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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自己设定
失败三次，
钱烧完了再回去
成都商报记者深度专访
奥运跳水冠军胡佳的创业历程

成都商报：做公司和做跳水运动
员，哪一个更困难？

胡佳：创业以后，每天有各种问题
迎面而来，公司人员问题，税收、财务、
亏损问题，你必须要做好亏损准备。和
做跳水运动员相比，相似的是你做事情
都需要做到极致。跳水是精益求精的一
件事，从细节做起。每个动作、每个周
期、每天的训练计划，以及整个周期的
状态，都要从细节做起，做好万全的准
备。

我 5 岁半练习跳水，一直到退役，
都依然延续着一种跳水的精神，一种奥
林匹克的精神，执着，勇敢，果断的判
断。我最庆幸的是，自己曾是全世界最
优秀团队的成员之一，因为有了优良的
传统，养成了良好的习惯。有了这些习
惯，才能走向独立。我在公司管理中，会
想起以前领队、教练怎么带好这个团
队。做企业，和以前一致的地方，其实就
是一步一个脚印把根基扎好。

成都商报：公司遭遇过生存危机

吗？
胡佳：公司成立第二年，遭遇过一

次最大的危机。当时盈利特别快，于是
就盲目投放，差一点资金链断掉，现金
流快没了。于是做了第一笔融资。这使
我得出一个教训，千万不能走入困境才
融资，一定要在企业蒸蒸日上时融资。
曾经差一点走到失败的边缘，那种感觉
不好过，这使我之后的风险意识更强
了。一个企业有多少次死亡复活的机
会？不要让自己成为先烈。

成都商报：创业六年很辛苦，这种
辛苦和做运动员的辛苦有何不同？

胡佳：没有苦。只要自己感兴趣，想
要投入的时候，什么都不苦。如果不感
兴趣，怎么都是苦。如果我认为跳水苦，
怎么可能坚持下去。因为有困难，解决
困难，才有满足感，有一种战胜的感觉。
天天面临这种问题，形成习惯，就会逐
渐形成大目标。我最热爱的就是投入，
现在我天天都很兴奋，每天都和打了鸡
血一样。我最忙的时候，一年有 200 多

天在市场一线，尝试过一天跑三个省、
一周飞七八个地方。

成都商报：那你觉得创业算是成功
了吗？公司未来会考虑上市吗？

胡佳：现在不算成功，我对成功定
义不一样。真正的成功不是赚多少钱，
而是真正让企业发展到成熟、稳定的状
态，有抗风险的能力，有透明健全的管
理体系，有成熟的企业文化。我们度过
了死亡期，走到了现在，有一个发展方
向，还算幸运。

不要盲目谈上市，企业健康才是最
重要，上市公司对企业信用和抗风险能
力要求会很高，必须要一步一个脚印把
基础打好了。很多人都期待宁泽涛、刘
翔成功，但不成功就有人骂他们。我们
做企业，希望有更大的发展，但并不想
被人过度关注。我只是希望发挥余热，
把这个利国利民利后代的事做好，将来
做强做大以后，有人提起会说这个企业
的创始人曾经是奥运冠军，跨行业做了
这样的事。

胡佳 1983年出生于湖北武汉，2000
年8月获得悉尼奥运会双人、单人10
米台银牌；2004年8月夺得雅典奥运
会男子10米台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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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黑色的运动POLO衫，
上面印着CCTV-5的标识，这身
运动装，或许是2004年雅典奥运
会男子10米跳台冠军胡佳如今
和奥运会最直接的联系。而那件
衣服，还是胡佳4年前担任央视
伦敦奥运跳水比赛的嘉宾时穿
的。如今他早已经有了一个新身
份——一家节能与电力企业的
创始人和董事长。

33岁的胡总很忙，甚至连里
约奥运会开幕式都没看。8月10
日一天，他在佛山、广州、东莞之
间马不停蹄地拜访客户谈合作。
这样的打仗状态让胡佳依稀回
到了当运动员的生涯，“既兴奋
又充实。”

胡佳卸下奥运冠军的光环
之后，硬生生让自己成了一个节
能与电力领域的专业人士，亲自
抓市场、战略和融资。这个生性
好强又爱冒险的奥运冠军，如今
却希望淡化冠军光环，“他曾经
是一个跳水人，加在后面就好。”

创业六年来，胡佳第一次毫
无保留地向成都商报记者讲述
自己的转型之路。他不认为自己
已经成功了，他说不是赚到多少
钱才算成功，真正做实事，才是
他努力的方向。

成都商报：作为曾经的跳水奥运冠
军，为何选择进入完全陌生的节能与电
力领域创业？

胡佳：我退役不是在一个完美的情
况下画的句号，既没有参加北京奥运会，
也没有参加全运会。刚退役时很迷茫，没
有安全感和方向感，有两个月，我除了吃
饭完全不出房门。那时身体伤病严重，腰
椎间盘三节突出，眼睛视网膜脱落，韧带
拉断一半，身体没有办法承受超大运动
量。当时我耿耿于怀，一直认为自己是一
个失败者。做运动员你会一直都有目标，
当时却不知道目标在哪里。

机缘巧合，我作为人民大学的访问
学者在中山大学进修，有公司邀请我去
做励志演讲。第一次演讲是去上海一家

公司，当时心里没底，写了3万多字。朋友
告诉我需要做一份PPT，我才第一次学
如何做PPT、做表格、做对比分析图。那
时中大开了一个私募股权的课程，一个
老师推荐我去听，说你需要学习如何待
人接物，学会沟通社交，也要学会学习。
那个课程请来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是
我来负责接待的。而以前做运动员，并不
需要服务别人。

成都商报：那又是怎样走进节能领
域的？

胡佳：私募股权班有76个同学，基
本都是各个公司高管或老板，我当时担
任班里的副秘书长，有很多机会去看各
种企业和项目。有一个同学在做一个收
购LED照明企业的项目，我也参与了。

2008 年正好是哥本哈根会议召开，节
能减排、低碳生活成为一种趋势，就认
为这个行业有很大发展前景。

成都商报：创业是一件冒风险的事
情，家人表示过担心吗？

胡佳：父母当时真的劝过，为什么
不当一个教练或者行政人员，老老实实
工作就好了。我说我不是一个安于现状
的人，如果要走一条最保险的路，当初
就不应该去练跳水，冠军只有一个，但
我成功了，这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决
定创业的时候，我算了一笔账，自己有
多少积蓄多少房产，给家庭画了一条保
底的红线，红线之外就留给自己去尝试
投资。我给自己设定失败三次，钱烧完
了再回去。但现在，我还没有回去。

我给自己设定失败三次，钱烧完了再回去。
但现在，我还没有回去”抉择

决定创业的时候，我算了
一笔账，自己有多少积蓄
多少房产，给家庭画了一
条保底的红线，红线之外
就留给自己去尝试投资。
我给自己设定失败三次，
钱烧完了再回去。但现在，
我还没有回去。

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而且行动力
很强，一边尝试一边自我修正。我
如果觉得一个事情可行，会去查找
海量的资料，来支持我的观点。如
果观点不对，我会修正而不是放
弃。总之就是运动员养成的习惯，
如果方向对了，有条件要上，没有
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我最庆幸的是，自己曾
是全世界最优秀团队
的成员之一，因为有了
优良的传统，养成了良
好的习惯。有了这些习
惯，才能走向独立。

别人或许会给你贴一个标签，他是奥运冠
军，可能这个领域就不专业”跨界

成都商报：创业相当于从头开始，
你是怎么做准备的？

胡佳：第一年真是一点一点学习。我
们做了半年市场调研，把市场目标群体
的容量、分类、偏好全部摸清，做好客户
分类、行业分类、信用级别分类、规模分
类。我像一块海绵一样去学习，管理好每
天海量的信息。对我影响很大的，是公司
的第二个项目。当时参加一个知名地产
公司的活动，那家公司老总在边上，我鼓
起勇气说想向你请教请教。你头上有一
顶冠军的光环，确实更容易拉近和别人
的距离，也会多一个机会。听我说完想要
合作的意愿，那位老总就找来了物业管
理公司的负责人和我对接。这个项目顺
利推进，到现在5年期的合同都执行完
了。后来我问这位负责人，当时自己的
公司很小，为什么会给我这个合作的机
会。我得到的答案是一个半理由：首先
他们认可这个项目的商业模式，剩下半
个就是我头顶这个冠军的光环。

成都商报：谈成项目的感觉，和拿
到冠军是一样的吗？

胡佳：不一样。当时还没有成为一
名专业人士，内心惶恐。经营一个公司，
涉及的事情是方方面面的，要有技术人
才储备，要有懂电子元器件的、懂暖通
的、懂自动化控制的、懂余热利用燃烧
技术的、懂能源的、懂金融的。我是一个
很严谨的人，而且行动力很强，一边尝
试一边自我修正。我如果觉得一个事情
可行，会去查找海量的资料，来支持我
的观点。如果观点不对，我会修正而不
是放弃。总之是运动员养成的习惯，如
果方向对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
造条件也要上。

成都商报：作为奥运冠军，创业时
遇到的挑战和问题是什么？

胡佳：冠军的光环是一件挺矛盾的
事。我现在出去谈项目，不会介绍自己是
谁。我们有一个项目做路演，我带了团队
去做项目推荐，我负责主讲，一点一滴地

论证和阐述，最终拿到项目。后来和那个
公司的人吃饭，有人才介绍我是奥运冠
军，对方非常惊讶，因为觉得我讲的东西
很专业。如果先说自己是奥运冠军，别人
或许会给你贴一个标签，他是奥运冠军，
可能这个领域就不专业。

成都商报：要让自己变得专业，你
做了什么努力？

胡佳：我现在能够对这个市场了如
指掌，都是我跑市场锻炼出来的，琢磨
出来的。第一年公司有17个合同，都是
我牵头搞出来的。所有的合同，都是对
着国家的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和法
务一条条对出来。我们参考国外的模
式，找到国外的合作伙伴，做各种金融
模型的版本。要让商业模式更清晰，就
要思考如何证券化，还要了解什么是风
险。我现在在公司管市场、管战略、管融
资。我希望自己被认可，是一名专业的
能源服务业从业人员，可以最后加一
句，他以前是一个跳水人。

盈利后盲目投放，差一点资金链断掉，千万
不能走入困境才融资”危机

全球首颗量子卫星命名“墨子号”

记者 15 日从中科院获悉，我国即将发射的全球
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被命名为“墨子号”。

“关于这颗卫星的命名，我们考虑了好久。”量子
科学实验卫星首席科学家潘建伟院士说，最终命名为
墨子，缘起于已故著名教育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老
教授钱临照。钱临照早年对墨家经典著作《墨经》有过
深入研究，发现其中有不少与现代科学知识相通的记
载，比如墨子在《墨经》中提出的“光学八条”。

“墨家逻辑是全球三大古老逻辑体系之一，而逻
辑体系是科学的基础。”潘建伟说，墨子在两千多年前
就发现了光线沿直线传播，并设计了小孔成像实验，
奠定了光通信、量子通信的基础。

据了解，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将在国际首次开展星
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空间尺度的量子隐形传态等多
项实验。目前量子卫星发射前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
成。 据新华社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赵倩
广州报道

7月份以来的罕见强降雨致长江中下游地区汛情
告急，除造成人员财产损失外，也淹死、冲走大量畜
禽。公开信息显示，安徽死亡或冲走生猪约8万头、家
禽1200余万只；湖北因灾死亡猪超8万头，禽类逾360
万只；江西死亡家禽520余万只。一个多月过去了，这
些死亡畜禽去哪了？会否“上餐桌”？

一部分仍泡在水中 一部分被冲走“下落不明”

相比一个多月前，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征村乡白
沙村陈本益家猪栏里的猪少了很多。7月初，白沙村遭
遇洪水袭击，他家的养猪场被淹。虽然从洪水中抢救
出160多头猪，但仍有239头生猪被淹死。

安徽省农委的统计显示，截至7月底，当地死亡
或冲走生猪约8万头、家禽超过1200万只。在江西省，
也有约7000头生猪、520余万只家禽因灾死亡。

记者在洪灾重点地区采访发现，目前部分畜禽仍
浸泡水中，另有相当一部分畜禽被水冲走不知所踪。在
宣城市，当地农委副主任洪旭初介绍，全市有超过500
万只家禽死亡或被冲走，其中一部分家禽不知去向。

无害化处理有明文规定 实际“丢的丢、埋的埋”

记者调查发现，受灾各地对打捞、搜救出来的死
亡畜禽的处理都作出明确规定。以安徽为例，对砸死、
淹死、病死及死因不明畜禽，要采取“四不准一处理”
的处置措施，即不准宰杀、不准食用、不准出售、不准
转运，对死亡畜禽必须按规范进行无害化处理。

但记者调查发现也存在未严格按照流程操作的
情况。“洪水来得太猛，我家约有2000只鸭子被淹死
了。”安庆市一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说，当时由
于忙不过来，这些鸭子最后丢的丢、埋的埋，还有的装
袋丢到垃圾车上，送去焚烧发电用了。

一些畜牧部门干部道出了养殖户未进行无害化
处理的“缘由”。一头猪几百斤重，死了之后要深埋，养
殖户不仅要请人搬运，还要雇人、雇设备挖坑，费时费
事不说，还要花不少钱，所以不如直接丢掉。

既要保“餐桌安全”也要帮养殖户减损复产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死亡畜禽“上餐桌”。安徽食药
监部门一负责人认为，目前存在的食品安全风险一是死
亡畜禽直接被打捞宰杀，逃避监管流入餐桌；二是流入
肉制品加工生产环节。安徽、江西等地都下发了紧急通
知，严防死亡畜禽流入市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受访人士表示，在灾后，除要管控好死亡畜禽，有
关部门还需帮助养殖户做好灾后恢复生产、尽快发放
畜禽无害化处理补助、拓宽农业保险覆盖面等工作，
减少受灾养殖户的损失。

养殖户反映，对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国家会给予
80元／头的补助，但申请手续繁琐，资金迟迟不能到
位，他们普遍面临“有政策难享受”的困境。据新华社

南方水灾死亡畜禽调查：

“洪水猪”去哪了？

7月16日，广东惠州一养殖户在解救被困的猪

海南695家机关事业单位完成养
老保险登记缴费

告别免缴时代
记者从海南省社保局获悉，自8月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启动征缴以来，截至8月10日已有695家机
关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登记缴费，这意味着海南省机
关事业单位被纳入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制度，正式告别
养老保险免缴时代。

2016年7月，海南省委组织部、海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联合下发《关于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待遇发放及保险费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
确定了海南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时间
表，要求在今年8月前完成机关和参公管理单位的参
保登记和缴费。截至8月10日，海南全省有695家机关
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登记缴费，其中省直机关和参公
单位已有106家单位登记缴费。

根据通知，海南省在8月20日前，还将把已退休人
员的基本信息全部移交至社保经办机构，并于8月31
日前完成在编在职人员2016年8月的养老保险费以及
职业年金的征缴，以后正常按月征缴。同时从9月开始
统一核发机关、参公管理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据了解，目前海南省共有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20
余万人，改革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变为单位和个人缴
费、财政承担养老保险基金的兜底责任的多渠道筹
资，形成单位、个人、政府共担的新机制，和企业单位
人员一样实行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同样的待遇
确定和调整机制，按照缴费年限和缴费的工资来计算
待遇，实现了规则公平、制度公平。 据新华社

6年艰辛创业，如今的胡佳已是一家节能与电力企业的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