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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扶贫老板”的“不忘初心”
在贵州创设“秀水五股”扶贫模式的民营企业家王伟记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

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坚持大扶贫格

局”。王伟创设“秀水五股”

扶贫模式的故事，启示民

营 企 业 家 如 何“不 忘 初

心”，如何在精准扶贫中提

升企业与人生的价值

王伟连任了三届安
顺市工商联主席和市总
商会会长。在贵州采访
的几天，我们多次看到
他与安顺市工商联的民
营企业家们聚在一起讨
论如何参与扶贫的场
面——— 他们用一整天调
研关岭县的养殖基地、
跟镇宁县政府就帮扶深
度贫困村座谈了一上
午，就连在饭桌上，互相
聊的也还是扶贫。

听到一个企业家感
叹，“又要叫我捐钱啊。”

王伟打趣说：“你这说法
可不对，应该说‘我又有
机会捐钱啦’！真是这个
道理，扶贫不是负担，是
责任，是使命，还是我们
的机遇，不是你想扶就
能扶上的，一定要抓住
机会。你看，你过去搞煤
炭，现在精准扶贫搞农
业，未来就是养殖业大
王啦，企业也能顺利升
级转型，这么好的机会
哪里还有？”

“精准扶贫是民营
企业家发展的机遇”，跟
企业家在一起时，王伟
总是反复强调这句话，
他想带领安顺的民营企
业家们一起抓住时代机
遇，投身扶贫事业。

“最近，我们市工商
联推出了一个新的系列
扶贫活动，叫‘民营企业
家扶贫行’，我准备把每
个企业家适合做什么都
了解清楚，然后跟安顺
各县进行对接，进行整
县帮扶。安顺现在还有 178 个深度贫困村，如
果我们能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些村子全部脱贫，
那将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绩。”

记者：为什么说参与精准扶贫是民营企业
发展的重要机遇？

王伟：首先，这是民营企业重塑形象的机
会。不必讳言，一些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形象一
度比较负面，有的更与不择手段逐利、挥金如
土豪奢的“污名”连在一起。当然，这里有一些误
解，有几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羹的成见，也影响
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不管怎样，精准扶贫是一
个机会，民营企业如果能抓住机会，把扶贫工
作做好，彰显爱心和先富帮后富的初心，必然
有助于重塑良好的社会形象，得到社会的认可
和支持。

其次，这也是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机会。

现在很多民营企业的产业属于淘汰产业，需要
转型升级，但不知道往哪里转，一转就死。为什
么不抓住精准扶贫的机会，把产业布局到贫困
地区，用企业家的勤奋和眼光带动农民致富
呢？一方面，你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重视，例如
你办养殖业，政府会派农业专家帮助你，你的
企业贷款也能容易些。另一方面，很多贫困地
区的产业扶贫存在问题，企业家站出来，以市
场意识和商业头脑带动产业扶贫，把贫困户带
富了，不仅能彰显我们自己的人生价值，更是
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大好契机。

记者：如何调动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
积极性？

王伟：国家要进行教育、引导。民营企业家
是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有的人觉得
我的财富都是我自己创造的，实际上，没有党
的改革开放政策，你能创造财富吗？改革开放
的初心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更多人共
同富裕，这是一种理想信念，不能动摇。党和政
府要引导企业家，让他们不忘初心，担负起自
己的社会责任。

此外，企业扶贫，首先企业要能赚钱，企业
不赚钱，帮扶就不长久，所以国家也要支持企
业家，让这批闯荡过市场、搏浪过商海的人在
产业扶贫中当好带头人。有的人觉得企业参与
扶贫是来占便宜的，这种观念有问题，我们应
该研究政策，让企业有合理利润的同时，又能
把农民带富，实现多赢。

记者：作为深入参与精准扶贫的民营企业
家，有何感受与我们分享？

王伟：扶贫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企业要想
真的做好扶贫，我的总结是要“真心扶，真情扶，
用心扶，用情扶”，多和老百姓交流，看老百姓满
不满意。

扶贫以来，我最欣慰、认为自己最成功的
是不断改变着别人的观念。例如，一些基层党
委政府人员原来对民营企业家扶贫认识不到
位，认为你来扶贫就是把钱给政府，怎么扶由
我安排；还有些农民最初不信任你，不愿接受
扶贫；也有一些看不到扶贫是机遇的企业家。

我用自己扶贫的案例让大家看到我们民营企
业应该如何参与精准扶贫，如何在扶贫的同时
发展好自己的企业，如何让农民信服、让党和
政府放心。从而，激发更多的企业响应习近平
总书记的号召，积极参与扶贫，真正形成全社
会参与的精准扶贫大格局，在全面小康伟大进
程中写下我们应有的一笔。

（本报记者王京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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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红上衣）在秀水村施工工地，与村民们在一起。采访对象供图

本报记者王京雪

“听党话，跟党走，感恩回报社会、奉献社会，
是我的人生信仰。”

“改革开放的初心是什么？是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带动更多人共同富裕，但很多人富起来就忘掉
这个初心了。”

“要说我为什么对扶贫这样上心，除了致富思
源的觉悟，先富帮后富的初心，很重要很重要的还
有一条：我真心认为，积极参与精准扶贫是民营企
业发展的难得机遇。”

这个常说“初心”，认定“扶贫就是机遇”的民
营企业家，名叫王伟，表情生动，声如流水击石，任
何时候都精气神十足。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贵州省工商
联副主席、安顺市政协副主席、安顺市工商联主
席……生于 1968 年的兴伟集团董事长王伟，成长
与事业轨迹，都在中国长期“后发”、如今发展最快
的省份贵州。

王伟引起我们关注，不是因为他在企业经营
上的成功，尽管那也是个引人入胜的传奇——— 一
个贵州小县城里野草般生长出来的青年，出身贫
寒，22 岁投身商海，凭着勤奋和聪明，从没有一个
员工的个体小装潢部做起，到今天拥有包括地产、
贸易、能源、旅游、文化、农业等产业，员工上万的
集团公司。

无疑，这是个对创造财富有天分又够努力
的人。但关于王伟，最值得讲述的不是“财富故
事”，而是“扶贫故事”，是他对“扶贫”这件事异于
常人的兴趣、近乎着迷的认真和不遗余力的投
入。

动 力

“赚多多的钱，帮多多的人”

几十年如一日，王伟每天早起，雷打不动地用
几分钟扒拉一碗面条作早饭，7 点开始工作，干到
晚上 10 点睡觉，天天如此，几无例外，没有周末，
没有假期，甚至常年没有午休。他的助理们要轮流
排班，才有精力和体力跟上他。他一年跟家人吃饭
不超过 10 次。他没什么爱好，除了练练书法，“就
是喜欢工作，别的都不喜欢。”

王伟常把“没有问题”“这个不是问题”挂在嘴
边，认为企业家最重要的本事之一就是善于找办
法克难题。他有一个成功商人对财富和机会的敏
锐嗅觉。他的高中班主任仍然记得十几年前王伟
陪他去广东散心，有一天他们打摩的赶路，王伟突
然问：“老师，你看到没有？——— 钱在路上流淌。”老
师说没看到。王伟注视着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
说：“我看到了。”他简单地解释了两句，班主任也
明白了——— 他从物资的流动、人员的流动看到了
经济的流动，进而看到了商机。

在贵州兴伟集团，很多员工都知道他们的老
板王伟会赚钱的另一面是生活节俭：穿着在北京
秀水街杀价杀到 80 块买回来的裤子、在淘宝 300
来块钱淘到的唐装，25 块钱一双的布鞋或者最普
通的那种黑皮鞋。

他不允许任何亲戚来自己公司上班，除非是
来做清洁工或绿化员。他很早就告诉儿子：“我的
公司你没有继承权，99% 的财富将来我要捐给国
家和社会，所以你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吧。”十几年
前，他看了一本大概叫《中国十大民营企业家落马
史》的书，得出结论：把财富看成自己的就是灾难，
看成子女的也是灾难。

现在，他把一半工作时间花在扶贫上，最近更
是平均两天下一次乡，去贫困地区考察。

2015 年，他给贵州安顺市的贫困村秀水村投
了 3 . 77 亿帮扶整村脱贫，承诺不要一分钱回报，
所建产业作为村集体经济交由村民所有。

2016 年，他跑到贵州黔西南州晴隆县新坪村
最穷的半坡组看了看，然后，这个水、路不通的深
山村寨就修了路、通了水。

这之后，他几乎跑到哪儿扶贫扶到哪儿。一些
行为纯属慈善，例如不久前，他领头捐出 500 万，
跟安顺市的民营企业家们一同成立贫困地区教育
扶贫基金，资助贫困学子求学；一些项目属于产业
扶贫，例如总投资 100 亿的晴隆县大兴东山地旅
游精准扶贫项目和投资 200 亿以上的安顺大兴东
国际旅游城。

他觉得有机会参与扶贫太好了，真高兴！他不
满足于把自己的进取心、能力和创造力只用于赚
钱，渴望在全面小康进程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担
当更多的社会责任。

“全国光彩奖章”“全国光彩事业突出贡献奖”

等荣誉，都在为王忠实伟履行社会责任作证。
“我的动力？”他笑，“你们问了好多回了，我

的动力就是赚多多的钱，帮多多的人。真心话，
从小我就想帮助别人。”

初 心

“有钱就可以帮助那些
特别穷的人”

年少时，就抱有“想帮助更多人”的强烈愿
望，并始终不渝为之奋斗者，有人学医，有人从
政，有人干公益慈善，也有人去了讲堂……而王
伟，从 1978 年小学三年级起，就决心排除万难，
做个能赚很多钱的人。

他家那时住在贵州安顺普定县城边上，每
天上学，总要从一个五保老人家门经过。至今，
他还记得那个老奶奶的“房子”，准确说那是个
棚子：石头垒出的一米来高的墙，玉米秆棚顶，
两个平方、大小跟一扇门差不多，能让老人躺下
睡个觉的“房间”。

每天上学，王伟会从家里给老人带一把面
条或一小捧大米，有时帮忙提一桶水。他家里也
穷，拿不出更多东西，父母都是乡村教师，两人
微薄的工资要养 4 个孩子、一家老小共 8 口人。

没过两年，五保户老人去世了，王伟心里生
出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愿望：“我将来一定要赚很
多钱，有钱就可以帮助那些特别穷的人。”在他
印象中，那大概是小学三年级，他头一回认真思
考很多东西、计划起自己的未来。

他是家里 4 个孩子中的老三，也是唯一显
露出对生意有兴趣的一个，是一个安贫乐道的
教师之家冒出的异类。

他家门口当时有个烤烟集市，每到星期天
都有农民来赶集。王伟六七岁时，每周日天不
亮，别的孩子还在梦乡时，他就爬起床，把家里
6 个小凳子搬到门口，坐等赶集的农民租用，1
个凳子租金 1 毛。后来，除了租凳子，他还卖 1
分钱 1 杯的糖精水，也卖外祖父写的对联，小门
对 8 分，大门对两毛。他的外祖父是普定有名的
书法家，后来自己的书法也是跟着外祖父练的。
到了初中，他拿着母亲仔细掏出的 9 块钱从普
定跑去贵阳看读大学的哥哥，顺便卖邮票，一下
午卖了 300 多块钱，他准备给哥哥买套好西装，
结果把他哥吓得追问他是不是做了小偷。

他的高中班主任潘发刚记得，王伟学习普
通，但很难被忽视，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他
第一次给大家留下印象，是学校搞板报比赛，不
是班干部、成绩也不突出的他主动请缨，他设计
版式，组织同学一起完成的板报后来得了全校
第一，被校长评价“大气磅礴”。

赚钱然后助人，王伟从没忘记小学三年级
萌生的愿望。1987 年夏天，他高中毕业，写了一
份几十页长的食品厂办厂可行性报告，信心十
足地跑去县政府拉赞助。当时的一位科长赞扬
了他初生牛犊的勇气后，表示“我们没钱给你”。

出了办公室，王伟撕了报告，第二天就骑着
自行车上路，随身带着一套修车工具、笔墨纸砚
跟一张写满字的宣纸，第一行是大字：勤工俭学
/卖字换粮/游览祖国大好山河，第二行小字：打
气 5 分/补胎 5 角。他决定不带一分钱，从普定
骑车去昆明，开开眼界，也考验自己。来回近一
个月，从昆明回来，他瘦了 10 斤，身上多了 27
块钱。

回普定后，王伟有过一段失败的创业经历。
他做石膏像，步行 28 公里挑去安顺摆摊，结果
一尊也没卖出去。接着，他借了 200 块钱学烫
发，学了一个月就打着领带、穿着白衬衣、喇叭
裤、高跟皮鞋开起发廊。

普定那时能烫发的发廊不多，开张首月，王

伟赚了 600 块钱。开张两个月，部队来征兵，他
把发廊盘给徒弟，决定去部队锻炼一下。

这一年，王伟 19 岁。
“我感觉他的思想在激烈地冲撞，他在找自

己的道路和方向。”跟王伟亦师亦友，至今关系
密切的潘发刚回忆，“他是个不安分守己的人，
普定平台太小，他要找他的舞台。”

潘发刚觉得奠立王伟后来事业的很多性格
特质，这一时期就已显露端倪：聪明，能吃苦，百
折不挠，有胆识但不叛逆，常能找到有效方式说
服他人，达成目的。

入伍半年后，王伟在写给父母的信里倾诉
心声：“去昆明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好，回来以后
我懂得了生活的不容易，我想挣钱。挣钱只要正
当，没有什么不好的。可是我感觉我还太年轻，
还不太明白许多做人的真谛。身为男儿，我相信
部队是个最好的熔炉……我会更快地成熟起
来，端正自己的人生态度，坚定所要追求的理想
和信念，退伍后真正开始做一番自己的事业。”

兴 伟

“如果自己都没振兴起
来 ，谈什么振兴中华？”

多年后，回望自己一路走来的历程，王伟
说：“企业家分两种奋斗，一种是关系奋斗，靠不
断请客送礼让企业发展，这太危险了，没有必
要；还有一种是靠自己，靠智慧、能力和勤奋来
发展企业。”

在部队，他当了三年兵，立了两个三等功。
“领导不了解你，你就拼命展示你的才华，想办
法找事做，给部队作贡献。”

他自告奋勇，用废旧的边角料和 36 块钱扯
的一块布做了面 4 乘 4 米的宣传墙，上面写上
很漂亮的大字：“祖国在我心中”。他在部队大力
推行正规化建设时，带着战友们用半个月把营
部的办公室、会议室、图书室、荣誉室布置一新。
他总能想出种种妙招，例如拿碎布蘸着广告色，
往墙上拍，只花几块钱就装饰出一间有“墙纸”
的荣誉室。他搞营房建设、绿化规划被四处借
调，有提干、然后留在部队的机会，但自己坚决
要求三年退伍，因为从没忘记最初的梦想。

1990 年，22 岁的王伟退伍回乡，被分配在
国营电厂当工人。他去上了一天班，被安排在 6
楼没人管，吃饭时找不到碗。第二次去电厂，他求
见厂长，说我给你们提几个意见，首先，你们不尊
重退伍军人……说完一番想说的话，他辞了职。

回家后，看见一家银行要做几块招牌，普定
做不了，必须去安顺，这活儿他在部队做正规化
建设时摸得很透，就用更便宜的价格把生意揽
了过来。收费 4500 元，成本只花了 1000 多，这
是他的第一桶金。

几个月后，他开了自己的第一家店：兴伟装
潢部。他开始想取名叫“兴东”，意思是振兴中
华，但觉得自己都没振兴起来，谈什么振兴中
华？还是先振兴自己，就叫“兴伟”吧。

“他的店不大，一进门能看见墙上挂着一条
横幅，是他自己写的 8 个字：心系环宇，爱洒人
间。”潘发刚回忆，“他那时才 20 几岁，恋爱都还
没谈，事业刚起步，就给自己定了这么一个座右
铭。我看到就想，王伟的心长大了。”

潘发刚说，王伟是真的在按座右铭做，不是
说说而已。只开一家小店时，他就在普定的中学
里资助了数百名贫困生，“有学生会给他写信求
助，他也会主动问相关部门哪些学生需要帮助。
反正有困难，我们就找王伟，他一直有种帮助别
人的渴望。”

后来，开家具连锁店，办批发商城，生意越
做越大，他就赚更多钱，然后帮更多人。2000

年，32 岁的王伟被推选为“贵州十大杰出青年”
之一，事迹报告中提到，他当时已捐资希望工程
10 余万元，救助社会公益事业等数十万元。

秀 水

拿出 3 个多亿，探索“五股”

扶贫新模式

2015 年春天，普定县龙场乡秀水村的村干
部来找王伟商量，问能不能给他们出点主意，搞
点基础建设。早在 1999 年，王伟就给这个村子修
过一条水泥硬化路，但十多年过去，这个自然风
光秀美的村庄贫困依旧，出村的道路，还是他修
过的那条路。

“我们村当时就是个空壳村，连 10 万块钱的
项目都要不来，因为太偏僻、交通不好，项目大了
要不到，项目小了没有用。”张克智 2012 年从乡村
小学退休，转年被推选为秀水村村支书，之后常
为秀水的贫穷头疼。

他接触过不少说要扶贫、来村里做项目的老
板，这种接触大都以失败告终。他希望王伟能再
帮村子一把，修点基础设施，而王伟的回复令他
喜出望外。

深感单纯投钱搞基础建设不足以让老百姓
脱贫，年年送钱送物、村民年年仍穷的“输血式”帮
扶不能实现同步小康，王伟在跟普定县政府沟通
和实地考察后，决心“扶”个大的，拿出 3 个多亿，
探索扶贫新模式，把秀水打造成一个精准扶贫的
样本。而且兴伟集团“一分股份都不留，一分效益
都不要”，全部无偿作为秀水村集体经济。

他带领扶贫团队三天两头跑秀水，一年跑了
上百趟，召开一场又一场的院坝会，听村民心声。
张克智还记得他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在泥路里
开车载着他去看工地、又挨家挨户跟村民了解情
况的王伟，暗自感叹可真没见过这种老板，这么
肯出钱、肯出力，还费尽心思扶到底。最终，王伟
把村民意见和自己对市场规律的认识相结合，从
秀水村的实际出发，决定全面整合秀水的土地、
山水与文化资源，走“农旅综合开发”之路。

王伟给秀水创设了一套“秀水五股”模式，将
全村土地入股开发，经营利润按比分配。“五股”包
括———

占比 10% 的人头股，只要是秀水村民，不分
贫富老少，人人有份；

占比 30% 的土地股，每分土地不论优劣算一
股，每年分红；

占比 30% 的笑(效)益股，只有参与建设劳动
的村民才能分到，现在用于给秀水新成立的旅游
公司、农业公司和花卉绿化公司员工发工资，这
些员工九成以上为本村村民；

占比 5% 的孝亲股，65 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可
以领到 500 块钱养老金；

占比 25% 的发展股，用于集体经济的后续发
展投入，公共实施的维修、建设和公益事业。

短短 8 个月，秀水村逐渐被改造成一个融生
态农业、特色旅游、餐饮商贸等为一体的城郊休
闲旅游基地，内设数十项旅游项目。2016 年春节，
景区开业，秀水遭遇史上首次严重堵车，接待游
客 40 万人次以上，营业收入超过 120 万元。

“我亲身感受到，秀水最大的改变是村民思想
观念的变化。”被王伟从公司派到秀水常驻，负责
这一项目的张著宇说。

张著宇记得刚来秀水搞扶贫开发时，送给村
民一些桂花树，让他们种在自家门口，有人种完之
后跑来找他要种树的工钱。还有一回，送给村民一
些油和米，结果有两家人把东西搬回家后，回来讨
搬运费。“这种事叫人心里发酸，当然，这是个别现
象，但它反映了一些贫困地区，穷就穷在志气上。
所以我们说扶贫先要扶志和智。” (下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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