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湖水殖董事长罗订坤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本报记者 邓晶琎 赵伟

生于1982年、 子承父业当
选上市公司老总———大湖水殖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罗订坤，
无疑是众多80后、90后羡慕不
已的对象。

11月17日下午， 从机场一
下飞机便匆匆赶到大湖股份长
沙营销中心的罗订坤，却让记者
有些意外： 一个30岁出头的帅
小伙，两鬓却已有了几根白发。

“公司现在正在结构调整
期，我们要面对的挑战不少。”罗
订坤的回答沉稳而平静。这个28
岁便成为最年轻上市公司董事
长的常德伢子，在谈及自己接手
家业两年来的心路历程时透露，
更愿意被称为“创二代”。

他说，自己要通过努力和成
绩打造属于自己的淡水鱼养殖
王国，将来有一天坐上“亚洲鱼
王”的头把交椅。

给家族企业做“减法”
顶着“富二代”光环的罗订

坤，在2011年7月接手大湖股份
时，并没有贪图安逸，坐享其成。

他一入主，便大刀阔
斧地给公司做起了
“减法”。

2000年 6月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大湖股份，是全
国最大的淡水鱼专
业公司，被誉为“中
国淡水鱼第一股”。
然而上市后，大湖股
份的盈利状况一直
未能达到预期。

这与大湖股份
前任董事长、罗订坤
的父亲罗祖亮的多
元化经营模式有关。
在罗祖亮时代，公司
业务横跨房产 、医
药、生物食品等多个
领域， 但房地产业、
医药行业两头受挤
压， 利润被掏空，亏
损严重。罗祖亮对这
些不赚钱、甚至亏损
的项目抱有感情，总

希望将来有一天能盘活，所以迟
迟不愿意砍掉这些项目。

罗订坤主导公司以后，对不
赚钱的项目坚定做“减法”，并

“操刀”了几项“大手笔”：首先将
房地产、医药等亏损项目从上市
公司剥离， 如德山药业等项目；
公司集中精力回到主营业务上
来，重点抓“鱼”和“酒”两大板
块。

在突出主业发展时，罗订坤
也有着与父亲不同的思路。

“以往，公司的水产品低价
卖给了鱼贩，与终端市场的渠道
没有打通，因此利润较低。”罗订
坤介绍，公司现在推行了产、销、
加工一体化，让每个环节的利润
尽量流进自己的口袋。 同时，推
行“千店工程”营销模式，建立从
湖面到餐桌的鲜活水产品定点
专供营销模式，打通了整条产业
链，实现利润最大化。

在“酒”板块，罗订坤也着力
于公司的结构调整。随着高端白
酒市场的逐渐萎缩，大湖旗下的

“德山酒业”， 及时调整产品结
构， 将自己定位为二线白酒，面
向中低端城市消费群体。

今年上半年，罗订坤还一举
转让了旗下上海泓鑫置业有限
公司48.92%的股权，收益12.5亿
元。 根据公司今年的三季度报
告，大湖股份全年业绩有望增长
12至14倍。

“大湖的市值至少可以做到
100亿以上。” 对未来充满信心
的罗订坤，正努力打造属于自己
的淡水鱼养殖王国。

更愿被称为“创二代”
罗订坤用越来越出色的公

司业绩，打消了外界最初对他的
质疑。

其实，罗订坤在接手大湖股
份前，也有过在外独自打拼的年
月。

从加拿大完成学业后，罗订
坤并没有投向父亲的企业，而是
先后闯荡北京、上海，分任北京
天惠参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投行部
经理。

罗订坤说， 自己当初只希
望能多学点经验， 真正尝试创
业的艰辛。 在罗订坤的朋友圈
子里，这样的“富二代”不在少
数。

在上海期间， 罗订坤加入
了“接力中国”青年企业协会。
这个协会的成员均来自国内顶
尖企业，如，湖南的三一、远大，
上海的汤臣，温州的长城电器，
广州的立白、雅士利、拉芳等。

罗订坤认为， 这些“富二
代”们和自己一样，都渴望被社
会认同， 并希望摆脱父母的光
环，自主创业，奋发图强。

“‘富二代’中的一部分人
的确不思进取， 但我身边的大
部分都追求上进， 敢于创新，”
在罗订坤看来， 当前社会上存
在的“仇富”情绪，毫无疑问是
一种偏见。

罗订坤说， 自己更希望被
称为“创二代”或者“醒二代”。

“创是创业、创新，醒是醒悟、觉
醒。 我呼吁社会给予我们以包
容， 我们有父母打下的良好基
础，我们更应努力，将产业做得
更大、更强。我坚信大多数‘富
二代’不会成为败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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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淦璋

郑智取， 现在是湖南派意特服
饰有限公司的营销服务中心主任，
也是公司的“红宝石” 员工。

面对记者的采访， 他高兴地说：
“我1998年进入公司， 从样衣工干起
到现在， 也快升‘蓝宝石员工’
啦。”

在派意特服饰， 像郑智取这样
工龄满10年的“红宝石员工” 占到
50%， 满15年的“蓝宝石员工” 也
有20%。 11月15日， 公司总经理、
创立人姜学军告诉记者， 每年组织

“宝石家族” 聚会， 全体领导班子都
会参加， 大家共忆艰苦奋斗史， 还
额外针对“宝石员工” 发放一份实
用又温馨的礼物。

“这份礼物并不贵重， 就是足
浴盆、 床上4件套之类。 但我们看重
的是公司倡导的‘家的文化’， 还有
姜总她的魄力、 无私和真诚， 跟着
干有奔头。” 郑智取说。

作为一家内外销并举的民营服
装企业， 派意特服饰从1993年的7个
人创业开始， 现在已有工业园区面
积近百亩、 员工近千名， 公司经营

“三驾马车” 包括职业装、 外贸出
口、 服装私人定制。

2003年以前， 服装生意好做，
当年公司的“收成” 较好， 是就地
分红还是追加投资？ 多数员工满怀
期盼： “多分点红才实惠。” 当姜学
军最终决定投资1000万元购买新设
备时， 员工中自然有一些不同的声
音。 但公司的骨干———“宝石员工”
坚信， 领头人的决策正确， 大家思
想慢慢趋于统一， 使公司产能上了
一个新台阶。

到了2003年以后， 公司启动外
贸业务。 有一段时间总是赔钱， 一
些员工有怨言。 但姜学军认准外贸
发展的大趋势， 一心拓宽外贸渠道。

又是“宝石员工” 的坚定支持， 公
司产品才最终走出国门 ， 形成了
“三驾马车” 中的骨干力量。

2010年前后， 公司厂区从芙蓉
区东屯渡搬往望城， 又面临离城中
心越来越远的新困难。 还是“宝石
员工” 率先克服困难， 并做好少数
员工的思想工作， 公司再一次拧成
一股绳， 上下一心创大业。

“宝石员工” 坚定追随， 让姜
学军感动。 姜学军说， 凭着自己女
性特有的细腻， 她一直想为员工创
造温暖的家， 倡导“宝石家族” 这
样的企业文化。 就是最困难的时候，
公司也没有拖欠过员工工资。

不仅如此， 在国际金融危机来
临之际， 派意特服饰坚持不裁员、
不减薪。 相反， 员工人数还扩编了
20%， 并且耗资近百万元为员工免
费开展各类技能培训。

从服装业的发展来看， 智能化
生产程度再高， 但关键工序上还得

依靠熟练的产业工人。 正是基于这
一理念， 派意特服饰也努力经营着
“宝石家族” 的企业文化。 当前， 人
口红利已现“拐点”， 制造业招工越
来越难。 派意特服饰却不用为此发
愁， 因为“家族” 里的熟练工开始
“投桃报李”。

“经过5次技术升级， 我们的主
打产品从最简单的沙滩裤开始， 现在
已经是工艺复杂的高级私人定制。”
姜学军带着记者穿行生产车间。 只见
流水线作业飞针走线、 忙而有序， 放
眼望去， “90后” 年轻面孔还真不
多。 西装生产二车间主任孔卓军已有
11年工龄， 她笑呵呵地说， 熟练工人
做事麻利， 一个顶俩！

姜学军说， 下一步， 对“宝石
家族” 的老员工队伍， 将鼓励其自
主创业， 成立分公司、 子公司， 总
部提供平台支持， 只收制作加工费。
同时， 对公司的核心骨干、 设计人
才等， 还将实施期权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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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灵活转型，不断拓展发展的空间。

拓维信息通过两次成功转型， 立于不败之
地。1996年，当电脑还只是极少数人能接触
到的新鲜玩意时， 拓维信息便进入与电脑
配套的软件开发，为中国联通、湖南移动定
制的一个又一个大型软件系统， 让拓维信
息迅速壮大。随着手机越来越普及、功能越
来越先进，拓维信息开始启动又一次转型，
“软件开发+手机增值服务” 成为拓维信息
新的航行模式。 借助手机动漫业务的迅猛
发展，拓维信息成功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
成为“中国手机动漫第一股”。

他们雄心勃勃，豪情万丈。湖南派意特
服饰从创业时的7个人发展到现在拥有近
千名员工， 从500平方米的简陋厂房到近
百亩的现代化工业园，如今派意特要“助推
湖南服饰产业跨入千亿产业行列”。而湖南
金龙国际集团， 也一心要打造湖南最大的
循环经济园， 将湖南的循环经济规模做到
千亿元。

他们致富不忘回报社会， 毅然肩负起
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这些年来， 开源集团
“产业发展到哪里，村企对接项目实施到哪
里，光彩事业就延伸到哪里”，共投入各项
公益事业5000多万元，资助建设学校6所，
长期结对帮扶贫困学生640多名、 贫困户
530多户。

湖南，正在成为创业者的乐园
“一有雨露就发芽，一遇阳光就灿烂。”追

寻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足迹，不难发现，民营

经济发展与政策的逐步放宽是相伴而行的。
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制度建设的力

量。这些年来，湖南不断解放思想，深入推
进改革开放， 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生长与
壮大的良好环境。

着力促进政务环境改善。这些年来，湖
南把民营经济发展置于全省经济大格局
中，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关于大力推动
全民创业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支持中小
企业融资的意见》 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相继
出台，哪些必须做，哪些不能做；哪些项目
应支持，哪些落后产能须淘汰，都做到了从
宏观上把握方向。

努力践行“应减必减，该放则放”。今年
以来，省本级已经取消和下放了62项行政审
批项目；从2013年起，除法律法规规定外，未
来3年内不出台新的涉及企业的行政事业性
收费项目， 不提高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标
准；将免征小型微型企业部分行政事业性收
费的有效期，延续至2015年12月31日。

为“活”民资、壮民企，湖南还连续出台
多项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的政策措施。在准入
门槛上，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参与设立金融
机构等准入条件，规定除国家明令禁止外的
所有领域，一律对民间资本开放，鼓励民间
投资进入重点领域， 创新民间资本进入途
径，畅通民间资本进入渠道，推动民营经济
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各级各相关部门牢固树立“服务湘商崛
起，助推湖南发展”的理念，为民企当“红娘”、
置“嫁妆”，脚踏实地地为企业办实事、解难
题，推动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健康发展。

走出去，请进来。省工商联承办了海内
外华商湖南行、世界华商领袖峰会等在省内
外有重大影响的经贸活动，加大力度推进民
企产业项目对接，促成了一批合作项目。

在长沙市工商联，一份民企问题任务分
解表，细化到每一个处室。前不久召开的长
沙市民营经济发展恳谈会上，民营企业家们
提出亟须解决的问题。市委、市政府又组织
召开交办会，将精心归纳整理的30个问题和
23个建议，交相关部门单位落实。截至10月
初，43个办理单位均按要求做出办理答复，
目前所有的问题均得到有效解决或在逐步
解决中。

作为“全国创业先进城市”，长沙市还千
方百计解决企业资金难问题。每年安排高于
5.5亿元的创业富民专项资金，推动初创企业
发展，符合条件的初创企业可享受最高10万
元的项目资助。截至今年9月，全市已发放创
业扶持资金超过20亿元，扶持初创企业3570
余家。同时，长沙加强民间资本的融通对接，
成立长沙金融商会、 长沙民间借贷服务中
心、长沙创业青年金融服务中心等一批创业
融资机构，目前，该市共有小额贷款公司17
家、融资性担保机构45家，共为中小微企业
筹集资金142.6亿元。

摆脱“成长的烦恼”，拓展发展空间
毋庸讳言，尽管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出

台了不少激励政策，但我省民营经济也频频
遭遇“成长的烦恼”，面临土地、资源、用工、融
资等一系列要素瓶颈, 传统粗放式的发展也
导致资源环境问题比较突出。

民营经济
的跨越式
发展面临
考验，只有
化解这些

“成长的烦
恼”， 进一

步挖掘发展潜力，才能拓展发展空间。
企业必须进一步提升发展水平。在传统

产业领域，民营企业正面临转型升级。湖南省
工商联烟花爆竹行业商会会长钟自奇坦承，
烟花爆竹行业，各种粗制滥造、非法运输、非
法经营的行为还经常出现。 加上面临PM2.5
的压力，转型升级已经成为眼下最迫切的问
题，产品结构、目标市场、营销手段都面临调
整。他认为烟花行业必须加大资源整合力度，
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抱团发展。他认为主产区
可探索以乡镇为单位组建集团公司，实现专
业化分工、标准化机械化生产、集约化经营。
为了解决PM2.5的问题， 企业还要加紧研究
新材料、新产品。

在发展民营经济过程中，政府则需进一
步开明开放，多一点“雪中送炭”。因为企业在
创业起步阶段，更需要引导、扶持和给予温
暖。

如今， 创业仅4年的华曙高科在业内已
经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政府也给予了高度关
注。不过，华曙高科的创始人许小曙却希望，
政府着眼支持的，不仅仅是一个华曙，而是整
个3D打印产业。许小曙认为3D打印是一个很
大的产业，而在这一领域，我们已经与国外尖
端技术站在了同一水平线上，必将大有可为。
“如果3D打印产业是一个金字塔， 那么华曙
只是里面的一小块砖。”“一花独放不是春”，
只有当一批“华曙高科”成长起来了，整个产
业才有希望。

当然，民营企业进入市场，也仍然会遭
遇看得见而进不去的“玻璃门”。要实现市场
的开放，除了政策激励，还需具体法规的完
善。

民营经济，这股来自民间的力量，就像
野草一般，深深地扎根于广袤的三湘大地，只
要一阵春风吹过，就会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

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湖南民
企的发展之路会更让人充满希望，活力无限
的民营企业也必将能创造出更多的奇迹。

(上接1版②)
如今， 中国改革正处于新的紧要关头，“黄金发

展”和“矛盾凸显”相伴，“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对
冲。在新的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须强化机遇意
识，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牢牢把握改革发展的
主动权，在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激发党和国家
的生机与活力。

“攻坚期”，“深水区”，是当下描述当今中国改革
特征最常用的词，前者意味着“难”，后者寓意着“险”。
“杀出一条血路来”，既是勇毅，更是担当。

经历35年改革发展，我们已有了一手深化改革的
“好牌”，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
少”。在一个急剧转型、矛盾叠加的社会，在一个日新
月异、激烈竞争的世界，我们登顶“中国梦”的每一步，
都是一次背负风险乃至危机的艰险攀爬。要拆解“硬
骨头”，趟深水，过险滩，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
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 就必须提着那么一口
气，鼓着那么一股子劲，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动摇。

35年改革开放，不仅将中国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
高度， 也让中华民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复兴梦
想。处在这个历史的高度，比认识更重要的是闯关夺
隘的决心；比方法更关键的是对责任的担当。

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一旦发轫，必将呈现出万马
奔腾、抢前争先的生动局面。

在这场新的伟大变革中， 湖南应勇立改革潮头，
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 ，坚定信心 、凝聚共识 ，统筹谋
划、协同推进，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当前各项工作，在
推进 “四化两型 ” 建设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三量齐
升”、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征途上谱写出新的辉煌。

服装行业进入门槛低，员工流动性大。然而这家企业，工龄满10年
的“红宝石员工”占一半，满15年的“蓝宝石员工”有20%———

派意特服饰的“宝石家族”
罗
订
坤：

为
﹃
富
二
代
﹄
正
名

湖南派意特服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赶制客户订制的西服。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年 11月 17日

第 2013314期 开奖号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96 1000 396000

组选三 640 320 204800
组选六 0 160 0

7 1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11月17日 第2013135期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3907452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11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000000
2 30996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29
70499

1337691
10214911

39
2152
42389
338658

3000
200
10
5

24 25 29 312309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