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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开新图强的新起点，千年绸
都——南充正处处春潮涌动，一幅加
紧发展、加快发展的波澜壮阔画卷徐
徐展开。

为支持南充市“155”发展战略构
想，恒丰银行南充分行表示，未来 5
年，分行将根据相关情况，适时投放
信贷资金，重点倾向“5大千亿产业集
群”和“五大板块工程”涉及的企业和
项目，助推南充“成渝第二城”建设。

■集中资源 保障重大项目建设
今年 8 月，南充市提出“155”发

展战略构想，以建设“成渝第二城”为
总体目标。

“‘155发展战略’是南充的发展
蓝图，也是一场连续的投资盛宴。”恒
丰银行南充分行相关负责人称，作为
率先入住南充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全力支持党委政府决策及当地经济
社会民生建设是银行的责任和义务，

也是银行业务拓展的重大机遇。
该负责人称，恒丰银行南充分行

先后召开多次专题会议，研究‘155发
展战略’，梳理“5大千亿产业集群”和

“五大板块工程”涉及的企业和项目，
决定集中资源，适时加大投放，将信
贷资源向重点项目倾斜，全方位保障
支持南充市重大项目建设。
■为5大千亿产业集群提供资金

今年9月底，恒丰银行南充分行

首笔有关“5大千亿产业集群”近千万
元的企业信贷资金投放到位。

康达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
是国家经贸委定点的“北有增压、南
有中冷”的国家汽车零部件重点企
业。今年 9 月，由于康达经营规模拓
展，急需流动资金。恒丰银行南充分
行急康达之所急，立即组织团队跟进
服务。

“恒丰银行的效率高，从我们申

请到授信批准，前后只花了不到 20
天。”康达集团一位负责人表示，恒丰
银行南充分行近千万元的信贷资金，
解了企业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后的燃
眉之急。

康达集团只是恒丰银行南充分
行服务“五大千亿产业集群”企业的
一个缩影。该分行负责人表示，申请
方的综合条件达到相关授信要求，将
予以重点支持。

鑫达30万吨高分子复合材料生
产研发项目，是2016年四川省100个
省级重点支持项目之一，也是南充石

化产业和汽车配套产业集群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12月初，恒丰银行南充
分行在与鑫达企业集团对接中得知，
该公司亟需资金铺底流动资金，用于
购买原材料、备品备件等经营支出。

“鑫达申请综合授信的额度为5
亿元，已经完成相关评估工作，目前已
上报省分行审批流程中。”恒丰银行南
充分行负责人告诉记者，未来5年，分
行将重点倾向“5大千亿产业集群”和

“五大板块工程”涉及的企业和项目，
给力南充实体经济，深耕成渝，助推南
充“成渝第二城”建设。 （文/吕波）

为支持企业发展、大学生自主
创业，个贷中心继续提供免手续费
贷款，放款快，额度高且利率极低。
急需贷款的个人和企业可拨打电话
028-86748844，或至体育场路2号成
都银行4~7楼（天府广场旁）申请银
行贷款，就有机会享受利息低至3厘
的贷款产品，最高额度可达3000万。
■开启中国式合伙人战略

只要你想贷款，不管你有无抵
押，个贷中心都将为你获得极低利
息的银行贷款。

个贷中心聚焦西南地区中心城
市发展战略，即将陆续在昆明、贵
阳、泸州、重庆等地区建立集团分
部。个贷中心已开启中国式合伙人
的战略模式，欢迎各地区有识之士
加入，共同成长，共享未来，合作热
线 ： 028-86748844， 手 机 ：
15208318723，联系人朱军。
■免手续费 有房就可贷

只要大成都市有房，就能申请
20万元信用贷款，安置房、按揭房、
全款房、全款合同房只要有房都可
贷，无需手续费，免费办理！
■无抵押 社保公积金轻松贷

无抵押轻松办贷款，想贷款可凭
借每月工资放大60倍办理，月息最低
2.5厘；也可通过社保公积金放大贷；
还可用个人商业保单贷款，将年缴保
费放大60倍，可同时受理3张保单。
■银行贷款 利息低至3厘

个贷中心联合成都60余家商业
银行共同推出银行贷款，只要贷款
人名下有全款房、按揭房、全款车、
按揭车、营业执照、公积金、社保、保
单其中任意一样，均可办理银行贷
款；资料齐全，当天可放款。

个贷中心推出包括信用、保单
担保、动产抵押贷款、不动产抵押、
车贷等组合担保方式的多个贷款品
种。还款方式多样，贷款下来后使用
才计息，不使用无任何利息。一次办
理，可反复使用。
■车贷放款快至半小时

如果你是有车一族，急需周转资
金，也可拨打028-86748844申请汽
车贷款。资料审核完毕，最快两小时
贷到款，月息低至8厘。个贷中心还打
通各家银行通道，推出贷款新渠道：
按揭车和租赁公司的车以及装过
GPS的车都可申请汽车抵押贷款。

个贷中心续演
不收费时代

深耕成渝 恒丰银行助推南充“成渝第二城”发展

吕维凯回到家最常做的事是躲进洗手
间，坐在马桶盖上点一支烟，回忆一天的工
作，哪些没做好，哪些是难点，明天做什么。
他说，每天必须给自己一点思考的时间。

当年，才二十岁出头的他刚从学校出
来，就面临数十个厂家、2700个员工，连总
经理都有十多个，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需
要处理关系，建立信任。作为一个企业的第
二代，他也会遇到碰壁的时候——聊天不
聊核心，有经验不分享，有资源也不透露。

“富二代和创二代的差别就是认不认
真，努不努力。”他很庆幸建立起了自己的
价值观，在工作中的累积也让他越来越明
确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说，以前钱都
是父母给，对钱完全没有概念，置一身行头
可能就要十万。工作后才觉得赚钱很困难，
会在网上买几百元的衣服。他觉得家庭加
快了自己成熟的过程，从心智上成熟了，
做事更稳重了。有孩子后改变更大，责任
感重了，早教、音乐课，都会尽量陪孩子。

对于女儿，吕维凯心中有自己的规
划：“我最想她以后在国外当一个学校的
老师，每天工作压力不大，每年还有三个
月的假期，轻松一点。”接班的他原本觉
得自己此前过得太轻松，反而希望父母
当初能给他一点压力，但轮到自己孩子
时，他又矛盾起来。

既希望儿女能成龙成凤，又不想他们
太累。同样为人父的吕维凯也许终于理解
了父母的感受，“希望他们未来做自己想

做的事就够了，善良、
正直、快乐、有责任
感，如果能做到这四
点，一般也错不到哪
儿去。”

专业足球运动员经历、美国名校毕业、家族企业的接班人，虽然已经是四川港宏宏羽汽车集团的总裁，但吕
维凯仍然认为自己还处在融入公司的过渡阶段。

作为企业接班人的四年时间，吕维凯放下了自己曾经的骄傲，鼓励大家多提意见，遇到决策上有难度的时
候，也会虚心咨询比自己更有经验的人。“在我个人能力之外的事情几乎每天都有。”他说，“认清自己的不足，不会
的就问，问多了，就会了。要永远相信，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臭皮匠身上也能学到补鞋的手艺。”

四川港宏的二代创业者

宏羽汽车吕维凯：
从运动员到家族企业接班人

从管理咖啡馆做起
到不满30岁的公司总裁

1997年，机场路商圈刚刚萌芽，陈红、
吕杰便在这里打下了他们在汽车行业的根
基。作为港宏集团的领军人，他们从代理第
一个品牌日本富士重工斯巴鲁开始，将汽
车销售服务事业作为其主营业务的发展思
路。两年后，港宏获得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授
权，成为四川地区首批4S销售服务中心。

这些年，港宏先后代理过十二大汽车
品牌，建立起了成熟的以汽车整车销售、
维修、纯正配件供应及信息反馈四位一体
的4S服务体系。2014年数据显示，公司销
售汽车 39128 辆，维修汽车 284451 辆，实
现营业收入67.57亿元。

吕维凯 2012 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开
始涉足家族生意，当时，他年仅 24 岁。也
是在那一年，港宏集团正式发布“宏羽汽
车”品牌，主营斯巴鲁品牌。四年后的今
天，不到 30 岁的吕维凯已经成为宏羽公
司总裁，主要负责对接厂家、银行等金融
机构及管理公司日常运营。

“最近两个月，我经常加班到晚上九
点，基本周末都在公司。”吕维凯对成都商
报记者说，“我喜欢一个人在公司办公室，
把这段时间要做的工作理一遍，静下来思
考一遍。”因为之前是专业球员，他有踢球
打比赛的习惯，至少每周要踢一场球。但自
从到公司工作后，踢球的时间已经比较少
了，最多两三周能踢一回。

实际上，刚留学回来的那一年，吕维
凯并没有被父母安排在公司的重要位置，
而是从一个咖啡馆做起。

“当时父母对我的了解和信任很低。”
他说，自己从小踢球住校，中学出国一待就
是9年，跟父母沟通相处的时间很少。当初
毕业时，他原本可能去香港或者留在美国，
跟大多数其他家族二代一样，做金融或投
行类的工作，回来只是想顺便看看。

港宏咖啡馆总监，吕维凯现在都还记
得这个头衔。咖啡馆是当时港宏的一个创
新业务模式，跟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太多直
接联系，但有一定的汽车销售任务，所以
也涉及到汽车板块的内储、绩效、定价、优
惠方案、包装等，这些对于当时刚刚接手
的吕维凯来说都非常陌生。为了尽快进入
角色，他每天上午不到九点就到公司上
班，下午六点下班后继续留在公司，跟几
个经验比较资深的经理讨教学习。

“厂家和同事都有一点惊讶，没想到
我会这么认真。”吕维凯说，那时他让父母
看见了自己的认真和努力。

从厂家负面评价
到扭亏为盈翻番

不信任感不仅来自父母，也来自周围的
同事和客户。在吕维凯看来，回到公司后，虽
然表面上大家都对他很客气，但总能感觉到
一种隐形的白眼。“我有心理准备，大家会认
为我是特殊背景进的公司，会看不惯，不服
气，这种不认可是难免的。”

他记得，回来的第一年，第一次参加代
表公司的活动，是出国去看欧洲杯。活动虽然
主要是看球，但中间会跟业务同行进行交流。
活动结束后，厂家跟分管品牌的副总裁打了
个电话，说得很直白：“你们怎么让完全不懂
业务的人来参加厂家的活动呢？”

“我记得很清楚，但我没有生气。”吕维
凯说，“因为我很明白，自己在业务能力上确
实缺乏。”这些不信任帮他设定了目标，帮助
他往前走。

2012年前后，港宏的斯巴鲁品牌业务遇
到了困难，面临亏损，厂家的负面评价也出
现了。此前，品牌的经营管理都是职业经理
人来完成，为了挽回损失，厂家认为只有让
投资人自己的代表来做，才能对这段事业更
加重视。要么取消授权，要么让吕维凯来做。
在自己父母都没有开口的情况下，他被推上
了宏羽副总裁的位置。

在吕维凯参与管理的第二年，团队惊
人地完成了大翻身——从亏损到盈利 700
万，第三年则利润翻倍。“一次事情做好
了，别人不一定马上就信任你，要一件一
件 持 续 把 事 情 做 好 ，才 能 延 续 这 种 信
任。”吕维凯说。

吕维凯坦言，刚开始接手工作的时候，
自己的姿态确实放得比较高，调整这种状
态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为此他时刻提醒
自己保持谦逊和学习的态度。现在，吕维凯
喜欢大家给他提意见，乐于咨询比自己更
有经验的前辈。

吕维凯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成都汽车市
场现在竞争比较激烈，全国性的上市公司都
有在成都设点，一些职业经理人收入存在差
距，面临高薪挖人时难免有离开的想法。“人
才一定要珍惜，一个培养了十年的人，因为
工资离开了公司非常可惜。但我们不可能一
味地跟全国性的上市企业比待遇。”为此，他
便向一位行内资深人士徐师父求教。

“老板的关怀很重要。”徐师父说，大家
愿意留下，一部分是考虑工资待遇，另一个
很重要的方面是公司是不是尊重他，老板是
不是重视他。吕维凯一共参加了三届车展，
是唯一每届 30 天都在现场的投资人代表。

“我们的员工都在加班，我不能不辛苦。”

从英语基础为零
到发奋考上美国大学

在吕维凯看来，父母对自己一直没有什
么高要求，和不少家族企业的父辈一样，他
们对子女最大的期望就是健康，不惹事就
行。甚至回到成都后，父母也没有给他任何
定位或者特别的规划。“家族产业是做还是
不做？到底能不能做？”吕维凯说，自己当时
也没有清晰的规划和思路。

“没有要求其实更难受。”他觉得在这样
优越的环境下，对自己没有要求意味着没有
追求的目标和动力，“不需要再奋斗，人生就
废了”。吕维凯反而希望父母当初对他更严
格，要求更高，教他更多的东西。“如果他们
一开始就规划我回来接班，那么我在过去几
年留学中就会有所准备，有针对性和目标性
地去累积，更有动力去学习。”

去美国留学当初也是父母和家人的决
定。吕维凯记得，那是球队一周一天的休息
日，他刚回到家里，就看到一家人都坐在一
起，还以为是家庭聚会。母亲把他拉到身边
坐着，问他愿不愿意去美国玩几天。“当时也
没说是读书，就说老妈陪你去旅游，看喜不
喜欢。”结果到了美国才知道是让自己去读
书。母亲把吕维凯放在寄宿学校，就把他

“丢”在那里了，十多天没接儿子的电话。
原本一心踢球的吕维凯耽误了文化课

的学习，留学后直到高二的成绩都非常差。
“一开始我学业脱轨，英语基础也是零，完全
听不懂。”他还记得，第一个星期老师问他为
什么不做作业，他请一位中国学生翻译后才
知道，因为他根本没听懂老师在布置作业，
以为没有作业。

初到美国的那段时间是吕维凯觉得最
困难的一段经历，各方面完全不适应，“上课
十分钟后就想起来了，45 分钟根本坐不下
来。”但他却在那里获得了学习的意义。

芝加哥森林湖中学和南加州大学，都是
学费比较高的私立学校，在这里读书的包括
美国本土的富二代、三代甚至四代。但他看
到图书馆外每天晚上都停满了自行车，很多
学生在复习功课，让吕维凯非常震惊。“其中
有一个学生是麦当劳家族的二代，但他学习
起来比谁都认真积极。”

吕维凯的妹妹和表哥也是学习尖子生，
一个读耶鲁大学，一个读芝加哥大学。“父母
常有意无意地说我为啥不行，我很不服气。”
他说，从此他开始努力学习，最后考上了一个
较好的学校。“现在看来，如果哪天我混出个
名堂，一定是我母亲成就了我，救了我。”

“我觉得我既然回来，在这个位置上，就
应该对自己有更大的要求。”吕维凯这样说。

从守好家族产业的目标
到做百年老店的梦想

在大多数人看来，作为家族二代，
他们家境优越，应该什么都不愁，但在
吕维凯看来，并非完全如此。

因为喜欢足球，吕维凯7岁就进入
球队，但优越的家境并没有给他带来太
多好处，反而时常遭受冷言冷语，质疑
他走后门。“在球队里，比的始终是谁有
能力，你跟谁关系好都没用。”吕维凯
说，训练不可能在短暂时间有很大提
高，必须每周练习，逐步积累，从那时他
就明白，凡事不能总期望别人帮忙，最
终得靠自己。

上一辈创造家族产业，反而对吕维
凯有着不小的压力。“一个普通人创业可
以借钱，但一个二代若继承家族产业，如
果输了就是整个家业，一败涂地。”他认
为，家族的二代输不起，必须要干好，这
个压力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的。

吕维凯也想过，像有些二代一样，
家族给一笔启动资金，他和朋友做一些
喜欢和热爱的行业，这样家长的监管少
一些，自己自由度高一些。“我现在依然
有这种想法。”他说，“但是我分得很开，
主要把家族主业做好，空余时间和精力
再去选择喜欢的行业进行投资。”

他认为，自己能接班，说明了父母
对自己的信任。“身边也有同样情况的
朋友，却没能接班，这是压力也是动力。
我作为家里的儿子，到了应该参与家族
事业的时候，不可能因为辛苦就不管。”

现在 4S 店市场竞争很激烈，增速
在减慢。吕维凯希望围绕汽车板块继续
做踏实，把相关延伸业务做好。今年开
始，公司正在做上海通用车工坊的售后
连锁项目以及上海通用德科的配件代
理销售项目。“这两个项目上海通用全
权授权交给我们来做，所以我想抓住目
前还是独家的这个机会，尽快把这部分
业务展开，规模覆盖。”

吕维凯介绍说，中国汽车 4S 服务
起步比较晚，销售汽车都是年轻人，而
在美国，他们大都是家族产业，销售顾
问甚至是五六十岁的人。“中国买车的
人对销售信任度不高，因为流动大，而
美国一个销售卖出去的车，可能是爷爷
买了，孙子还在他手上买，建立了一个
长期的信任关系，降低了销售难度。”

吕维凯希望港宏能成为美国4S店
那样的百年老店，一代又一代传承。“不
单是我传给我的子女，而是包括员工、
客户。希望有的员工在他们退休的时
候，也愿意让子女来港宏工作。而客户
只要有一个人在港宏买车，这一个家庭
都会在港宏买车，这种家族的传承就做
到了。”

“我参与港宏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比
较成熟的公司，我现在给自己的目标是
先把港宏守好，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
好的业绩。”他说，这就是目标和梦想的
差异。“梦想是我个人的，是一种动力，
是长远的规划，现在至少还有三到五步
要走，等到只剩两步，比较靠谱的时候
再说自己的梦想吧。”

成都商报记者 蓝婧 摄影记者 王勤

不满30岁的公司总裁，始于“别人的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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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每天回家都必须思考
“富二代和创二代的差别
就是认不认真，努不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