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敏

任志强老了。

10月22日中午，任志强在位于北京西城区华远企业大厦的华远集团公司食堂吃过午饭，咂吧着嘴到公司图书馆转了一圈，然后跟记者说，“不跟你们聊了，我得去睡午觉。 ” 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原来我不用睡午觉，现在每天都得睡

会儿。 ”

当天上午，任志强在公司召开了关于他退休的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卸下华远集团的所有经营性职务。 这一年，任志强63岁。

三年前，任志强接到组织部门通知，卸任西城区国企华远集团的官方职务。之所以未能正式退休，是因为他要处理一个重要事务，将华远集团从湖北省国资委的管辖之下，转移到北京市国资委的管理中。这是华远地产当年借壳上市

的遗留问题。

但在这个时点上，并没有太多人关心华远集团的上级单位是谁，也没有太多人在乎任志强是怎样安排接班人的。 更多人关心的是，今后任志强还会不会出现在公众视野里—————过去十几年，任志强给公众带来大量的话题，尤其在

房地产界，任志强不可或缺。

从这个意义上说，任志强已经超脱了房地产商的身份，而更像一个公众人物。 如果结合近些年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剧变、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他甚至已演变成一个时代符号。

任志强并不讳言这点，他甚至在自传的封面上写了这么一句话，“哪怕一个再渺小的个人，也可以为一段历史，甚至一段很重要的历史背书” 。 虽刻意低调，但所有人都承认，在这个时代中，任志强才真正称得上独一无二。

不会“撒娇”

多年前，当任志强第一次在公共场合理直气壮地评价房地产市场，并大胆断言“房价要上涨” 时，大部分听众都会对他的表达方式和表达内容极不适应，并质疑：这个人是谁？ 他凭什么这么说？

任志强当然有资格。 1984年，北京市西城区国企华远地产招兵买马，从部队复员三年、并有一定创业经验的任志强应聘加入。 随后几年，任志强工作成绩出色，并于1993年起担任华远集团总裁、华远集团公司总经理。

1994年，华远在确立房地产为主业的业务构架后，与香港中资公司华润集团合资组建华远房地产公司，并于两年后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成为国内首家登录资本市场的房地产企业。在此之前，任志强带领华远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并

成为国内第一家中外股份制企业。

由于起步早，土地储备丰富，从那时候起，华远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

大到什么程度？ 1996年华远上市之初，一家南方的房地产开发商找到任志强，希望华远通过上市后获得的资金对其进行收购，从而达到换掉原有大股东的目的。 这个人是王石，这家公司叫万科。

但由于万科大股东深特发拒绝出让股权，导致这次收购未能成行。 然而，华远的大股东华润（北京）置地却在2000年完成了这次收购，并引发了此后的一系列变化。

由于华润旗下的两家房地产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限制了华远的发展，任志强十分不满。 经过长期沟通未果后，2001年，任志强将华远旗下的项目全部卖给华润，仅仅手握华远的品牌，进行二次创业。 2003年，华远借壳京西旅游

上市失败。 2008年，华远借壳SST幸福实业成功上市。

这一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任志强倔强而强硬的性格在那时已经显露无疑。 有知情人士这样评价，当时的形势类似于华远和万科两个孩子争宠，但任志强既不卖萌也不装嫩，反而给家长讲起了原则，结果华远自然失宠。

华远与万科的梁子也就此结下。 任志强非常反感有人拿华远与万科对比。 虽然万科贵为国内头号房地产商，但任志强多次提到，“放在过去十年来看，华远比万科的净资产回报高多了。 ”

事实确实如此，从净资产回报率来看，华远长期稳居上市房企前十。 而万科规模虽大，净资产回报率却并不高。

不仅如此，任志强对二次创业之事还颇为自豪，“我觉得我还挺棒的” 。 他说，在中国房地产发展史上，能够成功东山再起的人只有两个：任志强和孙宏斌。 孙宏斌建立融创时，接手了顺驰的一些优质资产，而华远几乎是“从零开

始” 。

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错过一些重要机会，华远的规模一直未能做大。 一是二次创业，使他失去了以前的积累，起点比同时期的房地产企业更低。 二是华远第一次借壳上市失败，使其错过了中国资本市场的“黄金时代” 。

对此，有人归结为任志强的决策失误。至少在后一件事情上，任志强是有反思的。“我们当时没有对京西旅游做好调查，没想到他们董事长出了问题（2006年12月，京西旅游董事长刘利华因经济问题入狱）导致我们错过了中国资本

市场最好的时期，失去了一个很好的融资做大机会。 ”

而站在任志强的角度，此后的事情便不再是他能够左右的了。 一方面，中国房地产业虽然欣欣向荣，但房地产企业再无更好的融资机会；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的限制使得华远地产一度无法在京外拿地，难以实现规模扩张。

“大炮” 凶猛

不管是不是政策原因导致华远未能做大，任志强与政府部门多有摩擦，却是不争的事实。

多年来，任志强先后站在集体所有制改革、股份制改革、股权激励制度改革、薪酬制度改革等的最前沿。 他在实践中，屡屡受到行政力量的掣肘。 与此同时，“有形之手”对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干预，也让笃信市场力量的任志强颇为不

满。

1998年8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签发国务院“23号文” ，拉开中国房地产市场化改革的序幕。10月，在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的一次年会上，任志强在发言中对上述文件提出批评，称“当把住房推向市场化时，应同步建立城镇住房

社会保障体系。 ”

他还认为，如果当初建立了这种保障体系，就不会出现如今“大跃进”般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的局面，也不会有房价的不断高涨和限购政策的出台。

但在当时，他的发言激怒了在场的很多官员，甚至被时任建设部部长的俞正声批评“缺少政治敏感性” 。

事实上，此后任志强不断唱多房价，正是建立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之上。 他认为，在住房保障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购房者涌入商品房市场，使得市场供不应求，房价便有了上涨的动力。

过去多年来，任志强几乎与所有涉及房地产的部委发生过意见冲突，包括证监会、银监会、住建部、国土部、财政部等。 1999年，他甚至因工程款的问题将国土资源部告上法庭，后在法庭和北京市政府的调节下和解。

作为国企领导的任志强，视政府部门为最大的苦主，听起来颇为诡异，但事实的确如此。 因为任志强更加信奉契约精神，“我跟潘石屹做了差不多有80个亿的生意，没有因为合同的事争吵过一次，两个人的契约精神到了这一步的时

候就能成为朋友，什么都可以信任。 ” 他与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烟盒上草拟合同的事，多次被他拿来炫耀。

任志强曾想过，退休后成立一家研究机构，继续紧跟市场动向。 得知此消息后，西城区政府便有意牵头成立一家研究所，邀请任志强加入。 但老任赶忙拒绝，因为“实在不想再给政府打工了” 。

潘石屹曾透露过这样一件事情。 在住建部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由于和对方的观点相左，任志强提出严厉批评，甚至把对方小姑娘“骂哭了” 。 这一幕使得在场人士颇为尴尬。 会后，潘石屹曾劝说任志强不要太严厉，但他的表达方

式多年未改。

有意思的是，促使任志强真正成名的，并不是他在华远集团建立的成就，也不是他在中国房地产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而恰恰是他这种犀利的表达方式。 有人总结说，唱多房价、批评政府、挖苦媒体，是任志强演讲的长期主题。 在多

次犀利的批评后，“任大炮” 之名迅速传开。

出色而个性化的演讲才能，使很多人忽略了任志强的逻辑和论据。 多年前，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联合华远地产等多家房地产企业，成立REICO（中国房地产市场研究报告）工作室，对房地产市场做最前沿的研究。 任志强在演讲

中引用的大量数据，均出自这一工作室。 REICO工作室还会定期向住建部提供报告，供决策层参考。

正是由于对市场一线颇为了解，使得任志强对于很多“异端” 的观点不能容忍。 因此，在他的演讲中，常常与同场嘉宾针锋相对，他甚至经常用“无知” 、“傻瓜”等字眼来批判对手。 虽然会得罪人，却也让观众听得痛快。

不断跟人抬杠，使外界对任志强形成了一个固有印象，即一个眉头紧锁、表情严肃的“老愤青” 。 很多人不明白任志强的“愤怒” 从何而来，潘石屹的一句评价或许能解释：“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打死他，他也不会说一句假话” 。

华丽转身

“大炮轰鸣” 一度给任志强带来不少非议，除了网络上大量的攻击和谩骂之外，任志强还曾被评为“中国人最想揍的人”第三名，也曾接受过被扔鞋的“礼遇” 。 好在他心态好，不以为意。

大概从2008年开始，任志强的形象逐渐扭转。 大众渐渐觉得，他对房价的屡次预测无一失手，他的逻辑和表达方式也逐渐被人所接受。 2009年微博诞生后，任志强逐渐成为微博名人，他的微博粉丝数和活跃度至今名列前茅。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任志强先后出版《任我评说》、《任你评说》、《任他评说》三本书，颇为畅销。 2013年，他还出版了回忆录《野心优雅》—————一部历时三年、近60万字的自传。

任志强对自己形象的转变颇为得意，并多次提到自己已经从“最想揍的人”变成“姑娘最想嫁的人” 。 他在《野心优雅》中将自己称为“逆袭者” ，并用“从人民公敌到大众情人”来形容这一过程。

在“娱乐圈人士”潘石屹的引领下，任志强开始跨界。 他西装革履地出席各种时尚盛会、与娱乐明星侃侃而谈、拍摄杂志封面、客串节目主持、参加“冰桶挑战”……俨然从“万恶的”开发商变成了受人追捧的公众人物。

任志强对这些主业以外的事情颇为上心。2010年8月，任志强在微博上痛批武汉的交通拥堵环境恶劣，不配谈房价。其背景在于，参加当地一个论坛的任志强，因交通拥堵两次错过当晚回京的飞机，导致他不得不住在机场附近，并在

次日一大早赶回。

潘石屹随后揭秘了任志强愤怒的真正原因：他要在第二天晚上与张曼玉共进晚餐，武汉恶劣的交通状况让他险些爽约。

如今，任志强还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 这是一个以治理沙尘暴为目的的民间环保组织，任志强受好友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的推荐加入。 他每年要花3个月的时间在这项工作上，不仅不赚钱，还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任志强和SEE的会员们登上贺兰山，他高兴地在宁夏与内蒙古两省的界碑处拍照，结果不慎冻感冒了，让家里人一阵担心。

虽然对这项工作乐此不疲，但在加入之初，任志强还是不改“大炮” 本色。 由于对选举制度和某些章程不满，任志强不断提意见，声称“要对会长等重要职务有罢免的权力” ，并最终促成了一些条款的修改。

2008年，任志强在当年度的理事大会上再次炮轰制度，时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的王石就说，“前任会长刘晓光就对任志强很头疼，他不停地提各种意见……不过，我的态度是欢迎监督。”与会的人感叹，无论在任何圈子里，能

让王石低头的人并不多。

如今任志强还是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的主席，这也是一个“只花钱不挣钱” 的活儿。 另外他还担任多家高校和机构的客座教授、顾问等，名头多得连他自己都记不清。

相比之下，他所拥有的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执行会长等“正经” 头衔，更像是一种“副业” 。任志强毫不讳言，自己退休后将利用这些身份去出席各种活动，并将获得的酬金用于

公益事业。

唯一遗憾

任志强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与他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

任志强出生于1951年的一个“红二代” 、“官二代”家庭，父母都是因为抗日而参加革命，并笃信马列主义。 建国后，父亲任泉生曾担任过商业部副部长，母亲曾担任部委干部。

为回应“借助家庭背景取得成功” 的质疑，任志强在他的自传中详细描述了自己的创业过程，并表示自己在创业时父亲已经退休，并未受到过父亲的任何帮助。

不过，从性格方面来看，任志强却颇有家传之风。 他在自传中写道，“说真话是父亲一辈子都坚持的性格，‘文革’时也正因为这种说真话的性格而得罪了造反派和某些当权者，并因此被罢了官，进了干校。同样也因为说真话而能独

当一面、获得信任。 ”

对于母亲，任志强更多表现的是孝顺。 任志强曾说，自己讨厌国企作风，但仍然在华远干到退休，除了对公司的感情因素外，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孝道，“有时候人既得尽忠也得尽孝，我在国有企业干得好，我妈高兴得够呛。 ”

这种革命家庭的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任志强的价值观。 就像任志强之所以从事公益事业，是“出自自觉和信仰” ，他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人们需要你” ，“人们需要你的时候，你是个人；当人们不需要你了，你连狗都不

是。 ”

有人说，这种淳朴而直白的价值观念，使他区别于后来的职业经理人，并成为那个时代企业家身上特有的标签。

任志强性格中的另一部分，来自于部队生活。 从1969年参军到1980年复员，在11年的军旅生涯中，任志强先后任排长、参谋等职，荣立一次二等功，6次三等功。 同时，他也曾屡屡突破常规，从而显得“不服管教” 。 他在工作中表现出

的强悍作风和充沛精力，都被认为与军旅生涯颇有关系。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一生要强的任志强正在与岁月妥协。 他脊背渐弯，白发增多，喜欢回忆往事。 出于身体健康考虑，任志强已戒了大半年的烟，虽然“没戒干净” ，但已经很少再抽。

任志强玩不转智能手机、i-pad等电子产品，也不会去尝试爬山、滑雪、跑步等“下一代” 企业家们所热衷的运动。尽管对自己的经历颇为自豪，但他也看好未来的年轻人，觉得年轻人一定比老年人有冲劲。 因此，退休后，任志强不想

当“太上皇” ，插手华远的经营。

似乎只有一件事情，让任志强感到遗憾。

任志强与现任妻子结婚时已是二婚，这使得他们在生育时年龄偏大，未能再度添丁。 以至于他退休了，自己唯一的女儿还未大学毕业。 至少在最近几年，他还不能像其他老人一样，过上含饴弄孙的退休生活。

“遗憾就是没多生几个娃娃吧，当时要是有好几个娃娃的话，等你回去有一大堆娃娃，心里会很轻松，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现在就麻烦。 ” 任志强说，“我尤其比较嫉妒我们公司的年轻人，好几个都生了俩孩儿。刚下通知说可以生的

时候，他们就生，我看着心里真嫉妒。 ”

说这些时，他的眼中闪过一丝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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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复员。

1981-1984年 在北京

青年服务社工作，后任北京

怡达公司（改名后的北京青

年服务社）副总经理。

1984-1988 年 担 任

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

总公司建设部经理。

1988-1991年 任北京

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

司副总经理兼华远城市建

设开发公司经理。

1991-1993年 任北京

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

司总经理。

1993年8月至今 任北

京市华远集团总裁，华远集

团公司总经理。

2014年 正式宣布退休。

只有一个任志强

□本报记者 张敏

任志强老了。

10月22日中午， 任志强在位

于北京西城区华远企业大厦的华

远集团公司食堂吃过午饭， 咂吧

着嘴到公司图书馆转了一圈，然

后跟记者说，“不跟你们聊了，我

得去睡午觉。 ” 接着又补充了一

句，“原来我不用睡午觉， 现在每

天都得睡会儿。 ”

当天上午， 任志强在公司召

开了关于他退休的新闻发布会，

正式宣布卸下华远集团的所有经

营性职务。 这一年，任志强63岁。

三年前， 任志强接到组织部

门通知， 卸任西城区国企华远集

团的官方职务。 之所以未能正式

退休， 是因为他要处理一个重要

事务， 将华远集团从湖北省国资

委的管辖之下， 转移到北京市国

资委的管理中。 这是华远地产当

年借壳上市的遗留问题。

但在这个时点上，并没有太

多人关心华远集团的上级单位

是谁，也没有太多人在乎任志强

是怎样安排接班人的。 更多人关

心的是，今后任志强还会不会出

现在公众视野里———过去十几

年，任志强给公众带来大量的话

题，尤其在房地产界，任志强不

可或缺。

从这个意义上说， 任志强已

经超脱了房地产商的身份， 而更

像一个公众人物。 如果结合近些

年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剧变、 房地

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 他甚至已

演变成一个时代符号。

任志强并不讳言这点， 他甚

至在自传的封面上写了这么一句

话，“哪怕一个再渺小的个人，也

可以为一段历史， 甚至一段很重

要的历史背书” 。 虽刻意低调，但

所有人都承认，在这个时代中，任

志强才真正称得上独一无二。

不会“撒娇”

多年前，当任志强第一次在

公共场合理直气壮地评价房地

产市场，并大胆断言“房价要上

涨” 时，大部分听众都会对他的

表达方式和表达内容极不适应，

并质疑：这个人是谁？ 他凭什么

这么说？

任志强当然有资格。1984年，

北京市西城区国企华远地产招兵

买马，从部队复员三年、并有一定

创业经验的任志强应聘加入。 随

后几年，任志强工作成绩出色，并

于1993年起担任华远集团总裁、

华远集团公司总经理。

1994年， 华远在确立房地产

为主业的业务构架后， 与香港中

资公司华润集团合资组建华远房

地产公司， 并于两年后在香港主

板成功上市， 成为国内首家登陆

资本市场的房地产企业。 在此之

前， 任志强带领华远完成了股份

制改造， 并成为国内第一家中外

股份制企业。

由于起步早，土地储备丰富，

从那时候起， 华远已成为国内最

大的房地产开发商。

大到什么程度？ 1996年华远

上市之初， 一家南方的房地产开

发商找到任志强， 希望华远通过

上市后获得的资金对其进行收

购， 从而达到换掉原有大股东的

目的。 这个人是王石，这家公司叫

万科。

但由于万科大股东深特发拒

绝出让股权， 导致这次收购未能

成行。 然而， 华远的大股东华润

（北京） 置地却在2000年完成了

这次收购， 并引发了此后的一系

列变化。

由于华润旗下的两家房地产

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限制了

华远的发展，任志强十分不满。 经

过长期沟通未果后，2001年，任志

强将华远旗下的项目全部卖给华

润，仅仅手握华远的品牌，进行二

次创业。2003年，华远借壳京西旅

游上市失败。 2008年， 华远借壳

SST幸福实业成功上市。

这一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说

明， 任志强倔强而强硬的性格

在那时已经显露无遗。 有知情

人士这样评价， 当时的形势类

似于华远和万科两个孩子争

宠， 但任志强既不卖萌也不装

嫩，反而给家长讲起了原则，结

果华远自然失宠。

华远与万科的梁子也就此结

下。 任志强非常反感有人拿华远

与万科对比。 虽然万科贵为国内

头号房地产商， 但任志强多次提

到，“放在过去十年来看， 华远比

万科的净资产回报高多了。 ”

事实确实如此， 从净资产回

报率来看， 华远长期稳居上市房

企前十。 而万科规模虽大，净资产

回报率却并不高。

不仅如此， 任志强对二次创

业之事还颇为自豪，“我觉得我还

挺棒的” 。 他说，在中国房地产发

展史上， 能够成功东山再起的人

只有两个：任志强和孙宏斌。 孙宏

斌建立融创时， 接手了顺驰的一

些优质资产，而华远几乎是“从零

开始” 。

但不可否认的是， 由于错过

一些重要机会， 华远的规模一直

未能做大。 一是二次创业，使他失

去了以前的积累， 起点比同时期

的房地产企业更低。 二是华远第

一次借壳上市失败， 使其错过了

中国资本市场的“黄金时代” 。

对此， 有人归结为任志强的

决策失误。 至少在后一件事情上，

任志强是有反思的。“我们当时没

有对京西旅游做好调查， 没想到

他们董事长出了问题（2006年12

月， 京西旅游董事长刘利华因经

济问题入狱） 导致我们错过了中

国资本市场最好的时期， 失去了

一个很好的融资做大机会。 ”

而站在任志强的角度， 此后

的事情便不再是他能够左右的

了。 一方面，中国房地产业虽然欣

欣向荣， 但房地产企业再无更好

的融资机会；另一方面，政府部门

的限制使得华远地产一度无法在

京外拿地，难以实现规模扩张。

“大炮”凶猛

不管是不是政策原因导致华

远未能做大， 任志强与政府部门

多有摩擦，却是不争的事实。

多年来， 任志强先后站在集

体所有制改革、股份制改革、股权

激励制度改革、 薪酬制度改革等

的最前沿。 他在实践中，屡屡受到

行政力量的掣肘。 与此同时，“有

形之手” 对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干

预， 也让笃信市场力量的任志强

颇为不满。

1998年8月，时任国务院总理

的朱镕基签发国务院“23号文” ，

拉开中国房地产市场化改革的序

幕。 10月，在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的

一次年会上， 任志强在发言中对

上述文件提出批评，称“当把住房

推向市场化时， 应同步建立城镇

住房社会保障体系。 ”

他还认为， 如果当初建立了

这种保障体系， 就不会出现如今

“大跃进” 般建设3600万套保障

房的局面， 也不会有房价的不断

高涨和限购政策的出台。

但在当时， 他的发言激怒了

在场的很多官员， 甚至被时任建

设部部长的俞正声批评 “缺少政

治敏感性” 。

事实上， 此后任志强不断唱

多房价， 正是建立在这种判断的

基础之上。 他认为，在住房保障体

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 购房者涌

入商品房市场， 使得市场供不应

求，房价便有了上涨的动力。

过去多年来， 任志强几乎与

所有涉及房地产的部委发生过意

见冲突，包括证监会、银监会、住

建部、国土部、财政部等。1999年，

他甚至因工程款的问题将国土资

源部告上法庭， 后在法庭和北京

市政府的调节下和解。

作为国企领导的任志强，视

政府部门为最大的苦主， 听起来

颇为诡异，但事实的确如此。 因为

任志强更加信奉契约精神，“我跟

潘石屹做了差不多有80个亿的生

意， 没有因为合同的事争吵过一

次， 两个人的契约精神到了这一

步的时候就能成为朋友， 什么都

可以信任。” 他与SOHO中国董事

长潘石屹在烟盒上草拟合同的

事，多次被他拿来炫耀。

任志强曾想过， 退休后成立

一家研究机构， 继续紧跟市场动

向。 得知此消息后，西城区政府便

有意牵头成立一家研究所， 邀请

任志强加入。 但老任赶忙拒绝，因

为“实在不想再给政府打工了” 。

潘石屹曾透露过这样一件事

情。 在住建部组织的一次研讨会

上，由于和对方的观点相左，任志

强提出严厉批评， 甚至把对方小

姑娘“骂哭了” 。 这一幕使得在场

人士颇为尴尬。 会后，潘石屹曾劝

说任志强不要太严厉， 但他的表

达方式多年未改。

有意思的是， 促使任志强真

正成名的， 并不是他在华远集团

建立的成就， 也不是他在中国房

地产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 而恰

恰是他这种犀利的表达方式。 有

人总结说，唱多房价、批评政府、

挖苦媒体， 是任志强演讲的长期

主题。 在多次犀利的批评后，“任

大炮” 之名迅速传开。

出色而个性化的演讲才能，

使很多人忽略了任志强的逻辑和

论据。 多年前，全国工商联房地产

商会联合华远地产等多家房地产

企业，成立REICO（中国房地产

市场研究报告）工作室，对房地产

市场做最前沿的研究。 任志强在

演讲中引用的大量数据， 均出自

这一工作室。 REICO工作室还会

定期向住建部提供报告， 供决策

层参考。

正是由于对市场一线颇为了

解，使得任志强对于很多“异端”

的观点不能容忍。 因此，在他的演

讲中，常常与同场嘉宾针锋相对，

他甚至经常用 “无知” 、“傻瓜”

等字眼来批判对手。 虽然会得罪

人，却也让观众听得痛快。

不断跟人抬杠， 使外界对任

志强形成了一个固有印象， 即一

个眉头紧锁、表情严肃的“老愤

青” 。 很多人不明白任志强的

“愤怒” 从何而来， 潘石屹的一

句评价或许能解释：“他是一个

诚实的人， 打死他， 他也不会说

一句假话” 。

华丽转身

“大炮轰鸣” 一度给任志强

带来不少非议， 除了网络上大量

的攻击和谩骂之外， 任志强还曾

被评为 “中国人最想揍的人” 第

三名， 也曾接受过被扔鞋的 “礼

遇” 。 好在他心态好，不以为意。

大概从2008年开始， 任志强

的形象逐渐扭转。 大众渐渐觉得，

他对房价的屡次预测无一失手，

他的逻辑和表达方式也逐渐被人

所接受。2009年微博诞生后，任志

强逐渐成为微博名人， 他的微博

粉丝数和活跃度至今名列前茅。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 任志强

先后出版《任我评说》、《任你评

说》、《任他评说》三本书，颇为畅

销。 2013年， 他还出版了回忆录

《野心优雅》———一部历时三年、

近60万字的自传。

任志强对自己形象的转变颇

为得意， 并多次提到自己已经从

“最想揍的人” 变成“姑娘最想

嫁的人” 。 他在《野心优雅》中将

自己称为“逆袭者” ，并用“从人

民公敌到大众情人” 来形容这一

过程。

在“娱乐圈人士” 潘石屹的

引领下，任志强开始跨界。 他西装

革履地出席各种时尚盛会、 与娱

乐明星侃侃而谈、拍摄杂志封面、

客串节目主持、参加“冰桶挑战”

……俨然从“万恶的” 开发商变

成了受人追捧的公众人物。

任志强对这些主业以外的事

情颇为上心。 2010年8月，任志强

在微博上痛批武汉的交通拥堵环

境恶劣， 不配谈房价。 其背景在

于，参加当地一个论坛的任志强，

因交通拥堵两次错过当晚回京的

飞机， 导致他不得不住在机场附

近，并在次日一大早赶回。

潘石屹随后揭秘了任志强愤

怒的真正原因： 他要在第二天晚

上与张曼玉共进晚餐， 武汉恶劣

的交通状况让他险些爽约。

如今， 任志强还是阿拉善

SEE生态协会会长。 这是一个以

治理沙尘暴为目的的民间环保组

织， 任志强受好友首创集团董事

长刘晓光的推荐加入。 他每年要

花3个月的时间在这项工作上，不

仅不赚钱， 还要付出很多的时间

和精力。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 任志强

和SEE的会员们登上贺兰山，他

高兴地在宁夏与内蒙古两省的界

碑处拍照，结果不慎冻感冒了，让

家里人一阵担心。

虽然对这项工作乐此不疲，

但在加入之初， 任志强还是不改

“大炮” 本色。 由于对选举制度和

某些章程不满， 任志强不断提意

见，声称“要对会长等重要职务有

罢免的权力” ，并最终促成了一些

条款的修改。

2008年，任志强在当年度的

理事大会上再次炮轰制度，时任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的王

石说，“前任会长刘晓光就对任

志强很头疼，他不停地提各种意

见……不过，我的态度是欢迎监

督。 ” 与会的人感叹，无论在任

何圈子里，能让王石低头的人并

不多。

如今任志强还是中国金融博

物馆书院的主席，这也是一个“只

花钱不挣钱” 的活儿。另外他还担

任多家高校和机构的客座教授、

顾问等， 名头多得连他自己都记

不清。

相比之下， 他所拥有的中国

房地产协会副会长、 中国房地产

研究会副会长、 全国工商联房地

产商会执行会长等“正经” 头衔，

更像是一种“副业” 。 任志强毫不

讳言， 自己退休后将利用这些身

份去出席各种活动， 并将获得的

酬金用于公益事业。

唯一遗憾

任志强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和

行为方式， 与他的生活环境密不

可分。

任志强出生于1951年的一个

“红二代” 、“官二代” 家庭，父母

都是因为抗日而参加革命， 并笃

信马列主义。 建国后，父亲任泉生

曾担任过商业部副部长， 母亲曾

担任部委干部。

为回应“借助家庭背景取得

成功” 的质疑，任志强在他的自传

中详细描述了自己的创业过程，

并表示自己在创业时父亲已经退

休，并未受到过父亲的任何帮助。

不过，从性格方面来看，任志

强却颇有家传之风。 他在自传中

写道，“说真话是父亲一辈子都坚

持的性格，‘文革’ 时也正因为这

种说真话的性格而得罪了造反派

和某些当权者，并因此被罢了官，

进了干校。 同样也因为说真话而

能独当一面、获得信任。 ”

对于母亲， 任志强更多表现

的是孝顺。 任志强曾说，自己讨厌

国企作风， 但仍然在华远干到退

休，除了对公司的感情因素外，还

有一个原因在于孝道，“有时候人

既得尽忠也得尽孝， 我在国有企

业干得好，我妈高兴得够呛。 ”

这种革命家庭的背景， 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任志强的价值

观。 就像任志强之所以从事公益

事业，是“出自自觉和信仰” ，他

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人们需

要你” ，“人们需要你的时候，你

是个人；当人们不需要你了，你连

狗都不是。 ”

有人说， 这种淳朴而直白的

价值观念， 使他区别于后来的职

业经理人， 并成为那个时代企业

家身上特有的标签。

任志强性格中的另一部分，

来自于部队生活。 从1969年参军

到1980年复员， 在11年的军旅生

涯中，任志强先后任排长、参谋等

职，荣立一次二等功，6次三等功。

同时，他也曾屡屡突破常规，从而

显得“不服管教” 。 他在工作中表

现出的强悍作风和充沛精力，都

被认为与军旅生涯颇有关系。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一生要

强的任志强正在与岁月妥协。 他

脊背渐弯，白发增多，喜欢回忆往

事。 出于身体健康考虑，任志强已

戒了大半年的烟， 虽然“没戒干

净” ，但已经很少再抽。

任志强玩不转智能手机、i-

pad等电子产品，也不会去尝试爬

山、滑雪、跑步等“下一代” 企业

家们所热衷的运动。 尽管对自己

的经历颇为自豪， 但他也看好未

来的年轻人， 觉得年轻人一定比

老年人有冲劲。 因此，退休后，任

志强不想当“太上皇” ，插手华远

的经营。

似乎只有一件事情， 让任志

强感到遗憾。

任志强与现任妻子结婚时已

是二婚， 这使得他们在生育时年

龄偏大，未能再度添丁。 以至于他

退休了， 自己唯一的女儿还未大

学毕业。 至少在最近几年，他还不

能像其他老人一样， 过上含饴弄

孙的退休生活。

“遗憾就是没多生几个娃娃

吧，当时要是有好几个娃娃的话，

等你回去有一大堆娃娃， 心里会

很轻松，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现

在就麻烦。 ” 任志强说，“我尤其

比较嫉妒我们公司的年轻人，好

几个都生了俩孩儿。 刚下通知说

可以再生的时候，他们就生，我看

着心里真嫉妒。 ”

说这些时， 他的眼中闪过一

丝落寞。

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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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语录

“我是一个商人，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开发商

只替富人建房，我不应该考虑穷人。 ”

“没有巨大的利润支持，无法建设品牌，因此房产品

牌就应该具有暴利。 ”

“开发商不是傻瓜，如果房价会下降，那就不盖了，为

什么要盖这么多卖不出去的房子？ ”

“成本是什么概念？ 成本是具体到某一个单体的时候

实际发生的事。什么叫实际发生呢？你老婆会告诉大家说

她的胸有多大吗？ ”

“我们的富人比例可能只有

20%

，但是我们的房子供

应量只有

3%

，因此对能买得起房子或有支付能力的人来

说，房价还不够高。 ”

“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 ”

“工资在涨，

GDP

在涨，房价不涨就不对。 ”

“傻瓜才期待房价下跌。 ”

“国有企业家、国有资本，政府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

让我们干房地产我就不干房地产。 我们只是当丫环的，都

是政府说了算。 ”

“宏观调控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房价下跌，而是让房价稳

定上涨，不能因为房价没有下跌就认定宏观调控不到位。 ”

证券简称：天目药业 证券代码：

600671

公告编号：

2014-074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于2014年10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

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田世凯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相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 3�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能够更准确、真实地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没有对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备查文件

1、监事签字的公司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天目药业 证券代码：

600671

公告编号：

2014-075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会议于 2014�年 10�月 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主会场设在杭州市临安市苕溪南

路78号公司会议室，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名（其中：独立董事 3� 名），实际参加表

决董事 9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胡新笠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会议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 会议以 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三、备查文件

1、董事会签字的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天目药业 证券代码：

600671

公告编号：

2014-076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提示:

本公司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 此次会计政

策变更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4�年 10�月 30日召开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变更日期

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执行。

2、变更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2014�年 1�月 26�日起陆续发布八项

新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

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三项为新增的会计准则，以及

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

《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五项会计准则，要求自 2014�年 7�月 1�日起

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 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38项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根据财政部的规定，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执行上述八项新会计

准则和于 2014�年 7�月 23�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等具体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根据财政部的通知要求，《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 《企业

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

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企

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准则的变更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的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

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使公司

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能够更准确、真实地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没有对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