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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海南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大型主题活动

联合主办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复星集团

核心提示

扫码听一听陈峰
讲他与海南的故事

4月21日下午，热
浪扑面。记者在位于
海口国兴大道海航大
厦，面对面采访了海航
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峰。

当天凌晨两点才
从美国回到海口的陈
峰，看不到风尘，没有
一丝倦意，目光炯炯，
声音坚定。二十五年
艰苦卓绝的创业历程，
在他的回忆中，一气呵
成，风轻云淡。

只是当记者问到：
“海航如果不是在海
南，换个地方，还会有
今天吗？”

陈峰提高音量、
斩钉截铁地说：“没有
海南，就没有海航！”

自1993年创业至今，从单一的地方航空运输企业发展成为大型跨国

企业集团，2017年总资产逾1.5万亿元，实现收入近7000亿元，累计纳税

610亿元。2015年，首次登榜《财富》世界500强第464位，2017年跃升至

第170位……

这是成立25年，海航集团创造的商业奇迹。

截至2017年底，海航在海南共有企业92家，员工逾3万人，总资产约

2958亿元;1993-2016年，在海南地区纳税额达198亿元，2017年全年在海

南纳税27.69亿元（不含海关纳税）;2017年12月15日旗下运营的海南四

家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4000万人次……

这些奇迹和亮丽成绩后面，始终绕不过海航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陈峰。

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峰：

海南，海航生长的沃土
■ 本报记者 官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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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陈峰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刘洋 摄

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
大时代，海南是这个大时代重要的历
史见证；海南三十年大特区建设，海航
是特区建设耀眼的名片。

站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新的节
点，置身海南特区建设三十年后再出
发，陈峰感慨不已。海南发展是中国
4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历史见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
充分肯定了海南经济特区在过去30年
的建设和发展成就，作出分步骤、分阶
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重
大决策，为海南推动更高层次、更大范
围的改革开放新格局指明了方向。”陈
峰说。

他说，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结合工作实际，紧扣海南省整体发
展规划，继续在海南省现代服务业
发展、国际旅游岛建设中大显身手，
为海南省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应
有之力。

陈峰认为，自由贸易港是当今
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海航集
团有资源，也有能力在航空旅游、现
代物流、现代金融服务等领域支持
海南省自由贸易港建设，与海南共
享改革成果。

海航集团已宣布，计划5年内新
增海南始发国际航线40条，力争在未

来3-5年内，助力实现海南开通国际
航线 100条以及年入境游客量达到
200万人次发展目标，将海口打造为
面向日韩和东南亚国际门户枢纽，成
为搭建欧美澳等主要入境旅游客源通
道，打造海上丝路南海门户枢纽。海
航集团正在积极参与筹建民航“十三
五”规划及省“十三五”期间重点工程
——三亚新机场，根据相关规划，新机
场落成后预计2025年将满足3800万
人次吞吐量，2045年将满足7000万
人次吞吐量。此外，海航集团还将在
基础设施、离岛免税、机场运输、教育
医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方面，助
力海南建设。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
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
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
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陈峰非常喜欢毛泽东主席的这段
讲话，他一字一句向记者朗读这段
话。他告诉记者，海航走过25年风雨
历程，成长为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而
他则从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壮年，迈过
花甲，走向古稀，心无挂碍，此生无
憾。海航走到今天，不仅收获了商业
的奇迹，更收获了一批批年轻人们的
成长。“海航的未来是年轻人的。”陈峰
说，“我希望我的使命尽快完成，成就
年轻人们的梦想。”

（本报海口4月26日讯）

30年前的海口，街上少见红绿灯，主要
进出岛的交通工具是船，航班不多，机票难
求。交通运输是海南经济发展一大瓶颈。

刚成立不到半年的海南省政府召开常
务会议，研究组建海南省航空公司，以解决
海南经济特区对外交通问题，之后更换了5
次筹备组负责人，却一直没有进展。

1989年，时任海南省省长刘剑锋找到陈
峰，希望能够借助陈峰多年的航空从业经验，
帮助海南建立起自己的航空公司。航空公司
是资金、技术和人才密集的高科技行业，而那
时的海南，稀缺资金、技术、航空特业人才。

“海航每个阶段都难，但创业之初最
难。”陈峰说。接下任务后，他和王健带领着
陈文理、李箐、李先华等一批年轻人，辞去稳
定的工作、放弃优越的生活来到海南，租下
海口市海府路105号一栋偏僻的小楼，开始
了“一个自己都不相信的梦。”

因为困难重重，质疑海南是否有必要自
己办一家航空公司的声音也开始出现。“如
果不是省委、省政府下定决心，海航已‘胎死
腹中’。”陈峰说。

转机出现在1991年。海南股份制改造
开始试点。1992年10月15日，海南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成为中国民航第一家
规范化股份制企业，凭着募集来的2.5亿元
资金，海航，开始了它的征程。

1993年5月2日，一架印着奔鹿航徽的
波音737飞机，从海口大英山机场起飞，首航
北京。

开航的第一个航班，公司领导还担任值
机员、乘务员，为旅客办理值机手续，送每
一位旅客上机，热情地为旅客端茶递水，这
样别具一格的首航服务让人们耳目一新。

到1999年，海航的总资产达66亿元，
总收入达18亿元，海航初创成功。

然而，凭着几年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练
就的敏锐，此时的陈峰，却嗅到了危险来临
的气息。

2000年，国家民航总局实施全行业战
略重组，海航由于地域限制和航空资源的
匮乏，处境十分危险。“面对行业洗牌，我们
别无选择：要么迅速壮大自己，要么被吞
并。”陈峰说。

迅速地，海航宣布收购位于西安的长安
航空公司。紧接着，海航又收购重组中国新
华航空、山西航空、海口美兰机场……

疾风暴雨的并购重组后，一些当年与海
航同时出道的民营公司，要么已被“三大航”
吞并，要么偏安一隅，要么彻底退出历史舞
台，而生存下来的海航，却成为中国第四大
航空公司。

就在海航备足干粮铆足劲大步前行时，
2003年“非典”不期而至，这场灾难，使连续
10年盈利的海航，第一次尝到了亏损的滋
味。这场危机使海航创业者意识到，如果一
家企业80%以上的收入依靠航空产业，意味
着这个企业将始终处于风雨飘摇状态。

于是当年9月，海航全面实施产业链延
伸和多元化转型。

2008年接踵而来的金融危机，使民航业
再次受创。陈峰、王健带领他们的团队一面
断臂止血、清理低效资产，一面在海外股市
大幅缩水、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之时，迅速拉
开了大规模国际化的帷幕，多方出击，借势
成长，再创奇迹。

到2017年，海航资产从2.5亿元到逾1.5
万亿元，从一架飞机到近1200架飞机，从一
条航线到 2300 条航线，连续七次蝉联

“SKYTRAX五星航空公司”的称号……7个
全球领先产业、15个世界级品牌，成就了海
航世界500强的追求，成就了海航世界级跨
国企业的梦想。

“目前，海航整体战略是紧紧围绕航空旅
游、现代物流、现代金融服务三大支柱产业，
致力于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融合发展，
开展上下游产业链精准布局。”陈峰说。

陈峰1953年6月出生在山西，陈
峰的父亲曾给儿子一句话：“不求做大
官，只求做大事。”

不知陈峰是否听进了父亲的教
导，但他身上确有一些成功者的特
质。他 15岁到四川民航期间，整整
6年，陈峰利用早操结束到早饭开始
的半小时，读完了《中国通史》、《中
国哲学史》、《中国古代思想史》、《欧
洲哲学史》等著作。再利用每天晚
上的时间，系统自学初、高中和大学
课程。

1974年，21岁的陈峰在民航总局
援外司当助理员。他到北京图书馆办
了借书证，一个月借4次，每次借4本，
包括马恩原著、民航知识、企业管理
等，广泛涉猎。1977年，在还没有多少
人意识到英语的重要性时，24岁的陈
峰便开始学习英语。5年后，中国与当
时的西德签署了一个技术合作协议，
民航系统有11个公费留学名额，可以
到汉莎航空运输管理学院学习，陈峰
从几万人的考试中胜出，另外10个人
全部是外语专业毕业的。

回国后，陈峰先后当过民航总局
统计处代处长、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
计划处处长，对民航的技术、管理等多
方面工作有了一定的积累。1988年，
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组建，陈峰进
入其中，开始接触金融领域，掌握了许
多金融知识。海南建省后，陈峰来到
海南世界银行办公室工作。

陈峰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别。
他认为，海航的事业是成功的。海航
的成功，成就了这个创业团队奋斗的
梦想。但不论是海航的成功，还是个
人的梦想，都归功于改革开放这个伟
大的时代，归功于海航探索构建出“企
业+慈善”经济新模式，归功于海航独
特的中西合璧企业文化，归功于海航
优秀的团队。

最让他感恩的是海南，是海南大
特区提供的创新体制和机制，是海南
省委、省政府、海南900万人民对海航
的呵护和支持。尤其是在海航遇到几
次大的困难时，海南对海航伸出的援
手，他念念不忘：2003年，受“非典”影
响，中国民航业迈入寒冬，海航也首次
出现了亏损。危难时刻，省委、省政府
协调金融部门给予积极支持，使海航
渡过难关。

“海航如果不是在海南，换个地
方，还会有今天吗？”记者问。

“没有海南，就没有海航！”陈峰
斩钉截铁地说，没有特区宽松的市场
化环境，没有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支
持，海航不可能成功。海南是海航生
长的沃土。

“海航集团生于海南，长于海南，
在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始终不
忘回馈海南这片热土。”陈峰说。25
年来，海航集团深耕海南，不断加大在
海南地区的投资力度。截至2017年
底，海航集团在海南共有企业92家，
员工逾3万人，在海南省投资重大项
目近50个。1993 年-2016 年，海航
在海南地区纳税额达198亿元，2017
年全年在海南纳税27.69亿元（不含
海关纳税）。

作为海南最大的本土企业，海航
集团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2016年
至今，累计投入近1.2亿元支持海南扶
贫开发工作。2017年与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合作，在五指山市水满乡建设世
界首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示范
村。2017年9月，海航集团第100口
至善井竣工，实现为海南缺水地区人
民建100口井的承诺……

“海航的目标是造福于人类的幸福
与世界的和平，是为中华民族创建一个
世界级卓越企业。”陈峰说，“最终，海航
归属于全社会。”

到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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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峰。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刘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