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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斌：大爱书写商业传奇

与河南台兴房产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河南中
陆物流配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超斌对话，他的
话题大多是宏大叙事，这与他的责任担当有着
密切关系。作为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服务于经
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是指导他参与社会治理与商
业开拓的价值标准。

不久前，由王超斌牵线搭桥，河南省总商会
与美国明尼苏达州商会建立了友好商会协议在
河南落地。王超斌为中美经济健康交流添砖加
瓦的事儿赢得了政府的认同。

王超斌认为，作为河南最早走向国际化道
路的企业家，有责任为区域经济发展作出自己
的贡献，事实上，始终关注重大社会发展话题，
一直是他的责任所系。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王超斌感谢
党的好政策。他认为：“中国拥有今天的世界地
位，是改革开放创造的硕果，是华人在世界上赢
得尊严的真正原因。”

在商业布局上，作为河南最早一批踏上
国际化道路的河南企业家，王超斌在国外的
商业经营中，处处维护祖国的尊严，用大爱
书写了中国人的责任与担当的故事，听来总
让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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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着一张张与世界各国政要的合影，人们总能
感受到祖国的强大，感受到中国商业力量的
崛起。

“一位企业家可以在经营上没有国界，但
是，与世界商业的交流与碰撞中，在祖国发展的
大义上，他有责任呵护与代言祖国，这是每一位
企业家应有的担当。”王超斌说。

一位内心充满大爱的企业家，一定是商业
伦理的维护者、践行者与推动者。

四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商业进步体现在
商业伦理建设上，一大批企业家用自身的商业
实践展现出了强大的价值理性，这是中国商业
进步的生动体现。

王超斌总是说：“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流淌
着道德血液。”这不是自夸，而是他商业实践的
记录。

在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中做决策，真正的
企业家都有一条底线不可逾越，那就是必须把
百姓、社区、国家的利益考虑在内。

在房地产的上一个周期内，王超斌为政府
分忧的故事，总会让人动容：

“扒掉自己的别墅，自建限价房，低于市场
价格1000元入市1600套房。”

自己“亏损”1个亿多元，也要响应政府的号
召，王超斌的义举绝非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这是一位企业家铁肩担道义的生动体现。
在履行政治责任上，作为四届全国政协委

员，他在全国“两会”上，提出了“成立银监会”
“减免农业税”和“免费九年义务教育”等政协提
案，成为老百姓的忠诚代言人。

王超斌介绍，在“减免农业税”的提案中，他
数十次到河南省十余个市县调研，写了一万余
言的提案，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点赞。

提及往事，王超斌依然认为，这是他为民代
言最生动的体现，也是成效最好的一件。

在中陆物流广场的开发上，王超斌认为，服
务于个体商户成长是自己最大的责任，因此，他
没有把广场作为房地产楼盘开发了之，而是为
了支持郑州建设商贸城尽一份责任。

为此，他在广场上建设了茶叶、五交化、化
妆品等众多批发市场，让3000余个商户获得了
生存与成长的平台。对此，王超斌认为，实体经
济的成长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只有
让更多的个体商户获得了利润，中陆广场才有
机会获利。共赢思维一直是中陆物流广场经营
的准则，这也是他为实体经济发展贡献的一份
实实在在的力量。

在消费升级的今天，中陆物流广场必须升
级，体现消费的引领功能。为此，王超斌引进了
世界 500强企业迪卡侬集团，这是一家开垦中
国专业运动商品的世界知名品牌运营商，为郑
州带来 35000种以上的专业运动商品，满足人
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说：“企
业家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在符合游戏规则
下，运用生产资源从事利润的活动。亦即
须从事公开和自由的竞争，不能有欺瞒和
诈欺。”

王超斌正是市场责任的担当者。他视
诚信为企业发展的战略基石、个人的立身
之本、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品质。

这 体 现 在 他 在 国 家 纳 税 义 务 的 承
担上。

2018年 6月，王超斌做了一件让新时
代河南企业家荣光的事情：个人主动纳税

超过了1900万元。这是二七区历史上，甚
至是郑州市地税收缴历史上，最大的一笔
个人所得税。

来自郑州市二七区地税局的信息证实：
这一笔巨额个税是河南台兴房产公司为股
东分红等项目进行的代缴代扣所得。

事实上，王超斌一直是郑州市依法纳
税的表率人物。早在 2010年 8月，他就一
举缴纳个税2319万元，成为当年郑州市纳
税模范。

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企业家纳
税规模的扩大，是企业成长的生动体现。

王超斌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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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超斌看来，河南经济能够取得今
天的成就，首先是改革开放为企业家创造
了施展商业才华的机会，在创造价值的同
时，推动了经济发展。

回馈社会，企业家就要在推动社会进
步上做出表率。依法纳税，正是企业家创
造良好市场秩序的基点。

王超斌认为，眼下的商业环境还需要进
一步净化，“企业家一定要成为社会文明进
步的推动者，一定要挣有道德的钱。”

王超斌是这个商业时代的弄潮儿。
今天与他聊天，你仍然会感受到他对

事业发展的澎湃激情，对商业趋势的敏锐
视野。改革开放四十年后，再看他的商业
成功，你会明白这是必然的结果。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改革的春
潮初起。作为复员军人的王超斌就嗅到了走
出体制、创办非公企业的政策商机，他抓住城
市公共交通改革的机会，成功地创办了河南
省第一家非公有制企业——郑州少林公共汽
车公司，成为河南民营企业的领军人物。

勇于突破思想禁锢，敢于抢占市场潮
头，是王超斌创业成功的关键品质。

1995年初，河南省打造郑州商贸城的
决策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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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缺失了胆识，胆识缺失了视野，难
以成就一个时代的企业家。王超斌在河南
商业历史上，能够拥有今天的地位，源于他
超前的眼光与过人的胆识。

正是他在中陆物流广场建设上决定的
一笔投资开发，奠定了财富红利，让他成为
河南福布斯富豪榜榜单上的常客。

王超斌正是商业后来人学习的榜样。
在区域商业发展上，每一个时代都要有

一代的商业风流人物，王超斌无疑是其中之
一。今年人们评价一位商业人物的贡献，一
般从其对社会创造的价值来评判，但是在笔
者看来，更应该看到商业成功人物对商业群
体的启蒙与发育上贡献的力量。

商业成功人物的表率作用在于激励更
多的人投身到商海之中，汇聚更大的商业
力量的崛起与成长，这成为区域经济成长
的动力之源。

显然，河南经济的成长，王超斌的贡献
不止于税收。

一位企业家能够在经济改革中成为时
代的榜样，本就不易，而王超斌作为企业家
在河南经济开放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更
让人刮目相看。

人们必须看到，开时代风气之先者，一
定是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物。王超斌正是
河南经济开放的亲历者、先行者与推动者。

1990年，王超斌的河南台兴房产有限
公司成立，批准证号为 0001 号。0001 意
味着这个总投资 300 万美元的房地产公
司，填补了我国房地产业非公有经济和引
进外资的一项空白。当时新华社和香港
《大公报》等给予报道，足显这一开放符号

的意义。河南台兴房产有限公司开发的
“台胞小区”，也是郑州第一个商品房小区。

王超斌的事业，能够登上更大的台阶，
正是通过走出国门招商引资，趟出了河南
经济开放之先河。

在河南商业历史上，2005年，王超斌把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请到中陆物流广场的开
业仪式上，这对于河南商业界来说，是一件
破天荒的大事儿。可以说，这一事件奠定了
王超斌作为河南开放事业的引领者地位。

对此，王超斌回忆称：“美国前总统克林
顿的到来，虽然不否认有商业营销的目的，但
是，我的初衷是明确的，就是让美国总统看一

看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看一看河南作
为一个内陆省份在经济发展中取得的成绩。”

而克林顿站台的中陆物流广场的确展
现了王超斌独到的商业眼光。据介绍，中
陆物流广场的物流配送模式先进，其核心
建筑按照美国大型购物中心模式设计，建
筑面积达 10.8万平方米，创当时全国仓储
式自选商场经营面积之最。因克林顿的到
来，让中陆物流广场一举扬名，走出了河
南，走进了世界，展现了中国中部城市郑州
在物流贸易发展上的雄心。

这一份为区域经济作贡献的责任心，
至今牵挂在王超斌心头。

王超斌的成功，如果仅从时代背景下作出商业决
策的胆识格局、责任担当等品质来考察，并不全面。
在笔者看来，一个企业家成功还必须拥有常人不具备
的“常识”——比如勤奋、比如商业决断力等。

你看到王超斌时，他总在忙碌。他甚至认为：“勤
奋是我成功的秘密。”事实上，人们观察到勤奋是绝大
多数企业领袖共同的品质，可以说，勤奋是企业家必
备的内在品质，它不仅是企业家成功的底色，也是企
业家成功的核心要素之一。

采访王超斌，他不是在打电话，就是在处理业
务。他的大脑一刻不停地思考，哪怕是在饭桌上，他
也不停止地部署工作，给人留下匆忙而不知疲倦的印
象。他对事业似火的激情状态，每每感染着身边的工
作人员。

更为可贵的是，身为福布斯富豪的王超斌没有
专属办公室，与员工混合办公。他认为，公司所有的
业务对于员工来说，都是透明的，而且，“站着处理
业务、沟通工作才是最有效率的工作方式。”

每一位成功者都有自己特行独立的一面。而王
超斌对事业争分夺秒的敬业精神，无疑是他突出的优
秀品质。

事实上，人们从王超斌身上还清晰地看到了他的
商业决断力。

王超斌的事业成功，每一次都站在时代的商业
风口上，不管是改革开放第一个拿到了房地产开发
的资格，还是走出国门开始了国际化发展，以及在郑
州建设商贸城时，建设一平方公里国际水准的物流
配送基地。

还有更多的人嗅到了政策的东风，为何没有那
么多的人走上创业路，成就个人的辉煌？原因在于
对商业机遇没有做出准确的判断，也没有胆识迈出
第一步。

而王超斌看到了城市经济改革的机遇，就大胆地
决定去闯、去试、去干，敢于决断，是他一次又一次获
得商业机遇的关键性因素。

商业机遇稍纵即逝，没有决断力的商人，难有作
为。而真正的企业家都是在关键的时刻拿出勇气与
信心，抓住了机会，成就了自身。

企业家要想获得成功，需要像青蛙变王子的寓言
故事一样，要想变成真正的王子，它需要付出无数的
艰辛。

王超斌拥有着非凡的商业洞察力与决断力，才成
就了今天的商业传奇。

今年 7月 27日，在上海举行的国际商会合作大
会上，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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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表彰他作出的贡献。

2017年，王超斌正式启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河
南省王超斌慈善基金会”，他表示，基金会启动后，除
了慈善公益方面，还将关注文化传媒领域的公益活
动，以基金会平台为依托，整合多方面的文化传媒资
源，弘扬正能量，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呐喊发声。同时，“河南省王超斌慈善基金会”向革
命老区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中小学生捐赠《阳光少年
报》1500份，给孩子们带来了精神食粮，培养孩子们
向上的精神、忠诚的情怀。

勇于担当，富而思源回报社会。王超斌以实际行
动彰显了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崇高道义。

每一笔慈善捐助，都能让人感知到王超斌的平民
情怀。无论是1998年洪灾，还是非典疫情，抑或是汶
川地震，每一场自然灾害面前，都能看到王超斌无私
捐助的善举。

王超斌说：“我从小在乡镇长大，吃的是农民种
的粮，周围生活的都是农民。所以在我的企业中雇
用的员工大部分是农民工。我目睹许多农民生活
的窘迫与困苦。我对农民的这种感情，是同情，更
是一种责任。”

在大力倡导爱心的社会慈善事业中，王超斌是
一位爱心善举的“先行者”。他深知自己的成功离
不开家乡父老的哺育与栽培，更离不开社会提供的
良好发展环境。富而思源报社会，羔羊跪乳馈桑
梓。在国家有难时他总是第一时间捐钱捐物，以救
民于水火之中。1998 年两江受灾、2003 年“非典”
暴发，他分别捐赠物资 50 万元；2007 年 8 月，他向
受洪灾的卢氏县捐赠物资 200 万元；2008 年汶川
特大地震，他又向灾区捐赠货物及现金数百万元，
之后又捐赠 10 辆依维柯厢式货车用于灾后重建；
2010 年，他又为云南抗旱、玉树抗震救灾等捐款数
百万元。除此之外，他还积极支持公益事业，为政
府修路捐赠数千万元。

“人生在世，必须有社会责任感，能用自己的爱心
善举尽绵薄之力，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王超斌以
实际行动彰显了一位企业家的崇高道义。

商业是一个人心性修炼的道场。在王超斌的商
业履历中，人们能够读懂一个企业家之所以成功的真
正逻辑——把国家、社会、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才
是商业成功的大道。

大 爱 在 潮 头 ，
展示企业家的担当
情怀

铁肩担道义，让
商业行为流淌着道
德血液 1911万元个税，再现阳光财富的企业家精神3

踏准节拍，展现了时代弄潮儿的敏锐视野4

0001的符号意义，见证了河南迈出国际化的第一步5

创富哲学，见证企
业家成功的内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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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斌基金会成
立，张扬了企业家的公
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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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国友人在一起
◀2018 年 7月 27日，在上海举行的国际商

会合作大会上，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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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河南中陆物流配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超斌颁奖

▼中陆物流广场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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