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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李泽平和他的“竹亿轩”

打造百年企业， 是所有企业家的梦
想。

然则梦想归梦想，无数骨感的现实，这

些年却总是接力开花般呈现在你我眼前。
走近李泽平，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
坚定的信仰，敏锐的眼光，扎实的内

功，开阔的视野，大爱的心境。 当所有这
些元素高度集中的时候，一个企业，就有
了行稳致远的基石。 可以想见，未来的路
上，李泽平和他的“竹亿轩”，必定要经历

许许多多的风雨。 听清政府的声音，号准
市场的脉搏，在强者面前，风雨从来都只
是磨砺的利器。

湖南的工业， 需要更多的创造与奇
迹。 “惟楚有材”的背景板下，无数李泽平
们，正展开腾飞的翅膀，在接近梦想的征
途上，写下故事……

长沙市芙蓉区长星路，隆平高科技园，一个似乎不起眼的门楣，一片 40 多亩的场地，
寂静地蛰伏着一个中国竹纺的奇迹———中国竹纺·湖南竹亿轩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在这里，许多关于竹纺的故事与传奇，一天天上演。
在这里，我们了解了湖南竹亿轩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泽平和他的“竹亿轩”。

1 米 8 高的李泽平，身材魁梧潇洒、言谈
举止风趣儒雅、目光睿智敏捷，散发着成功
人士的气息。 四十出头的他，年轻时便下海
经商， 从 1996 年最初鞋业批发生意的红红
火火，到彩印包装的轰轰烈烈，再到煤矿开
采的盆满钵满，而立之年，他便跻身亿万富
翁之列。

对于三十岁的亿万富翁， 在羡慕之际，
部分人给予更多的是质疑的声音：是拼爹的
富二代吧？是走运的暴发户吧？面对质疑，李
泽平腼腆一笑，用其标准的新化普通话略带
神秘地说，“我的确是‘拼爹’的‘富二代’，只
是这个‘拼’和别人不一样。 ”

打小生长在娄底新化，深受梅山文化浸
染，在“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传统家庭道

德文化氛围中长大的李泽平，骨子里流淌着
“不服输”的拧劲。 他告诉我们，他和“竹亿
轩”能走到今天，在于其祖辈的一句话，“做
人要真，做事要实；宁可自己吃亏，不让别人
受损！ ”在商海摸爬滚打二十载，这句话已经
深深烙在了他的心底， 融进了他的血脉，构
成了其坚定的经商原则：诚实守信，客户至
上！

在“竹亿轩”成立之初，由于前期技术不
成熟，导致部分竹纤维产品出现不同程度的
质量问题，李泽平得知情况后，将 5 万双袜
子、10 万条毛巾全部召回， 独自一个人承担
损失，并弥补消费者和经销商的经济损失。

和他交谈， 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成
功，绝非偶然。

一句祖训支撑经商理念传承

三十岁，身家过亿，对于普通人来说，
一辈子已可衣食无忧。而李泽平不这样想。
他总觉得，已经拥有的这些，远不是此生的
追求。

李泽平告诉我们，他一直有个梦想，创
造百年民族企业，打造中国民族品牌，在实
业兴邦领域， 贡献自己作为一名企业家的
力量。

那么， 什么样的行业能够打造成百年
民族企业？在李泽平看来，只有紧跟党和国
家的步伐，符合党和国家政策的企业，才能
得到党和国家的支持； 只有得到党和国家
支持的企业，才能长久持续发展。

在如此坚定信念的指引下， 李泽平开
始不断寻找新的领域，最终，他将目标锁定
在了低碳环保、 绿色生态、“两型” 产业领
域。因为他读懂了世界的声音，看清了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低碳、 绿色、环
保。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理所当然是企业实
现长远发展的必由路径。

2006 年， 李泽平开始真正走近竹纤
维，关注竹纤维领域。 他发现，竹纤维不仅
具有抑菌、抗菌、亲肤、保健等功能，是继
棉、麻、毛、丝之后第五大生态纤维，是国家
倡导和政策支持的低碳、环保、绿色、生态、

“两型”产业，而且中国的竹材资源丰富，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 此外，湖南是国家两型
社会的试验基地， 依托湖南丰富的优质竹
材资源优势，发展竹纤维产业，对于当地竹
材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 对于建设两型
社会、绿色湖南具有重大意义。 那么，这里
面注定有文章可做。

一个梦想打造中国民族品牌

围绕低碳环保、绿色生态，国家支持和
扶植的产业不少，李泽平为什么偏偏钟情于
竹纤维呢？ 面对我们的疑惑，李泽平说，与
竹纤维的结缘纯属一次机缘巧合。

2004 年，上海巴黎面料博览会上，竹纤
维的出现让李泽平“一见钟情”，买回家的竹
纤维内裤，更是让他穿得十分舒适满意，他
就此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商机， 从此与竹
纤维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泽平是个雄心勃勃干事业的人，凡是
他认定和选择的项目，不干则已，一干就要
干得最好。 为此，2006 年，他先后放弃了原
来所有赚钱的生意， 开始全身心投入到竹
纤维的深度调研，开始了他与竹纤维共舞的
华丽人生。 他潜心市场调研了三年之久，跑
遍了江浙、河北、江西、山东等全国稍有名气
的 200 余家竹纺企业， 也跑遍了自古以来
盛产上等南竹、被誉为“中国竹子之乡”的益
阳桃江等地方，甚至在一些重点纺织企业蹲
点调研，和那些企业员工同进同出、一起上
下班，学习企业的经营模式、管理方法。

人，贵在有恒。 李泽平说，“复杂的事情
简单做，就是行家；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就是
专家。 ”从刚开始对竹纤维的不了解，到经

过潜心调研和学习，他已成为竹纤维行业里
的专家。 他发现，竹纤维是一种绿色生态环
保纤维，以竹代棉，可以节约大量耕地种粮
食，关乎国家粮食战略；以竹代化纤，可以节
约大量用来提炼化纤的石油，关乎国家能源
战略。 竹纤维的开发和应用，将成为我国生
态纤维发展的必然趋势，竹纤维产业也将成
为国家支持和扶植的重点产业，是“钱”景广
阔的朝阳产业、时尚产业。

于是，李泽平决定进军竹纺行业，在这
个全新的领域从零开始。他与台湾的伯父商
议，得到了伯父的大力支持，开始集中财力
和资源，开发竹纤维生态家纺产品。 他以几
年的考察、调查为依据，把对市场前景的看
好正式付诸于行动，2010 年 9 月，在长沙正
式成立了湖南竹亿轩家纺有限公司，并对外
打出“中国竹纺”品牌，注资 2008 万元。 经
过几年的发展，目前竹亿轩的注册资金已增
至 1 亿元。

据李泽平介绍，如今的竹亿轩已成为一
家集研发、加工、包装、销售、物流、售后服
务、专卖店加盟及电子商务于一体的综合型
企业，目前已投入市场的竹纤维产品，主要
有竹纤维健康床品系列、竹纤维精品毛巾系

列、竹纤维服装系列、竹纤维鞋袜系列、竹炭
日用品系列、精品炭雕系列、竹醋美容系列、
特色礼盒等。 此外，竹亿轩正利用“生物基”
和“竹代尔”的最新科技成果，致力于开发高
端服装、家纺产品，满足现代人群的时尚生
活需求。

为了加快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转型升
级， 李泽平在长沙市隆平高科技园购地 40
余亩，拟建现代化的生产厂房、物流研发中
心及“中国竹纺”大厦，全力打造
中国竹纺产业第一品牌。

一次巧遇激发进军竹纺灵感

瞄准竹纤维高附加值终端产
品，做强、做优、做精，把竹亿轩打造
成为中国竹纺行业的第一品牌，是
李泽平的奋斗目标。

在成立竹亿轩公司前三年，李
泽平摸索、探寻、努力过，虽然有好
产品、好品牌，但企业前进的步伐还
是有点慢。 他通过认真考察，多方走
访，与同行业的探讨，得出了一个结
论：一定要有改革的、创新的、先进
的商业运作模式。 于是，他通过对先
进移动互联网模式学习， 通过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提炼；创建了
适应竹亿轩快速、健康发展的“三网
合一，五制一体”的创新商业模式。

据李泽平介绍，所谓“五制一
体”，即会员制、代理制、连锁制、股
份制、分配制，五种制度不是简单
的拼凑，而是有机的结合。 当消费
者累计消费 1.2 万元以上即可成为
消费会员，享受若干权益；消费会
员可以开实体专卖店代理公司的
产品，全国各级代理实行统一经营
模式、统一价格和统一管理，进行
连锁销售；可以得到公司赠送的股
权，成为股东；还可以经销公司产
品，表现优秀的还有机会被公司聘
为专职业务员或销售经理。 而所谓

“三网合一”，即由公司建立的网上
商城、 部分会员网店组成的天网、
由省、市、县、社区四级专卖店组成
的地网以及由消费会员、广大消费
者组成的人网，综合利用好天网和
地网，服务好人网。

此模式一经推出， 立即获得了
同行业的肯定及消费者的一致好
评， 使竹亿轩成为引领中国竹纺行
业的潮流和方向标。 2013 年 9 月，
竹亿轩将此模式用于推广制定公司

的发展战略：合作共赢，平台共用，
利益共得，荣誉共享。 我国著名法学
专家高铭暄教授、 赵炳志教授和叶
林教授， 对此模式进行了为期半个
月的论证，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出
具了专家论证法律意见书。 2014 年
12 月 21 日，湖南省工商局主管领导
听取了竹亿轩的商业模式和运行情
况的汇报后，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当前继续深化改革的背景
下， 纺织行业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
机遇。 李泽平认为，未来要在行业中
打响的不是品牌战、 价格战、 渠道
战，而是资本战。 在未来，企业竞争
将不再局限于产品竞争层面， 而是
企业整体资源之间实力的较量，资
本为王、资本整合的时代正在到来，
未来的企业都面临整合与被整合的
问题。

如何借助资本市场实现内生发
展和资本整合， 打造一批竹亿轩消
费新贵是李泽平考虑最多的问题，
竹亿轩必须抢抓发展机遇， 把资本
运作纳入企业发展战略。 在李泽平
看来， 纺织服装企业借力资本市场
能够实现内生发展， 还可以树立良
好企业品牌形象，提高抗风险能力，
与此同时还可以提供保留和吸引人
才的股权激励手段。

为实现竹亿轩的上市目标，李
泽平带领他的团队苦练内功， 本着

“品质第一，诚信为本”的企业理念，
凭借独特的“五制一体、三网合一”
的商业经营模式以及优秀的管理团
队， 实现资本运作的“大飞跃”。
2015 年 4 月，签约华斯达克，正式进
军澳大利亚主板。 目前，竹亿轩正在
为最终在海外主板上市努力准备
着。

一种模式引领创业潮流

“纺织新革命、百年竹亿轩”，这
是李泽平的美好愿景。 他希望在他
的带领下， 竹亿轩人以低碳环保和
忠诚践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
己任，大力发展竹纺产业，致力于让
中国 90%的老百姓买得到用得起，
打造民族品牌，让竹亿轩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为实现竹亿轩的美好愿景，将
继棉、麻、毛、丝之后的第五次纺织
革命的浪涛推向世界的各个角落，
李泽平敏锐地意识到， 企业不能仅
仅只追求利润， 更重要的是企业的
社会责任感。

今年 1 月 6 日， 李泽平的竹亿
轩集团向新化慈善总会基金会捐款
100 万元、 为新化县桑梓镇敬老院

捐款捐物 33 万元，据统计，公司成
立至今已向社会各界捐款捐物累积
高达 600 万元。 李泽平告诉我们，

“社会责任感”是竹亿轩集团公司的
企业行为准则，也是全体“竹亿轩”
人共同追求的目标。“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 关心关爱弱势群体是竹亿轩
的一贯使命。 竹亿轩愿意鼎力支持
各种慈善事业， 为更多的家乡贫困
人民送去温暖。 ”

在“中国梦”遍布大江南北的今
天， 李泽平正带领着一群有梦想的

“竹亿轩”人，驾驶着“竹亿轩家纺”
这艘巨大的“航空母舰”，在竹纤维
制品波涛汹涌的蓝海市场里高速前
行，把低碳、环保、健康、时尚送给千
家万户。

一个愿景挑起社会责任

采访
手记

梦想是腾飞的引擎
李立川

大山里飞出的竹纺大王

竹亿轩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泽平率高管团队向全省人民
拜年，祝福新春。

▲2015 年 10 月 29 日，隆平高科技园党
工委书记王曙光（右一）在李泽平董事长陪同
下，考察湖南竹亿轩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竹亿轩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泽平。

▲

湖南竹亿轩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本版图片由伍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