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咱们海航首次入选世界500强
……”7月 22 日，最新《财富》世界
500强排行榜发布，海航集团首次上
榜，海航官方微博第一时间转发榜单
庆贺。相比官微使用的“骄傲”、“加
油”等字眼，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峰
在个人微博中，只简单附上一个红色
爱心符号后默默转发。

榜单上464的位列，离陈峰的心中
“世界巨无霸公司”相差甚远：“未来10
年，海航要进入世界500强第一方队。”
当记者追问“第一方队”具体所指，他用
一口京腔自信回应：“世界前10。”

□南国都市报记者孙学新

谈海航：
打造中国元素的世界大企

20多年创业历程，以年均增长

速度超过40%迈向世界500强的海
航，被视为商界“奇迹”。坐在海航
大厦 30 层一间古香古色的办公室
里，陈峰坚信，“世界500强只是海
航的起点，将来，海航一定是名副其
实的中国元素的世界大企。”

海航之所以能从“连个飞机翅膀
都买不起”发展至近5000亿元总资
产，这在陈峰看来，得益于改革开放
的伟大时代、海南大特区建设的大环
境，得益于海南历届省委省政府、社
会各界对海航的关爱和支持，得益于
海航走了一条中西合璧特色企业文
化、对接实体经济和金融资本市场的
新路。

“海航的发展离不开省委书记罗
保铭等历届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殷切关
怀和支持。”陈峰感慨，在每个发展
关头，比如“非典”时期、海航股份

制改造等，海航都得到大力的支持，
得以顺利渡过难关，得以实现创造性
的发展。

现今海航基本构架已形成，从单
一地方航空运输拓展成以航空、实
业、金融、旅游、物流为支柱的企业
集团。步入世界500强，在陈峰看
来，“只是一个起点”。他说，海航将
不断提升核心布局和加速全球布局，
以铸造世界级卓越企业为奋斗目标，

“要打造‘世界巨无霸公司’，打造中
国元素的世界大企。未来10年，海
航要进入世界500强的第一方对，也
就是前10名。”

谈海南：
应建“一带一路”航空枢纽

尽管海航全球布局在加速，陈峰
的海南情怀始终不变，“海航永远是
海南本土企业。”海航诞生于海南，
总部设在海南，“海航能够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也是海南的自豪，对海南
的税收、就业方方面面都会产生巨大
影响。”

陈峰认为，“一带一路”是海南
的重大机遇，“海南位于‘一带一

路’的战略要地。”他分析说，海南
的重要地理位置决定了海南应该建设
成更广大区域内的航空枢纽，“例
如，从中东不能直飞到南太平洋，必
须经停一站，而从海南中转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

海航将如何服务海南“一带一
路”战略布局？陈峰说，海航将从航
空、旅游、酒店、邮轮游艇、离岛免
税等方面加快建设、强化服务，全面
提升海南国际旅游岛基础条件和服务
接待水平。

同时，海航将大力发展航空运输
产业，强化海南国际大型航空复合枢
纽机场功能，将海口美兰机场打造成
为通往非洲、南太平洋等地的国际枢
纽机场，将三亚新机场建设成为国际
门户机场，进而落实“一带一路”战
略中“道路联通、贸易畅通”。

谈商道：
要成为新的商业文明

“海航奇迹”曾2次写进美国哈
佛大学教学案例，明年初，陈峰将现
身哈佛，亲身演讲海航案例。然而，
在这个大集团“掌门人”眼中，“公

司”这个产物是个“怪物”。
“确实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成

为世界就业、税收等的主要来源。但
也把人类的自私和贪婪放到最大。”
他一直都在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
么样的公司？”

面对新常态，陈峰决心用海航实
践给出答案：“打造新商业文明”。
他所理解的“新商业文明”，是中国
文化的商道精神，计利计天下之大
利。“公司当然要挣钱，但挣钱不能
建立在损害他人利益之上，恶性开
发资源的模式是不能持久的。”陈峰
说，海航要用自身商业行为造福社
会、造福他人，成为“新商业文
明”的标识，“达到商业制高点后，
海航将转向道德制高点，把优秀的
中国文化和现代企业文化融合，造
福人类社会。”

他认为，个人存在的价值，体现
在“能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帮助和益
处。”他坦言，“曾天天生活在艰辛
中，海航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实现这么
大发展，应对挑战和危机都已经麻
木。创业者要想清楚自己要做一个什
么样的事业，要有什么样的付出和担
当，才能从容应对，心无挂碍。”

专访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峰：

世界500强只是起点
未来十年瞄准世界前10

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峰。南国都市报记者刘孙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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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8月30日讯（记者张
期望）英国当地时间8月28日，海航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收购英国路透社总
部大楼 （30 South Colonnade）
项目签约仪式在伦敦金丝雀码头金融
区银行街40号大楼顺利举行。

据了解，本次收购是海航集团在
伦敦的首个重大收购项目。英国路透
社总部大楼 （30 South Colon-
nade）位于伦敦金丝雀码头金融区

核心位置，是伦敦标志性建筑之一。
大楼高10层，室内总面积约3万平
方米，最大租户为国际金融信息媒体
路透社 （Reuters），其欧洲总部即
位于此。周边有花旗银行、汇丰银
行、北方信托及摩根士丹利等著名投
资机构。

伦敦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中心，向
来是跨国公司进军欧洲市场的跳板。
海航此次成功收购路透社总部大楼，

为海航欧洲业务的拓展奠定了基础，
也将进一步提升海航集团的国际知名
度。

自1993年成立以来，海航集团
便不断走向国际化，现已成功跻身
《财富》世界500强。海航投资是海
航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其业务主要
涵盖项目投资、资产管理、基金管
理、信托业务等，已逐步构建成为海
航集团多元化的产业投融资平台。

海航收购伦敦路透社总部大楼

签下80亿美元空客订单促成国家发改委与空客天津A-330飞机完成交付中心合作

海航为提升国家装备制造业水平贡献力量
2015年7月，海航集团首次登榜

世界500强，以营业收入25646.4
百万美元位列第464位。

这是海航集团载入史册的时刻，
是海南进程中的耀眼名片，也是海南
人民的骄傲。

□南国都市报记者孙学新

全球布局
境外实体运营企业近30家

1000万元，是海航创业之初的
启动资金，面对动辄上亿美元的飞
机，“这笔钱连买个翅膀都不够。”困
局中，海南经济特区之“特”给了海
航机遇，陈峰回忆说，1992年海航
抓住海南首批股份制试点省份机遇，
成为全国第一家股份制航空运输企
业，募集资金2.5亿元。

这是每一个“海航人”都熟知的
艰难起步。而后，从海南出发的海
航，走向了海外，走到华尔街融资。
回看整个历程，从股份制改造、法人
股流通、B股、A股到外资股、H股
……海航几乎抓住了新兴资本市场所
有机遇。

“产融结合”成为海航快速发展
壮大的基本策略。“资本运作是为了
支持和优化实业，实业发展起来后，
再通过资本市场提升价值、做大做
强。”陈峰说。

步入世界500强的海航，将目标
盯上“世界级卓越企业”，一系列全
球布局也在“海航系”中运作开来。
围绕航空旅游、现代物流、金融服务
等支柱产业及其上下游关联产业，海
航展开海外投资和并购，拓展和完善
产业链。

例如通过收购蓝鹰航空、加纳航
空完善全球航空网络，通过收购世界
最大航空地面服务及货运服务供应商
瑞士Swissport 公司提升国际市场
的航空服务；通过收购GE SEA-
CO和Cronos，海航构建了全球租
赁产业链；西班牙NH酒店的并购，
使海航实现了酒店业务的全球布局，
同时与法国皮埃尔度假及中心公园集
团（PVCP）的战略合作进一步奠定
了旅游业务的海外布局，等等。

截至目前，海航境外实体运营企业
近30家，分布于11个国家及地区，涉
及航空、物流、金融、地产、酒店、旅
游等多个领域，境外员工逾7000人。

海航担当
签下80亿美元空客订单

世界500强的背后，是责任，是
担当。最近，陈峰又用42架空客A-
330飞机、约80亿美元的订单，诠
释了“海航担当”。

7月初李克强总理在法国图卢兹
进行国事访问，陈峰作为中方企业家
代表之一全程陪同参加了中法工商峰
会。期间，陈峰陪同李克强总理参访
了空中客车公司总部，考察中法合作
生产项目。

为什么国事访问中会出现海航的
身影？陈峰透露了背后的“海航担
当”：打造中国制造业升级版背景
下，国家计划在天津建空客A-330
飞机完成及交付中心，但空客公司明
确向国家发改委提出订单不能少于
75架，在订单缺口情况下，海航一
下子提交了42架空客天津A-330飞
机的需求，总价值约80亿美元，直
接促成了国家发改委与空客天津A-
330飞机完成交付中心的合作。由
此，中国成为继美国、欧洲之外的能
制造宽体客机的国家，

“海航为提升国家装备制造业水

平贡献了力量，我们很自豪。”陈峰
说，海航未来将继续加大“走出去”
力度，助力海南对外经济交流以及国
际间经贸往来。

社会责任
累计公益慈善投入逾9亿元

8月 26日，全省多名受资助的
贫困大学生相聚海航大厦。那一刻，
这些寒窗学子们的学费、路费有着落
了，心里也踏实了。2015年海航·
宝岛助学金共资助200名海南学子圆
大学梦，为他们提供免费上学机票、
海航无息助学贷款及985高校励志奖
金等资助。

海南有些地方缺少淡水，得知这
一困境的海航，从2003年在海口市
秀英区东山镇东星村探挖出第一口水
井至今，已累计打下 91 口“至善
井”，为22万人解决饮水困难，同时
解决了部分农田灌溉之需……

“海南能在这么短时间里产生世
界500强企业，离不开海南历届省委
省政府的呵护，离不开省委书记罗保
铭等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作为海南人
心中自己的企业，海航始终把海南建

设作为使命。”陈峰说，任何时候只要
海南需要，就会有“海航人”身影。

不忘初衷，承担社会责任，是
海航多年来持续发展的根基。20多
年来，海航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作
为企业发展战略之一，累计公益慈
善投入逾9亿元。2013年 10月，海
航集团将其约20%股权捐赠给海南
省慈航公益基金会，使该会成为海航
集团单一最大股东，先后打造了海航
光明行、至善井、海航社会创新创投
竞赛、海航送爱回家等明星公益项
目，获得广泛好评，四次荣获“中华慈
善奖”、多次荣获“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榜杰出企业”以及联合国颁发的“南
南奖-企业社会责任奖”。

此外，海航还把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带到海外。先后三次走进非洲
开展“光明行”活动，为超过1400
名当地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了复明手
术；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
捐助合作，资助“亚非女性教育保
护”项目、“加纳学校营养餐计划”
项目，成为中国内地首家参与联合国
儿 童 基 金 会 “Change for
Good”的公司等。

英国路透社总部大楼英国路透社总部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