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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明輝首度發聲
誰的中燃誰的中燃

◆2002年7月，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海峽集團有限公司更名為中國燃氣
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384.HK）

◆2003年，組建不久的中國燃氣成功地參與了宜昌、蕪湖、淮南等地國
有城市燃氣公司的企業重組、併購和改制工作，中國燃氣藉此在業界
得以立足

◆2004年5月，建設部頒布《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中國
燃氣再次抓住了這一機遇，不斷快速獲取國內城市管道燃氣項目特許
經營權

◆2008年，中國燃氣擴展經營範圍，收購上海中油華電，涉足液化石油
氣（LPG）行業，成為國內最大的LPG分銷商，擁有國內最大的液化
石油氣（LPG）分銷網絡，成為中國領先的垂直整合液化石油氣
（LPG）的供貨商

◆2010年，國內天然氣行業 「跑馬圈地」時代基本結束，天然氣業務進
入自然增長期，中國燃氣通過接駁客戶數量的增加來提升燃氣銷售量

◆2010年12月17日，時任董事總經理劉明輝及執行總裁黃勇被深圳警方
調查

◆2011年4月，劉明輝、黃勇被罷免中燃董事職務
◆2011年11月，劉明輝、黃勇獲保釋
◆2011年12月13日，新奧聯合中石化向中燃發起收購
◆2011年12月14日，中燃表示抵制收購行動，稱 「該收購屬機會主義性

質」
◆2012年7月23日，深圳市檢方宣布，由於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符

合起訴條件，對劉明輝及黃勇不予起訴
◆2012年8月19日，劉明輝重新擔任公司董事總經理兼總裁，黃勇任執

行總裁
◆2012年10月15日，聯合收購告吹，中石化宣布與中燃訂立重大的戰略

合作框架協議，中石化認可中國燃氣於中國城市燃氣分銷行業的重要
地位，以及中國燃氣之優良項目組合和發展空間，認可中國燃氣創始
人劉明輝先生、董事會、管理層以及集團員工為公司股東所創造的價
值；中國燃氣與中石化將在天然氣和液化石油氣等諸多領域進行戰略
合作

大 事 記

中國燃氣石化基地中國燃氣石化基地

中國燃氣獲得資本中國傑出天然氣供應商中國燃氣獲得資本中國傑出天然氣供應商

▲中國燃氣▲中國燃氣子公司欽州中燃子公司欽州中燃LNGLNG儲罐儲罐

●我們可能聞道了但沒有悟道，悟道了也不能把道融合在事業裡去，那
最終我們就會犯錯誤。

●要想長期的走下去，除了堅持自己的信念、自己的戰略方向，還要耐
得住寂寞，受得了委屈。

●中燃公司是個很特別的企業，是個創業型的企業。我們做的是服務，
是組合，能把最好的因素組合到一起。

●中國的企業，機遇和困難並存。企業家要把企業做大做強是要經過多
層煉獄的。

●遇到這些事，冷靜面對，當做一個歷練，無非是換了個 「環境」 ，這
是一個修煉的過程。如果把所有冤仇都刻在心裡，就會背上一個非常大的負
擔。

●人的一生會有很多不如意，關鍵是怎麼看待這些。心靜下來，什麼都
可以化解。

●做所有工作都要有激情，激情來自認識，認識轉化為動力。
●為了做事，不在乎我們有多少。事得做成啊。事做不成，把自己當土

財主有什麼意思？
●我就是在創立一個典範！我把中燃國際化了。
●股權分散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我有這個心胸，世界著名企業入股

中燃，全相信我們的管理團隊。
●遠在2002年我就預見到中石化或者中石油有一天會作出收購行動。

我堅信中燃會體現出被收購的價值。

中國第一起國企對民營公司展開的收購最終告吹，再次將中國燃氣控股
有限公司（384.HK下稱 「中國燃氣」或 「中燃」）推上輿論浪尖；從近兩
年的牢獄之災到無罪開釋，去職又重掌中燃，讓外界對中燃創始人、董事總
經理兼總裁劉明輝猜測紛紛，頻頻登上報紙頭條，儘管他一直託辭 「根本就
沒有到總結的時候」而幾乎從不接受專訪。

儘管他在多個場合公開表示現代管理制度已經在中燃建立， 「有沒有我
中燃都可以良好運行」，今年的股東大會上劉明輝還是獲得了香港證券史上
創紀錄的80%投票率和超過99%的得票率，中燃公司的員工也更願意以精神
領袖來看待他。很多員工表示， 「若當初 『逼宮』成功，我們大部分會離開
中燃」。

追隨劉明輝多年的多位高管表示，劉的最大弱點或許在於 「鐵漢柔
情」， 「他的心太軟」， 「正是這個讓他無辜入獄」。 「壞事」也可能是一
件好事─在持續近兩年的中燃事件中，2 萬多名中燃員工裡追隨 「前高
管」離開公司的只有5人。

近兩小時的專訪，信任、包容、胸懷等關鍵詞頻頻出現在劉明輝口中。
激情，則是與劉明輝相識9年的記者，對這位經過多層煉獄的男人最大的感
受。

採訪的當天下午，劉明輝與公司投資部座談時指出，本財年結束時集團
管道燃氣項目要達到200個，而目前是167個。

「根本就沒有到要總結的時候」
記者：除了偶爾在公告發布必須出現的場合，您已經五

年沒接受任何專訪了。 「萬能」 的互聯網上甚至看不到
您的簡歷。外界對您的印象就是神秘、低調，以致對您
的入獄再到無罪開釋、敵意收購到戲劇性轉折有很多猜
測。

劉明輝：我本來是不願接受採訪的，因為真的沒有
什麼可說的。

記者：05年見面時，您當時也是 「說啥呢，埋頭做事就行了。」
劉明輝：哪有工夫宣傳？有什麼好宣傳的？覺得做大一點就出去吹，吹

完了再去講語錄，過幾年就完蛋了，講那語錄幹什麼啊。我們是做事的，不
是要去當一個導師。有些人可能有這個資格，但我是沒有的。要做導師可以
去學校教書育人嘛。所以我很少參加論壇接受採訪談談這些年怎麼樣。根本
就沒有到總結的時候，三五年的成功怎麼可以拿出來說呢。

人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今天的成功跟明天的成功沒有必然聯繫。現在
很好可能兩年以後就完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們要想長期的走下去，
除了堅持自己的信念自己的戰略方向，還要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委屈。

「中國企業家要經過多層煉獄」
記者：19個月的無妄之災，很多人在想，您現在會不會很憤怒、或者

跟以前有很大改變？
劉明輝：人的一生會有很多不如意，關鍵是怎麼看待這些。心靜下來，

什麼都可以化解。其實到今天我都很平靜。很多人都問我經歷這個事件後，
性格會不會從溫和變化到比較偏激？開玩笑的時候我會說幾句，但面對現實
的時候我反而會平靜。很多人覺得我經歷歷練了，但我真覺得沒有什麼。因
為在這樣一個環境裡要把事情做好會面對非常多的困難。

中國仍處在轉型期，有一部分遊戲規則是充分市場化了，還有一部分是
在並不充分的條件下競爭，會遇到在西方國家裡你不會遇到也不會想到的困
難。這給一個在成長中的企業既帶來了很多機遇也帶來了很多困擾，給企業
家帶來很多考驗，也有很多煎熬。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的的確確不容易。
中國的企業家要把企業做大做強是要經過多層煉獄的。你的業務、團隊、自
身，包括性格、信念、品格各個方面都得磨練。

看守所的事就那麼點，沒有什麼。人生總會遇到各種困境，遇到這些事
正確面對就行了，把它當作一個歷練。無非是換了一個環境──你在這裡做
企業是帶大家一起成長，這是自我修煉的一個過程，到了另一個環境也是
修煉。我開玩笑說， 「兄弟們你們在外面努力了這麼長時間，我進去學習了
一年，讀一博士後回來」。哈哈，沒有什麼可怕的。

人這一生會遇到很多不如意，沒有關係，你怎麼去看待這個而已。你心
靜下來，什麼都可以化解。做企業也一樣，首先要想到做企業是幹什麼，目
標是什麼，遠大目標和現實局面要連接和跨越需要做什麼。如果你能想到實
現這個目標就一定要勤奮刻苦，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經得住挫折，遇到挫折的
時候你就坦然了。你還得想到這段時間太順了，好事都輪到我了，那麼一定
會遇到點什麼壞事，壞事真的來臨時你就坦然了。

記者：您手上的佛珠是以前就戴的嗎？
劉明輝：佛珠是今年一位大師送的，我本人對宗教沒有研究。這次在看

守所裡看了不少宗教方面的書，基督教、佛教、道教的都有。宗教的書對人
很有幫助。

以前真的不知道星雲大師，在裡面看了他的書，不光是
宗教的，還有他的成長歷程和感悟，看後心平靜了很
多。

在看守所 327 天，我讀了 120 多本書，除宗教書
籍外，還有歷史、地理、經濟、金融、管理、文學
等。人遇到磨難時總會煩躁、委屈、抱怨，這個時
候需要書本來化解和排遣我們心中的鬱悶。

記者：外界有說您的入獄跟中燃某前高管有
關。您恨他嗎？

劉明輝：不！一開始我就不仇恨他們，我只是
可憐他們，太荒唐了。我就是想不明白，他們為什
麼要這樣做？可能跟性格有關吧。當然，這些恩恩

怨怨我不會跟你們解釋，我只是覺得荒唐。
星雲大師在書裡講了一個佛學故事，昔日寒山問拾

得曰：世間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惡我、
騙我，如何處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讓他、由他、避
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幾年你且看他。

我把這段話抄在讀書筆記上。真是這樣，人啊，有恩必
報是對的，但如果把所有冤仇都刻在心裡，就會背上一個非
常大的負擔。如果你總是充滿怨恨，你對社會投入的動力就
欠缺了。

我們個人，非常渺小的個體，為一己私利達不到就要害
別人，就可以置所有人的利益於不顧？這真是一件很荒唐的
事。有什麼呀？平常因為工作別人批評你，你就天天耿耿於
懷；你頂撞了我一下我就覺得沒有面子，為了一個面子就一
定要反目為仇，值得嗎？別說歷史長河，就是幾個月後你翻
過來看都可能會覺得是一件荒唐的事。但當時做不到，是因
為內心缺乏修煉，很浮躁，靜不下來。幹嘛呀，有什麼話不
能好好說呀，其實是修煉不到家。看看大師們的書，想想自

己的作為，跟大師們說的一樣。很多人可能聞道了但沒有悟道，悟道了也不
能把道融合到血液裡去。最終就會犯錯誤。

「中燃國際化創了典範」
記者：中國燃氣的股份結構包括國資、外資、還有民資，其股權的相對

分散也常被外界質疑。
劉明輝：其實很多人都不太了解中燃，也不太了解我本人。大家都用傳

統的方式來看待中燃，就像看待任何一個民企一樣。
人們可能會覺得這個企業是我創辦的，就是我家的，我自己得像個寶貝

一樣抱捂，只要我失去了影響力，就一定不願意，我得守。別人我都
信不過，我得把自己的老婆孩子放在公司裡。

我覺得這是錯誤的，這太狹隘了。
現代企業為什麼要搞成家族企業呢？我始終沒覺得中燃是自己的企業，

從一開始到現在都這樣。我只是覺得我想幹這個事，帶一幫人幹這個事，
要把企業做好。

很多年前我們官網上就寫 「借天下勢、聚天下士、成天下事」。我們
做的事不是為某一個人做的。人才為什麼要來？來了你怎樣讓人家覺得不是
在為你個人幹事？我憑什麼要效忠你劉明輝呢？我連自己老婆都不忠幹嘛要
忠於你呢？如果這就是一家族的，老太爺說怎麼着就怎麼着，人家怎麼做
事？為某人某家幹事也是荒唐的，不符合現代潮流。所以我們當時就想到要
做天下大事。

企業小了是你的，大了一定不是你的。企業大了，財富是你的嗎？恐怕
跟你就沒有關係了。我如果想為自己，就不會把企業做大！老百姓可能幾
百萬一千萬、富豪一個億就可以過日子了。你要那麼多錢幹什麼呢？你要把
這事真想通了，就不會想把家人安排在公司。我們董事會裡一個親人親戚都
沒有，高管也一個都沒有。所以從一開始，別人說中燃股權很分散，我也不
想說什麼。我不能說其他什麼浮躁的話，我就是在創一典範！我把它國際化
了，管理規範化了。

豐銀行董事局在豐的股份只有二點幾啊，豐是誰的啊？一個優秀
的銀行，沒有大股東。你說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當然是成功了。它的制度
設計、管理規範、國際化、管理層對股東的信託責任，體現得淋漓盡致。這
難道不是一個好企業嗎？不是我們追求的方向嗎？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強調國
有控股、家族控股，控股的目的就真的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提高效益？偽
命題！

提高管理效率有很多方法，不是說私人當老大就一定有效率。效率和風
險是一把雙刃劍，效率很快死得也很快。如果你一個人說了算，你一個拍板
拍錯了就完蛋了，分分鐘的事啊。

股權分散證明胸懷寬廣
劉明輝：劉明輝：股權分散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我有這個心胸，我可以拉來股權分散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我有這個心胸，我可以拉來

世界多家著名企業入股中燃，他們全相信我們的管理團隊。這種信任在我們世界多家著名企業入股中燃，他們全相信我們的管理團隊。這種信任在我們
創業十年中起巨大的推動作用，這難道不是非常自豪的事麼？創業十年中起巨大的推動作用，這難道不是非常自豪的事麼？

松下幸之助的一句話對我影響很大：用天下人的錢干天下人的事。松下幸之助的一句話對我影響很大：用天下人的錢干天下人的事。
我開始就有這麼一個理念，當時很多人說劉總幹這麼大一個事業哪來那我開始就有這麼一個理念，當時很多人說劉總幹這麼大一個事業哪來那

麼多錢啊？我說你先不要想錢，你要先想有沒有價值。我們幹的是有價值的麼多錢啊？我說你先不要想錢，你要先想有沒有價值。我們幹的是有價值的
事，可以幫人又可以向別人證明，我們是有能力的，是可以管理好這個企業事，可以幫人又可以向別人證明，我們是有能力的，是可以管理好這個企業
的人。投資者每天想找的是，有價值的項目和團隊在哪裡？的人。投資者每天想找的是，有價值的項目和團隊在哪裡？

我們做企業如果只想掏老婆的私房錢、老爹的棺材本，那能做多大的我們做企業如果只想掏老婆的私房錢、老爹的棺材本，那能做多大的
事啊？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抱定這種胸懷：用天下人的錢干天下人的事。我們事啊？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抱定這種胸懷：用天下人的錢干天下人的事。我們
幹的是服務是組合，把最好的要素組合在一起，才能幹成天下人的事。幹的是服務是組合，把最好的要素組合在一起，才能幹成天下人的事。

這樣一個傳統社會裡，別的很難評價我們的心胸。中燃的成長我們用行這樣一個傳統社會裡，別的很難評價我們的心胸。中燃的成長我們用行
動來證明胸懷。我們不在乎股份多少，我們動來證明胸懷。我們不在乎股份多少，我們10%10%、、20%20%，即使只有，即使只有1%1%，那有，那有
什麼呢，只要事能做成，事做不成你自己當土財主有什麼意義呢？錯失了良什麼呢，只要事能做成，事做不成你自己當土財主有什麼意義呢？錯失了良
機，既對不起員工也對不起股東。人家股東把你放在這個位置，這是一種信
任。

「做好人做好事交好朋友」
記者：中燃薪酬在行業前幾名裡只是中等水平，但聽說離開的員工很

少。您認為是什麼吸引他們？
劉明輝：經營企業講什麼？誠信！職業經理人缺什麼？責任心！太多的

人骨子裡只認錢，有什麼好處自己拿錢走人，全不顧股東對你的信託責任。
白帝城託孤，因為劉備的信任和託付，諸葛亮才能夠赴湯蹈火鞠躬盡瘁死而
後已。這是信託責任的核心！

十年前，香港企業辭退一個員工，提前告訴他，我們要辭退你了，這一
個月你繼續在這幹活。結果，他走的時候文件分割得非常清楚。但是國內企
業不是這樣，是領導私下密謀，進行突然襲擊式的談話，談完後馬上得交東
西，交完就趕緊走人，第二天你再不要來了，怕你搞破壞，根本就沒有信
任，哪來的信託責任。員工老闆都沒有職業素養，就跟防敵人小偷一樣。中
國公司這些年慢慢好多了。

中國的企業家怎樣才能有更大的心胸？做企業初期是為生存，但你得想
明白最終是為什麼？一定要把財富留給孩子是害了他，為什麼大家那麼仇視

富二代官二代？
如果你是在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是在做為社會作更大貢獻的

事，真正做到表率，你會發現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度進而對你的忠誠度都增加
了。經歷了這麼多的事，我覺得我們的老祖宗講的都是對的， 「以天下為己
任」。

實事求是的說，我自己都沒想到在無罪釋放那一天，很多下屬企業都買
了煙花下班燃放。我聽了很驚奇也很感動─做好人還是有價值的。

我出來後和黃勇（中燃集團執行總裁）總結了三點─做好人、做好
事、交好朋友。這是有價值的，你做好人在某一點上可能吃虧，但時間拉長
了是有回報的，而且這個回報是長期的快樂的，是再多金錢也買不到的。

中燃最有價值的就是企業文化
記者：您覺得中燃這十年裡最有價值的部分在哪裡？
劉明輝：企業得有精神，就是企業文化。我們的企業文化搞了十年。
前段時間，中石油一個公司老總對我說，以前我最不相信的就是企業文

化，認為那是虛的，就是喊口號；但經過你們這件事，看過你們的企業後，
我覺得中燃最有價值的就是企業文化。

《亮劍》裡李雲龍講，軍隊的核心就是軍魂，是由它的首任主官注入
的。企業文化就是企業的核心，企業的魂。員工們說劉總你就是我們的精神

領袖，有點過，但一個企業應該有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價值核心。
很多企業一會強調自己的狼性，一會又強調自己的羊性，還有什麼獅

子、駱駝，說了一堆動物。我覺得我們都是人類，不跟動物學。我們趕上了
好時期，有非常多的機會。大家看到這個機會心潮澎湃，定下目標。勤奮努
力、咬定青山不放鬆。

創業初期同行都不看好我們，十年來，員工們經過認識認識再認識，大
家形成共識，認為這個行業是中國一二十年內可以預見的、不帶有周期性
的、能夠長期持續增長的、而且符合國家政策的朝陽行業。這樣的行業挑不
出幾個。一旦認識到這一點，你就會產生衝動。

我帶大家創業，最強調的是我們要有激情。激情來自於我們對目標的
充分理解和認識。而這種激情又轉化為動力。所以我們沒有錢就去找資金，
沒有項目就排除萬難也要把項目拿下來。有些項目開始並不賺錢，虧了三年
四年我們仍然堅持，繼續做。比如一些三、四線城市燃氣項目，當時有人說
你們去那幹什麼？甚至變成了指責我決策錯誤的依據。我們不放棄，虧了幾
年後，現在投資回報非常好，經濟效益社會效益雙豐收了。

堅持最重要。堅持、努力、勤奮的基礎源於對目標形成的共識，源自自
己的創業文化。

確定目標，做好行動的思想準備，保持清醒的頭腦，那就是要把中燃做
大做強，靠什麼？靠效率和科學組織。中燃的制度建設已成了完整體系，這
一體系保證了中燃的健康運營，這一體系，對企業發展起至關重要的作
用。

有了這些中燃才能走到今天。
我還要帶這個團隊繼續前行。今天做這個事，跟我個人的金錢權力已

經沒有任何關係了。我們打理這個企業不是為了錢多少，也不是為了爭口
氣，我老劉就是要回來，老劉是靈魂，要怎麼怎麼樣，都不是！

那是為了什麼呢？中燃是我帶兩個員工開始創業做起來的，開始一點
點的資產，做到十年以後300多億資產、25000多名員工。就像是我自己養
了一個孩子，一點點養大。做父母的都愛孩子，覺得孩子重要，希望孩子能
成長得更好。當你不僅知道這些，還知道這個 「孩子」前程遠大，德智體美
勞全面發展，你絕對割捨不下。不單單是德智體美勞，這個孩子有你最好的
時候付出的精力，前面所有的積累、經驗教訓、創業的成功失敗，把所有的

精華都投在這個事上了，有情感了，不是說放棄就可以放棄
的。

勤奮刻苦努力讓人尊敬
記者：近兩年時間獨處一室，截然不同的環境，您有什麼樣的

感悟？
劉明輝：一定要說什麼感悟的話，第一就是很多人在創業過程中表現出

的勤奮刻苦努力非常讓人尊敬。
被壓抑了多年，中國人非常想做事；以前做不了，一旦能做了就火山爆

發了。市場化後，我們非常想把別人200年走過的路用20年就走完，迅速解
脫貧困；以前騎單車甚至坐牛車，一下子就想享受現代文明所帶來的全部福
利。想是一回事，能不能實現是另一回事。要實現就要吃苦，在一個競爭激
烈的環境裡，中國的企業家必須要刻苦，不然很快會被淘汰。

中燃這十年是靠玩命過來的。不是我們想玩命，是因為機會稍縱即逝，
抓不住別人就衝進來了。所以當初我們提出，要趕超對手第一就是靠勤奮。
第二點，做企業得耐得住寂寞，要會堅持，忍得委屈。中國人有句老話 「要
想在人前顯貴必須在人後受罪」。現在大家都刻苦，偷懶是不可能的。你得
堅持。定好行動目標，做好思想和行動的準備，頭腦要清醒，知道怎麼去
做。

記者：中燃在做大和做強之間您是如何選擇的？
劉明輝：你不做大你怎麼活下來？但是單大了一陣風來你就倒了也不行

啊。做大和做強是不能分割的。
在做大和做強的過程中，你要知道靠什麼才能做大和做強。第一得有效

率，第二有科學體系。我們花了五年時間建立管控體系，建了大量的信息系
統、規章制度，用這些來約束和保障。

建制度和推制度很難，當初很多人不接受，也得罪人。我對大家講，要
想到我們是在幹什麼，把這些東西建立起來，鞏固下去，堅持五年，以後這
個企業遇到磨難就不會垮掉，就會知道我們現在建立這個是正確的。

這不幸被言中。05年做這個體系，到2010年出現問題，這時集團抵禦
風險的能力就顯現出來了。所以我開玩笑說，我在也好不在也好，換一傻子
來都行，企業照樣前進。因為已經變成體系了，這個體系能夠保障公司正常
運行。當然，長期發展企業是需要靈魂的，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計較個人恩怨就回家跟老婆嘮叨去」
記者：中石化是中燃最早引進的戰略夥伴，這次中石化跟新奧聯合收購

失敗，但又戲劇性的與中燃訂立重大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您怎麼看待跟中石
化的合作？

劉明輝：前面我講中燃具有遠大的胸懷，其實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遠
大的胸懷是因為我們要幹大事，幹大事就一定要整合最有利的因素。斤斤計
較是做不成大事的，老記這點恩怨，某某你怎麼要收我呀，怎麼不打招呼
就趁人之危呀，老想這個就太狹隘了。

中石化原本就是我們的股東，當年人家投資我們，是人家有眼光。我們
為人家創造了財富，提供了高額回報，那是義務。今天我們加強合作，同樣
是因為人家有眼光。

中燃要把事情繼續做好，一定要合作，整合上下游產業鏈，凡是對公司
對員工對所有股東都有利的事，就應該幹。計較個人恩怨就回家跟老婆嘮叨
去。下一步我們和中石化可以很有效的組合，有很多的組合點。

記者：中燃多位高層表示，從收購邀約公開的第一天起，就堅信收購不
會成功。您也是這樣想的嗎？

劉明輝：今天這個局面，我2002年就預見到了。別人問我為什麼要做
城市燃氣，我說在中國什麼有價值？中國改革開放歷史證明，任何一件商
品，只要市場化就一定供過於求。我們已經不是短缺經濟時代。

當年加油站買油還要找關係，現在呢？這種情況下，什麼是有價值的
呢？分銷網絡有價值。我們是幹什麼的？中燃是什麼樣的企業？很多人會說
是能源企業。其實我們就是一家零售公司，我們是服務行業。我們用鋼鐵連
接起來的終端用戶，是跑不掉的用戶，是我們巨大的價值。

2002 年，中石油中石化在全國收加油站，我對一起創業的同事說，七
八年後他們會像今天搶加油站一樣來搶我們。八年後被驗證了，這事真出現
了。

我們知道，中國燃氣的市場價值是分銷網絡，別人看重的就是這個。下
一步我們將堅定不移的繼續加快網絡方面的建設。與其說我們是去投城市燃
氣，不如說我們是在加快終端網絡方面的建設。

既然我們這個網絡擁有巨大的市場價值，怎樣更好的開展服務，為和諧
社會做貢獻呢？我自己在看守所裡擬了一個商業計劃，比如我們是直接面對
用戶的，每抄一次表就跟你接觸一次，直接進你們家。那我去你家的過程中
怎樣才能提供更多的服務。這是商業秘密，暫時不細說。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