华的机会，使其在
创造价值的同时，推动了经济
发展，企业家必须用创造财富
来回馈社会。

2010年，作为全国政协委
员的王超斌，提出了关于“遏
制房价上涨过快，政府要减少
不合理收费”的提案。他一边
呼吁政府减少不合理收费，一
边身体力行拆掉自己的别墅，

建了1596套限价房，低于市
场价格1000元入市，凡是购
买首套住房的老百姓都能享
受，为此，他自己“亏损”1亿多
元。

王超斌说：“比尔·盖茨可
以把全部家产捐给社会，我挣
这么多钱，提前回报一次社
会，叫大家看到我的商业作为
里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2017年，王超斌正式启动
了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王超斌
慈善基金会”，慈善基金会主
题告诉人们，王超斌将以更加
规范透明的方式系统性开展
慈善公益事业，这是他企业家
精神的典型体现之一，在开拓
商业展现创业创新精神的同
时，开始把商业推动社会发展
的力量拓展到公共精神建设
领域。

2018年 7月 27 日，在上
海举行的国际商会合作大会
上，王超斌慈善基金会被授予

“2018中国优秀商会奖”，德
国前总统武尔夫亲自为王超
斌颁奖。

成功的商业逻辑

10月25日，2018福布斯
富豪榜发布。在上榜名单中，
王超斌以138亿元的财富价
值，排名第137位，领跑郑州榜

单，他已是连续16年上榜，成
为河南福布斯富豪榜单上的

“常胜冠军”。
连续十六年上榜福布斯，

本身就是一个企业家经营智
慧的体现。背后考验企业家
的其实是驾驭政策、把握市场
的综合能力。

当然，在王超斌看来，只
有守成式的经营，显然无法确
保财富的增值，超越自己，抓
住机遇，创新成长，同样是企
业家必备的素质。

此外，拥有国际化视野的
王超斌，以一个企业家的身
份到世界各地寻找商业机
会，也宣传介绍中国的改革
开放政策，河南的经济发
展。让世界认识了中国企业
家，认识了中国经济发展，架
起了一座中国沟通世界的桥
梁。同时，也为其带来了更
多的发展机遇。

王超斌多次强调，企业家
作为先富群体，在追求财富的
过程中，不能追求个人利益
的最大化，一定要兼顾国家、
社会、社区、相关利益者的利
益，让企业的商业行为造福
社会，实现商业发展促进商
业文明、社会文明共同进步
的目的。

这或许正是其成功的核
心逻辑所在。

浓缩区域企业进化轨迹，获颁中原商业终身成就奖

王超斌：一个企业家的成功商业逻辑

在时下的商业社会里，
当有人还在感叹商业风口
越来越难以驾驭时，先行者
的实践或可带来有益启迪。

2018年12月15日，在
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承办的
2018（第十四届）大河财富
中国论坛高端会客厅现场，
大河财富论坛组委会授予
河南台兴房产有限公司、河
南中陆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超斌“中原商业终
身成就奖”荣誉，以表彰其
在商业领域的卓越成就。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凌岩 文 朱哲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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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皆源于今年4月30
日正式生效的香港交易所IPO
新规，其中引起市场重点关注
的一点是，容许实行不同投票
权架构，即“同股不同权”架构
的企业允许在香港上市，又被
称为“AB股”架构（一般股东
一股一票，但少数高阶主管可
以一股数票），以确保创始团
队对企业的控制权。

此外，根据港交所披露的
数据，2018年香港IPO集资额
达2778亿港元，为2010年以
来最高，重登首次公开招股集
资额全球榜首。

据了解，香港2018年新上
市公司数目为207家，比2017
年174家增加33家。通过新
上市机制上市的公司有6家，
其中有2家为不同投票权架构
公司，4家为生物科技公司。

科创板指日可待
新三板进退更为成熟

相较于香港资本市场重
受推崇，在2018年冬天，内地
资本市场即将推出的科创板
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2018年 11月 5日，将在
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
册制的消息横空出世。一时
间，科创板刷爆朋友圈。从目
前来看，科创板2019年推出

“八九不离十”。科创板如何
设计、何时推出是市场最为关
注的问题。此前，上交所发行
上市部总经理魏刚曾表示，科
创板争取在 2019 年上半年

“见到成效”。
近日有消息称，2019年1

月大概率会发布科创板实施
办法和细则。2019年 6月之
前会启动科创板的工作，而最
快或在2019年3~4月份就能
接受有关企业的申报材料。
此前的12月1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召集会员理事、监事召开
座谈会，就设立科创板并试点
注册制集思广益，征求市场意
见。上交所表示，已完成设立
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方案
草案，将尽快综合此次座谈会
及市场各方的意见建议对草
案进行修订完善。

在科创板即将面世的同
时，另一个资本领域——新三
板优胜劣汰的机制正发挥作

用。
2018年 8月 13日，新三

板企业莱盛隆贴出一则公告，
公告称公司决定正式放弃经
营。

而在河南，10月31日，新
三板企业郑州远见因法院受
理债权人对郑州远见的破产
申请，被主办券商提示风险。

从新三板推出之时的万
箭齐发、百舸争流，到如今整
个新三板市场鱼龙混杂，新三
板的进退正在变得成熟，在优
胜劣汰的背景下，更多优质企
业正享受到新三板的雨露。

希望在发芽
豫企重新出发

2018年，经历了40年的
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我
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一个新阶
段。随着国企改革、民企转型、
创新求变、并购重组，通过一系
列组合拳，在新旧动能的转换
中和高速度到高质量转换中，
一批知名企业已经在由速到
质的发展路径上急速奔跑。

11月 30日晚，森源电气
的16亿元可转债计划出炉。
根据其募投资金流向可以清
晰看到，在“大电气战略”上，
森源电气将继续加码核电领
域。此外，森源电气还将其触
角拓展至智能装备领域——拿
出10亿元真金白银用于智能
机器人和智能工厂物流系统。
在高科技加持背景下，森源电
气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18年
1~12月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5.36亿元至6.70亿
元，同比变动20%至50%。

此外，多氟多从化学走向
电化学，正在走电动汽车的技
术创新路线。好想你并购百
草味实现了双品牌融合，转型
休闲零食，从主打大健康概念
到正在力推冻干食品。一大
批企业正抢抓“冬播”的有利
时机，等待资本春天的到来。

同样在2018年这个关键
年，河南民营企业传承大幕已
然拉开，商业新青年正以崭新
的理念和商业成就走向前台。

相比上一代企业家，这些
商业新青年中，既有传承家族
企业者，亦有自行创业者。

无论从受教育方式到公益理
念，还是从资本运作到生活
方式，他们都拥有自己的生存
哲学。

纵观2018年，在经历过
中国资本市场的跌宕起伏之
后，通过多种途径对上市公司
进行驰援，使企业的流动性得
以改善，资产负债表得以修
复，直接有效地帮助企业缓解
财务困境，市场对上市公司盈
利能力和资产负债状况的信
心也在不断恢复。

同时，令人欣喜的是，不
少企业更坚定了从高速度增
长向高质量增长转换的决心，
拥有了更强大的穿越周期的
能力，一批高成长性的企业正
露出尖尖角，在高质量发展的
路上稳步前进。

关于“豫股风云”的更多
详情，敬请关注大河报·大河
财立方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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