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正非：华为是谁

程喻

华为是谁？恐怕这个问题，最有权作

答的是现年

75

岁的华为总裁任正非。

一部纪录短片

最近，

BBC StoryWorks

与华为合

作拍摄了一系列纪录短片 《华为是

谁》，将华为置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

大背景下，再现华为的成长历程。

这几乎是一部半官方化的纪录

片。 在第一集《白手起家》中，除了任

正非本人出镜，还曝光了其幼年时的

家庭合影，以及青年时在军队做技术

员时留下的珍贵照片。 这些资料属于

个人隐私，非任正非首肯，几乎不可

能在公众曝光。 第一集视频中，介绍

了任正非创立华为之前的艰苦条件。

任正非介绍道：“小时候家里做饭能

放盐就是条件不错的体现，当时根本

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此

后

1974

年，任正非到辽化参军，分配到

实验室，做仪表专业技术员，当时要研

发空气压力天平，在没有图纸、样机甚

至谁都没见过的条件下，任正非成功研

发出空气压力天平。

随后，任正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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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创业，注册公司

需要

21000

元，任正非找了几个人集资，

最后其他人都退出了。 一开始是做代理

商，但是销量上涨后，供应商突然不供货

了，逼得华为必须要自己研发通信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 华为战略研究院院长徐

文伟在纪录片中提及， 任正非在创业早

期已经向员工抛出愿景———“三分天下

有其一”。 但在公司还很小的情况，员工

们只是听一听，并没有真的相信。

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个少年贫穷、青

年专研、中年创业的技术路线企业家。没

有人生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包括任正

非，包括华为，在影视化语言中，这叫塑

造人物，观众是谁呢？ 除了熟悉、了解甚

至天然带着几分喜爱华为的中国消费

者，最主要的还是面向海外观众。纪录片

采取的是英语叙事， 播出平台是国际主

流媒体

BBC

。 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以任

正非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开始尝试以一

种更心平气和方式、 以企业家姿态和形

象与西方对话？纪录片是一条好路子，它

以不动声色、静水深流的方式，展现出企

业家们的痛与梦、过去和未来。

老企业家一改低调

事实上， 这不是任正非第一次以非

正式采访的方式面对镜头。

2018

年， 任正非的小女儿参加了西

方社会最受瞩目的社交活动之一 “巴黎

名媛舞会”， 这场舞会参加门槛非常高，

且每年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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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名额，对家世、学历、才

艺、颜值等都有严格的要求。 据说，特朗

普的女儿伊万卡和蒂芙尼就都曾被舞会

拒之门外。 任正非对女儿的这一决定相

当支持，为了迁就舞会的传统，还改变了

自己一贯低调的作风， 在深圳家中拍摄

了一张全家福。 这让女儿十分诧异，因为

之前这种拍摄要求， 任正非一般会躲闪

或直接拒绝。

可以看出一个老父亲对老来得女的

宠爱，也可以看作是一场另类的舆论战。

毕竟再没有比曝光隐私更能消解富豪的

神秘感， 比直面镜头更能拉近与大众的

距离。就像没有任正非本人的穿针引线，

前解放军辽阳化工厂实验室副主任、任

正非参军时的同事，以及华为高管、华为

咨询委员会主任吕克、 华为战略研究院

院长徐文伟等， 他们不会同时出现在同

一集纪录片中。不管是自己的想法，还是

被公关团队说服， 最终都还是任正非自

己的决定。

这不是一个中国商人普遍会选择的

方式，他们习惯包裹在一团“说了不会错”

的商业术语中小心前进，但是最近，两位

被公认优秀的“大龄”企业家开始打破这

一僵局，先有曹德旺，后有任正非，他们都

选择了纪录片这样的方式和海外互动，这

是老一辈企业家敏感和老辣的地方。

中国企业走出去

在纪录片的第二集，来自

IBM

的工

程师说， 当他

1999

年第一次听说华为，

就感觉十分不寻常。 当时华为主动找到

IBM

，希望学习其管理课程，有些课程能

追溯到百年，甚至两百年前。 那个时候，

任正非一个月的工资是

5000

元，而

IBM

一个小时的收费是

680

美元。 华为的求

学心切， 甚至让

IBM

都产生了误判，他

们认为这种知识在中国有巨大的市场，

实则大错特错， 最终肯花大价钱购买知

识服务的，只有华为。

今天的中国，就像站在

1999

年时间

节点一样，一切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当

年的中国， 正处于成长为世界工厂的前

夕，而在今天，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在全

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 中国企业有

更多机会将自己的品牌和产品展示在世

界舞台。 但同时也意味，中国企业要面临

更多来自文化、语言、观念上的冲突，如

何和全球的合作伙伴对话， 如何向世界

各地的消费者讲述中国故事， 这是前

30

年中国企业不会考虑， 但是现在必须面

临的问题。

这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 一位

资深公关人士说， 中国企业究竟是否

准备好， 让他十分怀疑。 举个例子来

说， 在每年美国

CES

展会前夕， 他都

会接到很多类似这样的诉求： 企业从

来没有在海外有任何声音， 海外认知

几乎为零， 但是想通过一个展会期间

的发布会，瞬间引起外媒关注。一般这

类需求都会被专业的国际公关公司婉

言谢绝， 外媒需要真正好的内容和新

闻点触发其兴趣神经， 那样非但不用

花一分钱， 反而会收到很好的报道效

果。如何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企业能够

将“窗户开得足够大”，才能真正接纳

外媒的深刻话题和视角， 让媒体走进

企业，建立开放坦诚的沟通渠道。即便

是敏感甚至负面的话题， 西方的文化

习惯趋于更加直接而非含蓄， 直接意

味着坦诚无私进而呈现好的企业责

任，而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会激起

外媒更大的探索欲，反而适得其反。

了解，可以打破隔阂，消除误解，世

界上很多的冲突，归根到底，都是不够了

解彼此。 华为是谁，如果讲得好，会是一

个真诚的好故事。

深圳长润资产创始人王巍：

好公司有四大基因 看好三大领域

证券时报记者 方丽

横跨券商、保险、私募，玩转过

一级市场、股权基金，上个世纪

90

年代就进入资管行业， 经历多个牛

熊周期历练， 深圳长润资产创始人

王巍投资之旅可谓丰富多彩。 谈及

自己的投资思路， 王巍表示会从所

处行业、技术水平、护城河深度、团

队能力等角度挖掘公司， 看准好公

司就“重仓、长期持有”，陪伴好公司

共成长。

谈及后市，王巍认为，从长周期来

看，

2019

年大概率会成为国内科技创

新的新起点，看好科技领域未来前景。

他布局重点会放在人工智能、

5G

应用

端、

AIOT

、 行业垂直

SAAS

等与产业

深度融合的领域。

从业超20年“老将”

王巍是资本市场一名从业超

20

年的“老将”。他

1985

年毕业于北京大

学物理系， 曾于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深

造；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就进入资管

行业， 横跨券商、 保险和私募股权基

金， 经历了资本市场多个牛熊周期的

历练。

从王巍履历来看， 他曾担任过君

安证券自营总部总经理、 国泰君安资

产管理总部总经理、 东吴证券总经济

师、 长城人寿保险董事总经理。 自

2008

年创业设立长润资产，目前已经

设立

10

多只股权基金，产品都获得了

不错收益， 完全结束投资的

3

只基金

均获得正回报，尤其是

2014

年成立的

长润长颐海德基金，到

2019

年累计分

出了

3

倍的现金。

从二级市场中奋战出来、 又在一

级市场积累了十年，也曾作为“一把

手”管理过人寿保险公司，从证券到

保险再到私募股权，王巍对金融市场

以及行业认识深厚。 市场流传较广

的，是王巍曾投资腾讯获得超过百倍

回报， 他直言布局腾讯是机缘巧合：

“腾讯

2004

年上市初期，鲜有券商覆

盖， 市面上很少有腾讯的深度报告，

关注度并不高，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两

年。 当时我在香港设立了一家对冲基

金，通过对美国互联网产业链的深入

研究， 意识到在

PC

加速普及的大背

景下， 腾讯的

QQ

会是个颠覆传统沟

通方式的通信工具，越来越多的人会

使用，会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刚需产品

且客户粘性很高。 ”他表示，当时腾讯

盈利来源主要还是电信增值业务，包

括彩铃、

QQ

皮肤、

QQ

空间等，后来最

赚钱的游戏业务那时还没有盈利，但

是他认为游戏未来的想象空间非常

非常大。 因此积极对腾讯进行调研，

跟高管交流，对于腾讯的技术、商业

模式、组织架构、公司治理等方面有

了非常深刻的认识。 随后从

2005

年

就开始积极布局其中， 并持有至今，

因此收益颇丰。

腾讯的投资经历对王巍的影响

非常大，他深刻地认识到一家真正的

好公司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要以腾讯

为标杆，挖掘那些能穿越周期并带来

丰厚回报的公司。 “市场上每隔一段

时间就有花里胡哨的新热点、新概念

出现，要在喧嚣中沉下心，花大量的

时间在所投资行业的历史、技术的先

进性、需求和壁垒、公司的团队等方

方面面，这些功夫都做扎实了，才有

可能发现那些真正拥有技术、能穿越

周期的企业。 ”

好公司的“四大基因”

什么样的公司才值得布局？ 王巍

称他从所处行业、技术水平、护城河深

度、团队能力等角度来进行筛选。

“无论是一级市场投资，还是二级

市场投资，都需要深入挖掘企业价值，

尤其创投项目往往风险很高， 没有一

个严格的公司筛选标准是难以长远发

展的。 ”王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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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实战中寻找到

自己挖掘优秀公司的“秘笈”。 选公司

要先选“赛道”，必须深入研究行业，选

择天花板高、坡道足够长的行业，曾重

点布局的公司都是大行业里面处于快

速上升阶段的细分龙头，行业空间大、

坡道长、 发展快就给相关公司提供了

足够的发展空间。

选好“赛道”之后，王巍更看重公

司的科技水平，更倾向于布局聚焦技

术进步，选择解决当下痛点、产品真

正刚需的公司。 “从美国证券市场的

市值变迁历史来看，二十年前市值居

于前列的都是资源类或者制造业的

公司，但是二十年后的今天，美国市

场市值排名前五的公司全部都是科

技行业，都是用技术进步改变了人们

消费习惯的公司，苹果与微软的市值

都超过万亿美金。 ”他认为，有技术，

还一定得有落地的场景，技术的应用

一定要符合行业趋势、消费习惯的变

迁，真正深度响应了市场需求，解决行

业的痛点，是真正的刚需产品，而不是

虚无的空中楼阁。

“公司本身壁垒高，护城河深”是王巍

看重的另一个标准。 他表示，从公司自身

来看，一个公司的壁垒与护城河可能来自

技术专利、资源、政策、行政准入、客户粘

性、品牌等方面，要仔细挖掘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在何方， 选择真正有价值的公司。

此外， 王巍非常看好公司的团队基因优

秀。“都说投资就是投人，所以团队决定创

业的成败。 我喜欢那种在本行业钻研多

年， 敏锐的察觉到外行不易发现的机会，

团队经过磨合的项目。 ”他直言不轻易投

资刚毕业的以及跨行业的创业团队。

在选择好公司的基础上， 王巍还有

一个法宝———重仓并长时间持有。 王巍

非常认同查理芒格所言： 人生中能够碰

到的真正的好机会其实很少。 一旦看到

了机会，就要迅速抓住。如果获胜几率很

高，那就重重地投入资本。

看好人工智能、5G应用端、

行业垂直SAAS

� � � �“因内外经济的走弱，整个股权投资

行业都不太景气， 不论是新发基金数，

还是募资金额、机构投资项目数量都出

现大幅度的下滑，导致投资机构普遍谨

慎，更倾向于布局盈利模式清晰、现金

流较好的中后期成熟企业以规避风险，

大额融资的事件明显减少，项目估值略

有回调。 ”王巍坦言，正是这一背景下，

市场悲观背后恰恰正意味着新机会在

孕育。 从结构来看，上半年资本在科创

六大战略新兴领域的布局明显增多，生

物科技、创新药、半导体等领域投资活

跃度明显提升。

王巍表示，虽然从短期来看，中美贸

易摩擦、 华为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让国

内很多行业都处于阵痛之中， 但祸福相

依， 现在正是到了需要真正自主创新的

时候。从长周期来看，

2019

年大概率会

成为国内科技创新的新起点。

为什么看好科技领域的投资机会？

王巍主要基于四大理由，第一，过去二

十年大学持续的扩招带来庞大的人才

群体， 目前中国正进入工程师红利期，

未来几年很多技术创新领域有爆发的

机会；第二，改革开放

40

年来，国内建

立起全球最齐全的工业体系门类，最为

完备的新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电信网

络、物流体系、产业园区等），拥有最齐

备的新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 第三，国

家前所未有的重视与扶持力度， 比如

2019

年以来， 从

2019

年

3

月科创板火

速推出，到创业板加紧注册制改革， 再

到最近新三板精选层紧锣密鼓地筹备。

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国家对于科技创新

的重视，其扶持力度也是空前的，这些

改革措施将给国内高技术、高成长的创

新企业带来深远影响。

“第四是在一些重要领域，国内都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突破。 比如移动处

理器领域，海思的芯片设计能力已经是

国际顶尖；在通信领域，以华为、中兴为

首的国内厂商正引领行业发展；在创新

药领域，大量新药研发企业涌现，未来

国内创新药领域的发展也值得瞩目。 ”

王巍表示，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开启创

新发展的新局面，

5G

、 云计算等基础设

施的普及将会加速产业互联网的发展，

十分看好科技行业在

2B

领域未来十年

甚至二十年很好的发展机会。 而他的布

局重点会放在人工智能、

5G

应用端、

AIOT

、行业垂直

SAAS

等与产业深度融

合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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