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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挂牌
交易公告》

广东阳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现
组织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挂牌交易:

标的名称：“阳西县农建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等 10 户不良资产
一、转让方：广东阳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标的基本情况：“阳西县农建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等 10 户不良

资产
三、挂牌期：2021年 8月 19日 10:00至 2021年 9月 1日 17:00
四、受让方必须提交书面受让申请并按受让条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并交纳交易保证金，按照挂牌处置要求参与挂牌交易。受让方资格条件：
1. 具有良好的财务情况和支付能力；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无不良经营
记录；3. 受让方需为具有健全公司治理、内部管理控制机制，有一定不良
资产管理和处置经验，公司注册资本金 100亿元（含）以上，取得银监会核
发的金融许可证的公司；以及广东省人民政府依法设立或授权的资产管
理或经营公司。4.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

详情请登录网址：www.gdfae.com
咨询电话：020-38908206 翟小姐；13902307688 刘先生

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

《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挂牌
交易公告》

广东阳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广东金

融资产交易中心现组织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挂牌交易:
一、标的名称：

1、阳江市海之梦农贸有限公司不良贷款债权

2、阳西县粤发实业有限公司不良贷款债权

二、转让方：广东阳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挂牌期：2021年 8月 19日 10:00至 2021年 8月 27
日 17:00

详情请登录网址：www.gdfae.com
咨询电话：020-38908206翟小姐；13902307688刘先生

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

广东集泽投资有限公司与惠州市正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惠州市昭丽家居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集泽投资有限公司与惠州市正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惠州市昭丽
家居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编号：（2021）集泽转字第 1号），广东集
泽投资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担保人、相关义务人享有的
主债权和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权利和为实
现各项资产相关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惠州市正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惠州市昭丽家居有限公司。广东集泽投资有限
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相关义务人。

惠州市正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惠州市昭丽家居有限公司作为受让方，现公
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及相关义务人（以及债务继承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惠州市正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惠州市昭丽家居有限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担保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相应的担保责任或相
应的其他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
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广东集泽投资有限公司
惠州市正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惠州市昭丽家居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注：1.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1 年 8 月 1 日）的债权本金余

额，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惠州市正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惠州市昭丽家居有限
公司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
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广东集泽投资有限公司或其前手债权人所垫付的应由债务人及担保人负担的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 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债务人、担保人、相关义务人等原已签署的
合同、文件为准。

惠州市正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惠州市昭丽家居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惠州市江北文华一路 2号大隆大厦二期 14层 01号之 4号
联系人：黄经理 电话：15018698328。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如无特别注明）
序号

1

债务人
名称

深圳鸿
亨建筑
工程有
限公司

债权本金
余额

78499998

借款合同编号

银授字第 10207214016 号《授信业务总合同》、银授合
字第 10207214016-7 号《授信额度合同》、银额贷字第
10207215012 号《 额 度 贷 款 合 同 》、银 最 保 字 第
10207214016-8 号《最 高 额 保 证 合 同》、银 最 保 字 第
10207215012-1 号《最 高 额 保 证 合 同》、银 最 抵 字 第
10207214016-2 号《最 高 额 抵 押 合 同》、银 最 抵 字 第
10207214016-3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银最保质字第
10207214016-9号《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银最权质
字第 10207214016-10 号《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银最
应质字第 10207215012-2《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

生效法律
文书

（2019）粤
0303 民初
31987 号
民事判决
书
（2020）粤
0303 执
21215 号
执行裁定
书

担保人
名称

蔡剑明、
蔡素玉

公 告
协迅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经营许可证

已延期，编码：202234000000800，住

所：广州市海珠区新滘东路 613 号

101房，电话：020-84261068

遗失声明
广州伊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法人章（王爱军）各一枚，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白云区派顿舞台灯光设备厂遗失
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周睿）各一枚，现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茂名市茂南区黄竹创新种养殖专业合
作 社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440902MA4W27MW5X)经股东决议拟
终止经营并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联系人：黄光辉，联系电话：
15119743663，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羊城晚报社印刷厂公司财务专用章不
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羊城晚报社

2021年 8月 21日

分类广告
上门广告服务代理

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
中309号自编3
-10A一楼

锦洪广告

本版信息由大众提供，
请需者谨慎选择！

每格1×3.5c㎡
●每格可放一行标

题三行内文或每格

放四行内文。

●每格200元。

电 话 ：020- 87566523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242 号丰兴广场 B 座
1110室

总策划：刘海陵 林海利
总统筹：孙璇 吴江
执行：孙晶 李卉 赵燕华

经济新动能 民企新力量

创二代来啦！

中国电信登陆A股首日大涨
市值达到5580亿元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曦报道：8 月 20 日，中国
电信正式登陆 A 股上市，首日高开 5.74％。随
后，在当天下午，股价突然拉升，截至收盘，中国
电信收涨 34.88%，报 6.11 元，总市值 5580 亿元，
较开盘上涨超1000亿元。

据公告显示，中国电信发行后总股本为
913.285 亿股，发行市盈率为 19.84 倍。中国电信
本次募集资金约 542 亿元，是近十年来A股最大
IPO。招股书显示，中国电信此次 A 股募集资金
投向“5G 产业互联网建设项目”“云网融合新型
信息基础设施项目”“科技创新研发项目”，均提
出了安全可信、安全融合等目标。

从时间轴来看，中国电信于今年 3 月正式发
布公告宣布将回归A股，随后 7月 22 日，据证监
会发布的公告，中国电信首发上市申请获证监会
发审委审核通过。8月 3日和 8月 4日初步询价，
8 月 5 日确定发行价格，8 月 9 日线上和线下申
购。8月 20日正式挂牌上市。回归A股上市后，
中国电信将成为中国联通之后，三大运营商中第
二家“A+H”股上市公司。

中国电信发布的业绩公告显示，2021 年上半
年营收 2192 亿元，同比增长 13.1%；上半年净利
润 177.4 亿元，同比增长 27.2%。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电信移动业务用户达到 3.62 亿户，5G 套餐
用户达到 1.31 亿户，移动用户 ARPU（平均每个
用户贡献收入）同比增长 2.9%。财报数据显示，
中国电信 2020 年全年资本支出 848 亿元，预计
2021 年资本支出为 870 亿元，45.6%用于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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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地问题成房企业绩会焦点，“房价
地价联动”将至，利好购房者

继去年“三道红线”的金融信贷“紧箍咒”后，房企今

年面临的是“面粉”问题：集中供地“打补丁”意味着借钱

买地行不通、房企拿地资金须符合“投销比小于 40%”的

红线释放出更加严控的政策信号……拿地问题在近日陆

续举行的中期业绩会上，成为抛向房企管理层最多、也最

尖锐的话题。从房企回复中，羊城晚报记者发现，面对这

一记重锤，房企日子确实更难了。业界分析，土地市场调

控已进入深水区，在“稳地价”后，“房地联动”也将伴随而

来，房地产开发的利润水平只有一个“降”字。

羊城晚报记者 赵燕华

借钱买地行不通了

今年上半年的“土地‘两集
中’政策（即集中发布出让公告、
集中组织出让活动）实施后，第
一批集中供地在全国22个城市
铺开，土地市场的热情被瞬间点
燃。然而，坊间盛传，在 8月 11
日自然资源部召开的闭门会议
中，对部分集中供地试点城市的
供地部门作出新的部署，明确要
求商品住宅用地出让公告需体
现四个方面：

首先，参与商品住宅用地竞
买企业应当具有房地产开发资
质。住宅用地落实“限购”政策，
非开发类的房企不具备拿地资
格。同时，联合竞拍的房企中，
开发类房企所占的股权必须大
于50%。

第二，要求建立有效的购地
审查制度。将现行政策工具箱
中“建立购地资金来源审查制
度”，由可选用的政策措施改为
统一实施的政策措施。房企拿

地不得超过年销售额 40%。第
三，规定单宗住宅用地溢价率
不得超 15%。第四，不以竞配
建等方式增加实际地价。

本次会议所传达出的内容，
也解释了近期部分城市的二次
集中推地生变原因。近期，深
圳、天津、青岛、惠州、上海等地
相继终止或延期第二批土地“两
集中”挂牌出让。即将进行的第
二批集中供地中，杭州、苏州等
部分热点城市则给土拍规则再
打“补丁”，如杭州修订了第二批
集中出让的31宗地块的竞价规
则。苏州也明确禁止开发商绝对
控股的子公司不得参与到同一地
块的竞拍。8月10日，天津对房
企的拍地资金予以明确规定，不
仅须以自有账户交纳竞买保证
金，还需提交股东未违规对其提
供借款、转贷、担保或其他相关融
资便利的资金来源承诺。换言
之，借钱买地行不通了。

房企“活下去”的策略现分化

虽然上述内容暂时还未得
到正式确认，但已被业内称为

“810 土拍新规”，可谓直击痛
点、影响重大。其与近期购房市
场“打补丁”的动作非常相似，其
实是对土地市场政策进行的一
次系统、全面、务实、高效的打补
丁操作。

没有“面粉”，更遑论“面
包”？对此，各上市房企相继举
行中期业绩会之际，公司管理层
如何应对“面粉”新规，是“躺
平”策略还是选择突围，成为投
资人、媒体的关注点。

越秀地产可谓集中供地模
式的“受益者”，上半年斩获颇
丰。“22 城实施集中供地后，我
们抓住了机会新进了一些城
市，还是比较有利的。”越秀地
产董事长兼执行董事林昭远在
业绩会上表示，从今年的投资
规 模 来 看 ，在 拿 地 方 面 坚 持

“以销定投”原则，一般投资额
占销售额的 40%以内，在保持
信用评级和符合“三道红线”
要求前提下，会按照全年投资
强度来铺排投资任务。他同时

强调，跟以前的投资标准没太
大差异，公司会按照盈利水平
去设定目标。

时代中国董事会主席岑钊
雄在业绩会上透露，在公开市
场和进入的城市，会按照投资
的逻辑进行投资。“下半年第二
和第三次集中供地，我们会根
据市场的情况做决定。我们的
策略是非常清楚的，预计土地
市场下半年区域平稳。”

毫无疑问，集中供地对房企
资金调配能力提出更大挑战，尤
其是政策性“打补丁”进一步把
房企拿地框定在了一定的范围
内。但目前来看，不少房企的拿
地兴趣并未受影响，只是方式更
多元化了。林昭远就表示：“目
前市场企业的形态不一样，收并
购机会也会多一些，我们也在通
过多渠道投拓，在非公开市场拿
地和收并购。”

不过，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
就要求万科下半年要收紧投资。
他认为万科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
手里没货，而是消化不良，下半年
最重要的是加快去库存。

“面粉补丁”对购房者或是好事

“这是蛮好的打补丁的补
充，在这样的政策底下，除了房
价稳定，也希望地价稳定。”岑
钊雄在被问到有关拍地政策和
打补丁的措施时表示，在这种
背景下，有利于整个房地产行
业和政策的长远稳定，让房价
不会大起大落，对行业来说是
好消息。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
总监严跃进分析，“不以竞配建
等方式增加实际地价”这一新
规可以看出，这一条款某种程
度上是惠及或利好房企的，说
明此类调控是希望土地市场竞
拍更公平、更科学、更有效。

广东省房协理事、同创卓
越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卓文则认
为，“稳地价”进入新阶段。土
地出让不止有“集中供地”的要
求 ，出 让 规 则 也 面 临 重 大 调
整。在他看来，在“稳地价”后，

“房地联动”也将伴随而来。“地

价被控制住了，并不意味着开
发商的利润提升。相反，随着

‘房价、地价联动机制’的建立，
房地产开发的利润水平只有一
个‘降’字。”

业界老行尊告诉记者，这
个政策补丁无论对于开发商也
好 还 是 消 费 者 也 罢, 都 是 好
事。对开发商而言，拿地会变
得更加公平。与此同时，也让
资金链紧张以及一些实力较弱
的企业无法拿地，加剧行业分
化。

对购房者而言，政策补丁
让资金实力强劲的开发商在拿
地的时候被筛选出来，实力强
劲的开发商后期开发楼盘出现
问题概率小，所以从这个角度
来看，对购房者是好事。且在

“房企拿地不得超过年销售额
40%”的新规下，鼓励房产销
售，限定炒房，大量减少房屋库
存，对市场有“稳供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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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创二代天生注定要完成
家族企业的接班之旅，有些则完
全没有这种压力。从巴黎高等商
学院学习战略管理与奢侈品战略
毕业归国的90后陈淼本来属于
后者。她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葡萄
酒讲师。然而，机缘巧合之下，她
作了父亲传统产业的接棒人。这
样的无心插柳之举能否为企业带
来可持续发展？父女传承的碰撞
中最能给人启示的是什么？

在专访港菱机构 90后接班
人、广东泰菱制冷设备实业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陈淼的过程中，羊
城晚报记者感受到这对父女的
“佛系”经营之道——没有“做大”
的欲望，只有“做强”的野心。而
在港菱机构制冷技术核心领域之
外的酒业、大健康和孵化器园区
板块，这些看似“意外”得之的版
图，恰好反映出两代人经营观的
交替创新发展之路。

【老一辈的创业】
“跳槽部落”的“酋长”
谈起创业，港菱机构的创始人陈荣

与羊城晚报有着一段深厚的渊源。早
在1990年年初，羊城晚报就以《“跳槽
部落”的“酋长”》为题，报道了陈荣创业
的故事。

而促使陈荣创业的一大原因，正
是女儿陈淼出生带来的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

“因为我出生后一直哭，当时我们家
还住在单位分配的单人宿舍里，排队等
着分到家庭宿舍。但我一哭三层楼都听
得见、很吵，所以我父亲定了一个小目
标，要在广州拥有一套房。”说起父亲离
开国企下海创业的起源，陈淼笑称，是
自己的哭声震天，让父亲从国有制冷企
业胜风空调跳槽，成立了港菱机构的首
家企业——广州经纬制冷设备厂。

上世纪90年代，同是知名大学毕业
的陈荣夫妇创业成功，这样的家庭如何
教育孩子？陈淼的答案是，父母可以为
孩子的教育“牺牲发展”。这个时期，中
国在教育理念相对发达国家还存在一
定差别。作为全球知名压缩机总代理
的陈荣经常出国，他意识到要让女儿去
接受当时更开放的教育，一家人毅然远
赴加拿大陪着陈淼开启读书之旅。

在公司发展和见证孩子成长之间，陈
荣果断选择了后者，并甘之如饴。赴加拿
大之后，陈荣将港菱交给职业经理人打
理，自己每年仅回国几次。陈淼提到：“当
时，不少企业家会选择空中飞人家庭模
式，但父亲决定留下来陪伴家人，学习外
语。虽然外人看来这让我们的公司错过
很多发展机遇，但父亲一点都不后悔，他
觉得自己在加拿大的十年太精彩了。”

“跳槽部落”的“酋长”，是朋友对
陈荣的戏称，从国企员工跳到创业者，
从企业掌舵人跳到“陪读老父亲”，陈
荣身份的跳跃背后，陈淼似乎一直是
那个转变的契机和钥匙。

而事实证明，陈淼的成长对得起
“老父亲”的苦心。从大学要读最难考
的商科，到读欧洲顶尖的巴黎高等商学
院战略管理专业研究生，誓要挑战高难
度是陈淼赌的一口气。而在外求学多
年的经历，让陈淼对于民族自豪感的认
知更加深刻。学业结束后，回国为祖国
做些什么，成了陈淼的第一选择。

走进陈淼的办公室，第一眼看到的就
是几幅小朋友的画。“这些都是我女儿画
的。”陈淼告诉记者，自己业余时间基本留
来陪孩子。享受人生、享受家庭，是陈淼父
女家庭观的延续。“我爸妈今天跑去打球
了，前几天在呼和浩特骑骆驼，很幸福。”

【规划之外的接班】
关键时刻需要“一代”坚定支持

毕业后进公司接班，是创一代对子
女的规划常态，而陈荣对女儿的期望
是：做一个优雅的人，过轻松的生活。

在父亲的期待和法国留学时读葡萄
酒专业男友的熏陶下，回国后的陈淼成
为一名葡萄酒讲师。如果不是因为怀
孕，这可能就是陈淼未来的方向。

2017年，怀孕的陈淼让全家紧张
了起来，因为不赞成孕妇接触酒精，陈
荣就邀请女儿回港菱短暂实习。没想
到，这竟然促成了陈淼的接棒。

“压缩机制冷其实就是温度控制，
从舒适生活到冷链运输，这世上如果
没有不断进步的温控技术还得了？”陈
淼告诉记者，虽然没有从小培养接班

意识，机缘巧合下的“回归”，却让她找
到了行业的使命感。

尽管是商科毕业，但初进公司的陈
淼还是“小白”，她首先进了财务部，成为
一名“没太高技术含量”的费用会计。可
有心的陈淼在核算发票的过程中，迅速
记住了员工，也了解了公司的运作。

然而，毕竟是规划之外的接棒，矛
盾不可避免。

2018年，运营企业十多年的职业
经理人和初入公司的创二代之间经营
理念的摩擦升级。

“职业经理人年纪较大，早年间从
日企出来，而我是刚从欧美回来的，思
维模式截然不同。”两种风格的磨合与
碰撞是痛苦的，也让刚入公司的陈淼和
父亲产生了一次大冲突。“虽然父亲当
时很生气，甚至拍了桌子。但是，我也
很坚持，毫不退让。”在艰难的沟通和磨
合失败后，陈淼凭借无数次的恳谈和实
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也树立了在公司
的地位，成为大家认可的接班人。

而她最大的感受就是：“创二代在
面临接班困难时，创一代一定要给予
及时有效的支持。”

更迭和磨合的阵痛期是每一个成
长中的企业都需要经历的。事实证
明，港菱并没有因为职业经理人的离
职而受创。数据显示，在疫情和原材
料暴涨等因素影响下，2021年截至目
前，港菱机构下的每一家子公司都实
现了业绩增长，其中陈淼主要负责的
制冷板块相比2019年业绩增长超过
30%。“对一个较稳定的传统公司来
说，已经很不错了。”陈淼和陈荣都对
这个成绩表示满意。

【规划之外的接班】
井要挖得深 水才源源不断

从奢侈品管理、葡萄酒讲师跨界
来掌管传统制冷设备营销的二代，如
何帮助企业在竞争中不断发展？

陈淼的第一步创新和许多创二代
的选择相同——升级办公系统。“港菱
原先用的OA系统已经十几年了，必须
升级。我就一直向员工灌输移动办公
的意识，并打通ERP和OA系统，实现无
纸化办公。”陈淼庆幸自己早早启动了
办公方式的升级，这让疫情期间的企业
销售工作没有受到办公场所的桎梏。

尽管从不强加接班意识，但陈荣并
没有让女儿成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
18岁，陈淼就跟着父亲学习项目投资，入
股了中国首个硅藻泥品牌，健康建筑服
务也成了港菱的四大板块之一。

“井要挖得很深，水才源源不断。”
在港菱机构成立二十五年的纪念册上，
陈荣写道：“我很感激我没有能力拥有
太多的产业与物质财富，只有知识、智
慧的拥有，才不牵扯太多的时间与精
力。艺多不压身。”

接班不到三年，与刚进公司的懵懂
“小白”相比，如今充满干练气质的陈淼言
谈中透着沉稳和笃定，对未来发展蓝图了
然于胸。“除了是代理商之外，能为中小企
业创造实际的价值，是我对港菱的要求。
公司经过三十年的发展走到今天，离不开
大家对行业的专注和钻研。节能、环保、
生态、健康是我们的使命。未来的港菱，
是低碳的、生态的、活力的和国际化的。
我们不会只是一家贸易公司，更要成为一
个创新技术解决方案公司。”

陈淼和父亲陈荣

谈传承：诚信立家
文化传承最重要

羊城晚报：请问你如何
理解传承？认为其中最重要
的是什么？

陈荣：传承就是创一代
形成企业文化及企业家精神
的传承，当然包括企业控制权
及资产类财富，以及企业治理
哲学、对家庭、社会、员工、合
作伙伴的担当。永远学习、正
能量、健康生活以及家庭幸
福，是传承的核心内容。

羊城晚报：对于“一代”
和“ 二 代 ”之 间 的 接 班 与 传
承，你是怎么去理解的？

陈淼：我父亲总说，老一
辈是靠聪明和勤奋去创业，新
一代是靠智慧和方法管理企
业。在“二代”刚进入企业的
时候，一定是最无助和弱小的
时候，这是“一代”需要给予支
持的时刻。反过来，现在我已
经在公司有一定的话语权，我
也会成为最支持父亲决定、并
首先去执行的那个人，我绝对
不会去削弱他任何的威信。

而在传承方面，诚信的文
化、感恩的心态和乐于帮助他人
的情怀，是我从父亲身上传承而
来的，我也将传承给我的子女。
我父亲在我小时候就常常把他
做一些事情的原因讲给我听，这
都在无形中影响了我的个性。
比如，他觉得自己很值得骄傲的

事情是这30年从未拖欠过员工
和上游一分钱。诚信立家，我
希望这个企业传承下去的不一
定是一家实体企业，更希望是
父亲做人的理念和企业文化，
把这种诚信的文化传下去。

谈沟通：家庭投票
解决矛盾

羊城晚报：对于创一代
和创二代的不同特质，你如
何看？如果与女儿有矛盾，
你是如何解决的？

陈荣：创一代与创二代当
然有不同特质，创一代大多是
白手起家，生活艰辛，得益于
国家改革开放的红利发展起
来，具有坚强、耐劳、江湖的特
质。而创二代，大多数得益于
创一代的红利，衣食无忧、学
历高、见识广，有高文化、多见
识、创新的特质。

如果与女儿有矛盾，解决
的原则是讲理，以理服人，敢
于认错、认输，否则先放一边。

陈淼：我们家非常民主，
针对不同观点都是开家庭会
议、三人投票表决。比如之
前有一家公司面临重组，当
时我父亲认为这是一个很好
的机会、想收购，但我认为不
应该买。他的信息获取方式
往往比较简单，主要来源是
某些朋友的说法。而我就会
写一个报告，把这家公司的
背景、近况、估值等都展示出
来，这样就容易争取到我妈
妈理智的一票。最后投票结
果可能就是 2：1，我胜出。

羊城晚报：关 于 女 儿 的
接班，你是如何评价的？可
以打多少分？

陈荣：女儿接班，更能将父
辈的愿景持续实现。女儿应该
是家庭的核心，她相夫教子、与
长辈的互动交流，是小家庭的
核心，是大家庭的纽带。故此，
女儿接班更容易融入企业体
系，更懂治理好一家企业的内
涵。我给女儿接班打97分。

两代人有矛盾怎么办？
以理服人敢于认错

陈淼陈淼

对
话 “创二代刚进

入企业是最无助和
弱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