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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相遇，江城即将崛起新地标

这是一次激情的碰撞，更是一场难得的相
遇！ 相逢在华佗论箭组委会与江城武汉之间。

来自地方政府领导、企业家代表、国际国
内主流媒体、 华佗论箭组委会五经系统精英
逾 400 人参加会议。 华佗论箭组委会名誉主
席、庄严智库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严介和，华
佗论箭组委会主席、 太平洋建设董事局主席
严昊作了精彩演讲。

严介和，这位昔日的中学教师、今天的太
平洋商学院院长侃侃而谈，从历史到当下，从
经济到人文，告诉我们他为什么看好武汉、选
择武汉成为他欲打造的严氏第二个世界 500
强———庄严系的起源地。

自春秋战国以来， 武汉一直是军事和商
业重镇，享“楚中第一繁盛处”，“九省通衢”、

“天下四聚之一”之美誉。近年来，武汉经济排
名快速蹿升，已经超越成都、杭州、南京等知
名城市。伴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
家战略出台， 武汉地理位置独特， 处长江之
要，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居天下之中，将是长
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的战略交会，中部崛
起核心支点， 逐渐站到了国家改革发展战略
的风口。

武湖，更是地处千湖要地、江汉之滨。晴川
历历，芳草萋萋。如今，这片零工业、零楼盘、自
然生态绝佳的处女之地， 正循着智慧的足迹，
与享誉国际的华佗论箭组委会知音相遇。

这是一个宏伟的蓝图， 一个世界级的新
版图！

华佗论箭组委会是严氏家族倾力打造的
以“产经、财经、智经”为核心的三资（智）平
台，成就了第一个世界五百强———苏太华系，
孕育着第二个世界五百强———庄严系。如今，
为顺应五百强战略布局， 严氏家族拟将北京
的华佗论箭组委会、上海的苏商集团、南京的
太平洋建设、淮安的华佗集团、蓝黄红文化、
雅仁和教育六大板块陆续落户武汉市武湖，
全球精英由此汇楚，开启“九中心两基地两家
园”的 PPP 运营，推动长江上中下游协同发
展、东中西部互动合作，让武汉成为中国的经
济立交桥，同时梦圆“我的大学我的城”。

“以全球视野做民族企业”是苏太华系的
一贯追求。 发言中，华佗论箭组委会主席、太
平洋建设董事局主席严昊就“九中心两基地
两家园”建设作了描述，即国际经济合作组织
的论坛中心、会展中心、商务中心，世界知名
企业的培训中心、会诊中心、整合中心，全球
成功人士的教育中心、医疗中心、养老中心，
五百强企业的总（分）部基地、新材料和绿色
建筑产业基地，国际风云人物的家园、生物多
样性的动植物家园，旨在推动城乡一体化、农
业产业化、教育产业化、教育现代化目的。

论坛中心、会展中心、商务中心：华佗论
箭组委会将联手 APEC、《财富》全球论坛、达
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WEF），永久性承接中外
“官、产、学”领袖华佗论箭，匹配同时容纳
5500 人参会、住宿、餐饮等服务于一体的世
界顶级会务水平。

培训中心、会诊中心、整合中心：为国际
国内知名企业高管提供高端培训， 为企业的
重大决策和难题进行“把脉”和“定位诊疗”，
整合“资源、智慧、资本”，建立“聚商、育商、护
商、造商，招商”优质平台。

教育中心：与美国天才教育、哈佛、牛津
等世界顶级教育机构联手合作， 以个性化成
就差异化，提供五大国际化精英式教育服务。
成功的商界才子办商学院， 经济界的风云人
物办经济学院， 管理界的管理英才办管理学
院，思想界的泰斗办孔子学院，开启成功人士
讲成功的先河。

医疗中心、 养老中心： 匹配国际医疗养
护、健身运动、生态养生培训等，通过打造身

心灵的通透，成就精气神的绽放。让我们的脚
步等等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的心灵跟上时代
的脚步。

两基地：匹配智能化、低密度、生态型的总
部楼群，形成办公、科研、产业于一体的企业总
（分）部基地，新材料和绿色建筑产业基地。

两家园：匹配绿色生态型豪宅，为国际风
云人物提供无后顾之忧的生活保障， 为生物
多样性的动植物打造休养生息的乐土。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项目拟邀伦敦、巴
黎、纽约、东京、香港五大城市的规划设计大
家， 以北欧最著名的哈默比湖城和马尔默生
态城为绿色标准， 着力打造世界领先的“321
模式”，即智慧商业（65％），绿色工业（25％），
休耕农业（10％），化“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武
湖为“流水高山遇知音”的楚湖，以强大的智
慧产业成就全球极具影响力的智慧城市。

“烟波千湖，知音惟楚”。 严昊深情满含：
“俞伯牙和钟子期的知音文化为武汉独有，亦
是楚文化的精髓代表。 苏太华系作为世界
500 强企业，中国实体私营企业第一、全球建
筑业私企第一，适逢这百年难遇的发展机遇，
愿意与千万武汉人民风风雨雨、 一路携手同
行。现在的楚湖正成为严氏家族的知音，未来
楚湖让世界知道中国。 ”

财富榜单，百强彰显经济新实力

7 月 20 日，美国《财富》杂志 2016 年“世
界 500 强”排行榜向全球发榜，由严氏家族
一手打造的“苏太华系” 连续入选世界 500
强，排名第 99 位，较去年上升 57 位，开创了
中国大陆私营企业入主世界 500 强前 100
强之先河， 彰显出中国私营经济在新时代下
的蓬勃力量。

“世界 500 强”是国人对美国《财富》杂
志每年评选的“全球最大 500 家公司”排行
榜的习惯叫法。《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一

直是衡量全球大型公司的最著名、 最权威的
榜单，每年发布一次。 与《福布斯》和《商业周
刊》排行榜相比，《财富》世界 500 强以销售
收入为依据进行排名，而《福布斯》500 强排
名则不包括美国公司，《商业周刊》 的排名仅
限于发达国家，只有《财富》才将世界各国企
业都进行排名。 因此，入选《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可以说是对企业实力的真正验证，
是步入世界经济舞台前沿的有力象征。

说到“苏太华系”，不得不说严介和。他是
个商界狂人， 更是个商界奇人： 首创中国式
BT，破解地方政府投资建设难题，被誉为“中
国 BT 模式鼻祖”；首创打包重组模式，横跨
十几个产业，并购拯救濒临倒闭、破产的国有
企业近百家，被誉为“中国中小企业教父”。

从 BT 鼻祖到中国最大城市运营商，“苏
太华系” 是严氏家族倾力打造的第一个入选

“世界 500 强”的经济体系，由严氏五经系统
中的财经（苏商资本、苏商建设）、产经（太平

洋资源、太平洋建设）、智经（郑和舰队、华佗
建设）三大经济板块构成。

如今，严介和再放豪言：打造严氏家族第
二个世界 500 强———庄严系。“庄严系”由严
氏五经系统中的文经（华佗论箭、庄严智库）、
子经（蓝黄红文化、雅仁和教育）构成。“苏太
华系”将和“庄严系”一起，构成严氏家族融资
源、智慧、资本于一体的两大经济体系。

不难看出，“苏太华系”的三大经济板块都
有一个共通点，即：以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与建
设为主业。 而这也正是严氏家族的成功之源。

“有两件大事将影响当今世界，一是中国
的城镇化，二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美
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如是
预言。 推进新兴城镇化建设，人口、资本和各
种要素集聚速度加快， 必然涉及城镇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这需要大量
的公共投入。 解决城市建设投资的来源问题
至关重要，投资空间亟待释放。

当下中国，PPP 成为政府首推的基础设
施建设模式。 而早在 1995 年，严介和先知先
觉， 成立了一家以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为核
心产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太平洋建设，并
首创公私合营 PPP 模式的前身 BT 模式。

BT（即 Build—Transfer，意为“建设—
移交”），以及衍生出的 BOT、BOOT，与 PPP
相同，都是政府利用非政府资金来进行基础非
经营性设施建设项目的融资模式， 是政府高
效、 低成本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最优解决办法，
也是私营企业迎战新型城镇化的最优模式。

21 年来，太平洋建设以基础设施投资与
建设为核心产业，拥有国家公路、市政、水利
等多个总承包一级资质及若干专业一级资
质，从东北冰城到西南边陲，从内蒙草原到青
藏高原， 从渤海湾到绿洲海峡， 以 BT、
BOOT、PPP 等形式直接参与 1000 多个城
市、3000 多个园区的投资与建设， 工程项目
遍布中国大江南北， 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运
营商，在推进中国城市化、城镇化、城乡一体
化进程的同时，完成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
飞速积累。

近年来， 太平洋建设全面开启国际化战
略格局，走出国门，先后与蒙古、智利、加纳、
希腊、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奥地利等国签约，
合作项目布及亚洲、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太平洋建设正走向建设太平洋！

严介和深有感触地说， 苏太华系能有今
天，靠的是跟各地政府的诚信合作。苏太华系
与政府的合作没有退出机制， 没有总结他人
的权利，唯有反思自己的义务。始终本着百分
百阳光的准则，坚持“做事进度快、质量优、成
本低，做人既聪明，又能干，更听话”，渴望通
过“做优一项工程，结交一批朋友，赢得一方
市场”，在感动自己的同时感动政府，在成就
政府的同时成就自己。

关注国家扶贫开发， 太平洋建设精准发
力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 云南楚雄彝族自治

州、 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国家重点
扶贫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今年 4 月，严氏企业
来到湖南湘西， 与自治州政府成功签署 500
亿元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框架协议，以 PPP 模
式发力湘西基础设施建设， 助力湘西脱贫攻
坚，致力打造一个精准扶贫新样本。

如今，作为世界五百强企业，苏太华系已
经今非昔比。 发布会上，“少帅”严昊表示，要
以实力、真诚和信誉，跟武汉一路相随，不离
不弃。在未来的合作中，苏太华系将始终不渝
地说主人话，办主人事，尽主人责，把好事做
得更好，把麻烦事也做得尽善尽美。

家国梦想，情怀成就精神新高度

严介和，绝对谈得上是一个有良知、有责
任感的社会学者、文化名人。他脱口而出的是
他的“新论语”！这一切，源于他出身于教育世
家，发自于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

在严氏企业文化中，“从起的应有尽有，
到舒的应无尽无”，寓意“苏太华系”独树己
见、走己之路。 新闻发布会上，严介和有感而
发：“国有企业相对代表市场经济， 私营企业
绝对代表市场经济； 思维围着钞票转的是资
本家，思维围着企业转的是实业家，思维围着
社会转的才是真正的企业家。”他还阐述了关
于国企与私企的新概念， 称自己的企业就是
一家“私有公用、私营共有、权力公众化、资产
社会化，国人办的新国企”。

严介和说：“我们这代人，得益于伟大的
改革开放，是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最前沿的群
体，知足、珍惜、感恩的一面应无处不在。 何
谓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 对内厚待员工、对
外博奉品牌，厚博源于侍奉。 将企业做大做
强，向国家最大限度地纳税；让更多的人就
业，有归属感；让更多的人共同富裕，享受改
革开放的成果———这就是企业家最坦荡的
社会责任！ ”
与常人相比， 严介和有着浓烈的家国情怀：
感恩改革开放，忧心中国教育，心系民营经
济发展。“苏太华系”连续入选世界 500 强，
严介和既喜悦更忐忑，他说连续入选“世界
500 强”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他将继续带
领“苏太华系”和“庄严系”激情跨越，去完成
新的梦想，也将身体力行地影响更多的私营
企业，共同为了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
斗。

发布会上， 有个环节颇为引人注目，那
就是：6 位美丽如花的女子款款走上前台，
依次报出自己所代表的花名，并诗意盎然引
出一段视频短片现场播放。 原来，这是近年
来严介和苦心孤诣、精心打造的六大高端品
牌活动，他形象地称她们为“六朵姐妹花”。
兰花，传承国粹精华、推进文化创新的《新论
语》；牡丹，塑造大国形象、助推大国外交的
“中外政商领袖华佗论箭”；茉莉，全面提升
国民素质、 成就民族性格的“富民感恩论
坛”； 梅花，倡导个性发展、助推教育改革的
“华佗论箭个性奖学金”；荷花，落实科学发
展、发掘城市魅力的“探寻中国发展型魅力
城市”； 桂花，礼赞改革开放、鼓呼市场经济
的央视大型纪录片《商痕》。

严介和进一步坦言：“自己退而不休，专
心打造的‘六朵姐妹花’，每年都需要十几亿
元的真金白银来支撑，这十几亿元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的广告、 赞助， 百分百做到阳春白
雪，没有一丝一毫的经济行为，也不追求一分
钱的经济回报。在我心目中，最神圣的八个字
就是：国家荣耀、民族尊严。 如果一定要说图
点什么，那就是只为寻求心灵的慰藉。 ”

出身教育世家，严介和的教育情结很浓。
他的回归目标就是要做教育， 办一所以社会
人文学科为主的世界顶级大学。 以商学院为
例，中国的商学院 90%的教授没经过商，而管
理学院的教授 90%没做过管理， 从理论到理
论。太平洋商学院是真正商人办的商学院，师
资队伍以实战派为主，学院派为辅，确保从背
会到体会、从知识到智慧、从爱拼到会拼的教
育目标。目前，“九中心两基地两家园”已正式
启动，经历了商道波澜的严介和，而今，想给
自己一个回归， 这就是建成“我的大学我的
城”。

这是其事业的回归，人生的回归，梦想的
回归。 这也是其情怀的新高度， 生命的新高
度，精神的新高度！ 我们唯有礼赞！

纵横捭阖，全新缔造，一个世界级的严氏
商业新版图呼之欲出！

再造世界五百强 千亿投资大武汉

王亚奇 秦川

有一座城，因一个人而更美丽！
有一个人，因一座城而更神奇！
盛夏，武汉三镇，热浪翻涌，生机蓬勃。
2016 年 7 月 21 日，上午 9 时，一场“走进中国

经济‘立交桥’成就全球精英‘会客厅’” 的新闻发布

会在绿意醉人的东湖湖畔举行。
刚刚飞抵武汉， 前来出席发布会的世界 500 强

企业苏太华系创始人严介和，这位商界“第一狂人”面
对海内外众多记者，豪气袒露心迹：将华佗论箭组委
会旗下六大经济板块落户武汉，开启“九中心两基地
两家园”的 PPP 运营，拟用 10 年以上的时间，投资上
千亿元，助力武汉成为国际化中心城市，同时圆梦“我

的大学我的城”。
而就在前一天，美国《财富》杂志 2016 年“世界

500 强”排行榜发榜，由严氏家族一手打造的“苏太华
系”一举晋升财富百强，名列第 99 位！

步入会场，仿佛置身“商界狂人”严介和缔造的商
业帝国，一个崭新的、世界级的商业新版图正循着西
进战略、沿江经济带冉冉升起。

活动现场

严介和精心打造的六大高端品牌活动———“六朵姐妹花”惊艳亮相。

商界“第一狂人”、华佗论箭组委会名誉主席严介和

世界级，严氏商业新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