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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有的“创二代”一样，郑珺月也需要面对强大的父
母，但这并没有让她无所适从。而且，面对今天与父辈时代
已经不同的商业格局，这些年轻的“继承者”正携带新的活
力与商业模式，为传统行业注入新鲜血液。

在成都世外桃源酒店、世外桃源广场走上正轨之后，郑
珺月又接下了新任务：一是肩负家族在成都所有项目的担
子；二是全面接手百年老字号“七一酱园”走出新疆的重任。

公开资料显示，“七一酱园”是新疆为数不多的中华老
字号之一，源自“吉美丰”酱油坊和“义兴泰”醋作坊，已有
上百年悠久历史。早在1999年，郑珺月的母亲便出手成功
改制七一酱园总厂，但这个老字号长期处于西部一隅，市
场主要集中在新疆。

“这么多年七一酱园在新疆发展，其实也做得挺好，但
我并不满足。”郑珺月说，“七一酱园”酱油、食醋等系列调
味品的原材料全部产自新疆，酿造基地也设在新疆，保证
了其高品质。“我非常看好这个中华老字号，它完全可以走
出新疆，在全国市场占有重要一席。”

郑珺月的眼光不无道理，调味品细分市场还有很大发展
空间。最近五年，中国调味品市场复合增长率超过18%，即使
在2015年食品饮料行业增长普遍下滑至个位数的情况下，调
味品市场依然保持了10%以上的高速增长。

郑珺月成立了七一酱园成都分公司，准备从调味品重
镇成都出发并逐步走向全国。目前，尚未大规模推广的“七
一酱园”系列调味品已经进入部分商场超市，开始攻占成
都人挑剔的味蕾。

比起相对传统的父母辈，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嗅觉更
加敏锐，视野更加开阔，对各种创新的商业模式、互联网营
销手段的敏感度更高，运用也得心应手。据介绍，“七一酱
园”的推广模式也将有别于以往的传统“打法”，比如将更
多利用互联网运作。

在郑珺月这样年轻的“企二代”一步步上位的时候，许
多企业创始人正在渐渐老去。对于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来
说，创始人将企业交到血脉相承的子女手中，再辅以父辈
老臣，仍是最为普遍的现象。

曾经的亿万富豪郑大清正渐渐远离家族企业的中心，他
其实还不到60岁，但已经开始向第二代交棒，包括郑珺月和
她的哥哥。郑大清自己则去重拾年轻时的爱好，比如他热衷
于各种发明创造，其中一项“森林城市花园”的发明专利将在
成都落地；再比如他长期热心的公益慈善事业，郑大清在四
川、甘肃等地捐建的公路桥梁目前已达99座之多。

而他的女儿郑珺月，正由一名“继承者”向一名合格的
“创二代”一步步努力。

郑珺月在家族的五星级酒店里，不太像个老板，倒更像个邻家女孩。办公桌有一只老虎艺术摆件，椅子上放着一个卡通老虎靠垫。1986年出生的
她属虎，年轻得让人羡慕，长着一张爱笑的娃娃脸。

她是一名“创二代”。父亲郑大清，四川仪陇人，新疆天地集团董事长，各种富豪榜上的常客，不过他更令人尊敬的是慈善事业，早在10年前，郑大
清在社会公益事业及教育上的捐赠已达2.07亿元，排名胡润2006中国慈善家榜第38位，成为川籍企业家中的“最慷慨”者。

她的母亲赵小红，同样大名鼎鼎，新疆七一酱园集团董事长，拥有中华老字号“七一酱园”，集团产业涉足酿造、商业、房地产、旅游、金融投资等。
在父母的光环之下，郑珺月不可能像普通女孩那样简单地工作、生活。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她先是回到新疆，在家族企业历练了3年，然后重返成

都，出任世外桃源酒店总经理。这座投资16亿元的豪华五星级酒店，只是其家族分布全国各地的产业之一。
她终将成为家族产业的一名“继承者”。

天地集团的成都二代创业者

世外桃源酒店郑珺月：
父亲捐数亿上慈善榜
她却到酒店低调打工
如今一手打理五星级酒店，一手接过百年老字号走出新疆的重任

成都商报：在父辈第一代创业者的基础上，“创二代”
是否要容易一些？

郑珺月：应该是这样。像我就比大多数创业者幸运，因
为不必再经历白手起家的艰难打拼，而且从小有父母作为
商业启蒙老师，这比自己完全从0开始要好得多。我从小
就接管家庭财务，父母可以说用心良苦。当然，最终还是要
靠自己努力，现实中也确实有失败的第二代。

成都商报：父母都是著名企业家，是否会感觉压力很
大？他们把企业传承到子女手中，是否会感受到责任重大？

郑珺月：父母的光芒有时候让我个人觉得压力挺大
的，但更多的还是责任吧。比如整个家族企业光员工就有
7000多名，他们跟着我们，企业发展得好，他们才能更好，
想想责任就挺大的。

成都商报：现在一些知名企业出现了第二代不愿接
班，创始人不得不考虑职业经理人的情况，你如何看待第
二代接班与职业经理人？

郑珺月：对于大多数企业家来说，最希望看到的还是将企业
交接到子女手中，只有当子女不愿意接手时，再考虑寻找职业经
理人。我很喜欢从事的工作，从没想过要放弃这份事业。

成都商报：父辈那个年代的创业精神，对今天的你有
什么影响？

郑珺月：父亲早年也曾遭受重大失败，几乎破产。记得
那是一年冬天的晚上，他甚至在铁轨边坐了整整一夜，顶
着大雪，上半夜还想寻死，但下半夜又开始重新计划人生。
我不知道如果自己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考虑，但我认为
人生难免会遇到低谷，你能承受多少挫折，决定你能走多
远。 成都商报记者 李伟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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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珺月在新疆出生、长大，但她并非
含着金汤匙出生，而是从小见证了父母创
业走过的艰辛历程，也亲眼目睹了他们的
成功。

1985年，父亲郑大清离开四川老家前
往新疆闯荡，从建筑小工做到包工头，早
期一直艰难打拼。在郑珺月童年的记忆
中，一间 68 平方米的房子最多时住了 20
多人，每天晚上都要打地铺。为了节约每
一分钱，父母从老家带出来的兄弟姐妹都
挤在一起生活。

后来父亲成立了公司，生意越做越
大，生活条件渐渐好转，但郑珺月过得仍
和普通人家的孩子没太大区别。由于父母
忙于生意，每天早出晚归，从小郑珺月就
学会了独立。她至今记得父亲常说的一句
话：“没时间管你，你自己搞定！”

父亲“不管她”到了什么程度？郑珺月
说，上初中时有一天父亲突然心血来潮要
去接她放学，结果自己等到天黑都没等
到她。原来，父亲到小学去接她了，他已经
忘了女儿早已经小学毕业。

与许多“创二代”一样，家族传承的压
力让郑珺月从小就有体会：小学起父亲就
让她接管家庭开支，每一笔账都务必清清
楚楚，年底还要召开“家庭年终总结会”；
在她7、8岁的时候，就经常被父亲带进公
司，坐在一边旁听公司开会；在10几岁的
时候，她就被要求在公司年终大会上发言
……

但郑珺月并不算“乖乖女”。她说自己
小时候相当顽皮，还有过多次逃课经历；
学习也不算优秀，中上水平，看了很多乱
七八糟的书。好在她足够聪明，高中还跳
了一级，只读了两年就考取了四川大学，
这让父亲在朋友面前颇有些得意，“你们
看我女儿，逃课也能学习好。”

大学时期的郑珺月早已衣食无忧，但
几乎没有同学知道她的身份。从大三起，
她就开始外出打工，父亲对她的要求远比
普通人家的孩子苛刻：去五星级酒店应
聘，找三家不同的酒店，每家待满半年，从
最基层干起，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管理岗
位，才有资格回家里的酒店上班。

带着父母骨子里的商业基因，年轻的“继承者”郑珺月
还未走出校园就踏入了职场。她先后应聘进入香格里拉、洲
际、索菲特等成都酒店，并分别在三家酒店打工半年。

回忆起当年的打工经历，郑珺月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次应聘就要求有工作经验，我还在上学哪有什么
工作经验？我就硬着头皮去面试。好在家里有酒店，我
从小就见过，面试的问题都回答得挺好，就顺利过关。”

不过打工经历比想像中更辛苦，早上5点半要到工作
岗位，郑珺月只好凌晨4点就起床；穿上高跟鞋一站就是
一整天……在基层岗位，她学到了很多东西，并通过自己
的努力，顺利升到管理岗位，达到了父亲最基本的要求。

打工生涯结束后，郑珺月回到乌鲁木齐休假，到自家
的东方王朝酒店住了一周，很快发现酒店存在的不足，于
是她决定待一个月看看。“那一个月我没有出酒店，每天都
在酒店里转圈，还要翻看历年来的入住率、财务数据。”

一个月后，郑珺月拿出了一套酒店的整改方案，并
一项一项与分管负责人沟通。在国际五星级酒店打工
的眼界和视野让大家刮目相看，方案获得了肯定和认
可，并根据她的提议着手大力整改。

一个月结束，郑珺月没有离开东方王朝酒店，直到
半年后她也还是没有离开。虽然她当时并不是酒店的
管理者，父亲也从来没任命她，但员工们已经高度认可
了她。自然而然，她开始接手管理东方王朝酒店，第二
年酒店营业额大幅增长了30%。

郑珺月负责管理乌鲁木齐东方王朝酒店有3年时
间，直到接受更重大的任务——成都，家族全新筹备的
五星级豪华酒店在等待她。

2014年8月3日，中国第一家汉唐文化主题酒店成
都世外桃源酒店盛大开业，并请来明星范冰冰助阵。但
开业前一天突发意外，因相关负责人缺乏经验，导致只
明确了明星出场，却没有落实出场后的系列细节。

紧急救场的郑珺月亲自与经纪人重启谈判，最终敲
定所有细节，一直忙到当天凌晨4点才全部搞定。最终开
业庆典有惊无险，圆满成功。而今天的世外桃源酒店也不
负重望，开业不满两年，在豪华酒店竞争激烈的成都已经
声名鹊起，入住率远超预期，吸引了大量回头客。今年4
月，酒店还成功加入了著名的金钥匙国际联盟。

此外，世外桃源广场的甲级写字楼入住率也高达
93%，创造了成都写字楼的一个奇迹，并吸引了包括京
东在内的知名企业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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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管与不管
7、8岁被父亲带进公司“旁听”，
念书却靠自己

C

读书时就开始打工，从职场新人到商界精英

她的闯荡与成绩

二代的传承与创新
接下新任务，为家族企业注入新鲜血液

人物
对话 成功的父亲也曾遭受重大失败

“你能承受多少挫折，决定你能走多远”

摄影 张士博

根据大型国有企业公车改革的需要，接受委托，本公司定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下午 2：00 点，对以
下二手汽车依法在成都市锦晖西一街 99号布鲁明顿广场 1栋 2单元 2 楼北京产权交易所交易厅【地
铁一号线 A出口附近】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名称：二手汽车 47 辆【主要车型为中华、帕萨特、东风风行等（车
辆清单及《评估报告》在本公司备索）。 参考价 1-8 万元 / 辆；保证金 2 万元
/ 辆（含过户保证金 1 万元 / 辆）】。

二、 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2017年 1月 14-16日在成都市青羊区经四路 58 号成飞集团设备公司
汽修工段院内停车场现场集中展示看车。

三、竞买登记手续的办理：竞买人应于 2017年 1 月 16 日 16:00 前（以到账为准）将保证金交至本
公司账户并凭有效证件及保证金收据到本公司办理竞买报名手续。

四、特别说明：本次拍卖是以车辆现状进行拍卖，买受人须在成交后 5 日内自行自费办理标的物过
户手续；拍卖成交后涉及车辆安全责任事故等全部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拍卖公司地址：成都市太升北路 11号鹏宇大厦 A座 6楼 四川省工商监督电话：028-86523456
������联系电话：028-86938801���13882062994����13438247772���18982295339
�����������������������������������������������������������������������������四川公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 12月 27日

二手汽车拍卖公告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便民服务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收空调厨具桌椅13880031839

律师服务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 事
●成都市青白江区九杏大药房开
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10057906�
901)， 机构信用代码证 （代码：
G7051011305790690R）遗失作废
●彭爱军身份证（512929196909�
295316）于2016年12月23日遗失，
声明作废。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张广成：你自2016年4月18日起
未到我单位上班，我单位多次通
过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你到岗
工作，并于2016年9月和11月两
次登报公告，要求你回单位上班
，但你仍未回单位上班。至今，
你无故旷工长达7个月，严重违
反单位规章制度。依据《劳动合

同法》第39条及《成都市城乡房
产管理局编外聘用人员暂行管理
办法》第16条的规定，我单位决
定即日起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
请你于2016年12月31日前到我单
位办理离职手续，逾期将按相关
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成都市公共住房管理中心
2016年12月26日

酒楼·茶楼转让
●地铁口旺铺转让18160036176

店 铺
●转金沙旁800平米营业中旺铺
13882241299

厂房租售
●厂房租售，首付三成，可办双
证，购即分割028-84944666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龙潭经济城办公室322平厂房

2000平及宿舍出租84209166

招 商
●租运动拓展场地13348937994

●有项目寻合作13551198928

世外桃源酒店总经理 郑珺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