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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米亚 许洁

“饲料大王”“扶贫状元”“改革先锋”“民营
企业家的优秀代表”……面对众多的头衔与光
环，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最在意的身份是

“民营企业家”和“农民朋友的朋友”。
当年，想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好日子的

刘永好，辞掉了教师的工作，走上了售卖鹌鹑蛋
的道路。而他的这一走，就没有停下来过。刘
氏兄弟创办的新希望，不仅是中国第一家私营
企业集团公司，也是较早步入中国资本圈的民
营上市公司。

在刘永好看来，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民营
企业，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中国资
本市场的建设与发展，助力更多的优秀民营企
业脱颖而出，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专业户
孕育出“新希望”

1951年出生的刘永好已近古稀之年，但他
的身姿仍然矫健，思维依然敏捷，对资本市场助
力新希望集团的发展历史更是如数家珍。

刘永好经历过苦日子。“我记得我 20岁以
前，几乎都没穿过鞋，也没穿过什么新衣服。每
天晚上到十点、十一点的时候，肚子就饿了”。
为了过上好日子，1982年刘永好和自己的兄弟
们正式开始创业。当时中国还没有公司法，新
希望不叫公司，叫专业户。

刘氏兄弟的创业之路充满了崎岖和坎
坷。为了养鸡，他们要去成都周边各个县收购
散养的良种鸡蛋。有一天刘永好骑着车跑了
一天终于收齐了一筐，共计 200个蛋，却因被狗
追咬不慎摔倒在田埂上，一筐鸡蛋只剩下两个
是好的。

创业的路上没有一帆风顺的，但刘永好与
他的兄弟们扛下来了。由于四兄弟都是大学
生，各有专业各有所长，不过他们有共同的爱
好，就是爱学习。当有一天从报纸上看到说鹌
鹑蛋营养丰富时，刘氏兄弟就开始养鹌鹑。
1985年，他们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鹌鹑大王”。

爱学习爱研究的刘氏兄弟，在养鹌鹑时就
开始用电子计算机调配饲料和育种选样，并且
摸索出一套完整的鹌鹑孵化、育种养殖、饲料配
方体系，使得鹌鹑蛋的成本降低到和鸡蛋差不
多。

1986 年，育新良种场已经年产鹌鹑 15 万
只，鹌鹑蛋不仅贩卖到国内各个城市，而且最远
卖到了俄罗斯。这一年，刘氏四兄弟决定用一
个充满美好前景的词来重新命名自己的养殖场
——“希望”。

1987年，希望饲料公司在古家村买了 10亩
地，投资了 400万元，建立了希望科学技术研究
所和饲料厂。1989年，“希望牌”1号乳猪全价颗
粒饲料推向市场。

虽然市场上有“正大”等洋品牌饲料，但是
“希望牌”猪饲料的销售额用了 3个月时间就追
上了“正大”饲料，这背后与刘永好的营销思维、
首创的农村“墙体广告”不无关系。在猪饲料领
域，新希望又做成了“饲料大王”。

企业在刘氏兄弟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发展壮
大，1992年，中国第一个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的
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在希望饲料公司
的基础上成立。集团成立不久，刘氏兄弟4人按
照各自的特长划分了三个产业领域。

1995年，刘氏四兄弟完成“分家”，大陆希
望公司、东方希望公司、华西希望公司和南方
希望公司成立，4弟兄再次向着各自的“希望”
出发。

刘永好注册的南方希望公司不断地发展壮
大，刘永好个人也成为第一批当选全国政协委
员的民营企业家。1993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他
走进人民大会堂，做了“私营企业有希望”的主
题发言。

从1993年到2020年，刘永好成为每年两会
的常客，27次携 170多份提案或议案走进人民
大会堂。这些提案或议案，几乎全部涉及农业、
农村和农民，以及民营企业的发展 ，他也被称
为“民营企业家的优秀代表”和“农民朋友的朋
友”。而新希望在刘永好的掌舵下，在民营企业
发展的这条路上，一直是行业领头雁，行业风向
标。

000876：
新希望在深交所上市

刘永好认为，企业家要能吃苦，保持艰苦
奋斗的初心，这是通往成功的必备品格。除
此之外，创新、专注、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
务社会，这些都是每个优秀企业家应该具备
的素质。

1994 年 10 月份，刘永好当选为全国工商
联副主席，他身上的担子也更重了，日程中除
了新希望的工作安排外，还心系整个民营企
业的发展，先后参与发起了“光彩事业”、联合
发表“诚信宣言”、作为副组长与厉以宁一起
主导了影响“36 条”出台的民营企业大调研
……而参与发起组建民生银行，更是一段重
要的历史。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民营企业最大的难
题是贷不到款。1993年，刘永好与41位政协委
员联名提案，希望成立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家
投资，主要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银行。

1996年 1月 12日，由刘永好联合东方集团
张宏伟，中国泛海控股集团卢志强，中国船东互
保协会王玉贵和巨人集团史玉柱等倡导发起的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公司（简称“中国民生银行”）

终于成立。
如果说发起民生银行是为中国民营企业搭

起了沟通桥梁与资金支持平台，那么，中国资本
市场的健全与发展，更是为民营企业带来了巨
大的发展机会。

在刘永好的记忆中，对于股票的概念还是
在成都红庙子这个自发的股票交易市场中形成
的。“当时，自发的股票交易曾经非常火，到红庙
子去买卖股票，承载着当时很多人的致富梦
想”。

如同红庙子成为一代成都人的记忆符号一
样，新希望在深交所的挂牌上市也是颇有传奇
色彩的。22年过去，那段历史仍历历在目，让刘
永好难以忘怀。

1998年 3月 11日，新希望的发展史上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天，新希望以 000876
的股票代码登陆资本市场。在此之前，地方企
业多数用乡镇企业或用其他形式上市，新希望
公告的时候是以民营企业身份，至此，A股资本
市场上多了一家优秀的民营上市公司。

在业界看来，新希望的上市，在中国资本市
场的建设中有着重要的意义，让更多的民营企
业找到了直接融资的通道。

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迎来 30周年。刘永
好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市场化起
步到逐步规范健全壮大，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
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作为见证者、参与者和受
益者，新希望的快速发展，直接得益于中国的资
本市场。

资本赋能
新希望驶入快车道

上市后，新希望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数据显示，1998年 2月 12日新希望开始发

行，发行量为 4000万股，发行价 6.90元，募集资
金净额2.68亿元，当年3月11日上市。这一年，
新希望的营收总额为 3.92 亿元 ，净利润为
5748.92万元；20多年后的 2019年，其年报则显
示，公司营收总额为 820.5亿元，净利润为 50.4
亿元。

目前，新希望集团在全球 30多个国家和地

区拥有600多家分子公司，员工10万余人，集团
资产规模超 2000 亿元，年销售收入超 1600 亿
元。其产业涉及食品与农牧、乳业与快消、地产
与基建、金融与投资等多种业态的综合性企业
集 团 ，旗 下 已 有 新 希 望（000876）、新 乳 业
（002946）、兴源环境（300266）三家上市公司。
新希望集团连续 18 年位列中国企业 500 强前
茅，创造了显著的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新希
望的发展也印证了刘永好第一次上两会时的发
言——“私营企业有希望”。

“假如说没有资本市场，历史上那些优势企
业的发展会慢一些。另外，在资金筹措、市场认
同、规范治理等方面都会慢一些。”刘永好表示，
成为公众公司，公司各方面必须更加规范，治理
结构更加严谨，当然也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公
司的知名度、影响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新希望上市后的发展故事，是中国资本市
场上民营企业发展的缩影。中国资本市场走过
30年，新希望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进步成长，
也见证了一大批像新希望这样的民营企业通过
资本市场的助力得到快速发展。“如今，民营企
业已经成为上市的主体，跟国有企业、外资企业
一道，正在为中国经济做出积极的重大的贡
献”。

据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民企
总销售额达到 22万亿元，占中国GDP的 20%，
而新希望集团以1470亿元位居第67位。

“新希望上市20多年了，现在控股好几家上
市公司，也投资了一些不控股的上市公司。新
希望能够快速地发展，不断地进步，并在农牧行
业成为一年能够销售 400多万吨肉蛋奶的优势
民营企业，这些都是资本市场给我们带来的价
值。”刘永好如此表示。

在刘永好看来，资本市场的股权激励政策
让合作伙伴、企业员工共同来分享企业发展带
来的价值，以此推动企业的进步和发展。

事实上，如何让金融更好地赋能民营企业，
促进产业发展，刘永好深谙其道。作为民生银
行的发起者之一，刘永好积极推动了民生银行
的上市，致力为众多的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难问
题。

而根植农牧产业领域的刘永好，与其打交

道的都是农民朋友。为了维护上下游产业链的
健康发展，新希望也发展了产业链金融体系，赋
能产业链上合作伙伴的发展。

另外 ，新希望集团凭借在农牧业耕耘多
年的经验和对农户的深入了解，充分整合社
会资源、政府资源和金融资源，建设农村普惠
担保体系，设立了近 20家农村担保公司，为农
户扩大生产规模和技术改造提供资金担保服
务，开创了以养殖担保为主体的农村金融服
务模式。

而上海厚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新希望集
团全力打造的泛农业产业科技与金融服务平
台，专注为中小微企业信贷领域，致力于打造成
为泛农业供应链金融科技服务提供商。旗下设
有数据科技公司、商业保理、融资租赁等子公
司，拥有多张（类）金融牌照，全面支撑公司开展
资金等全金融服务。

“在产业链的上下游积极布局”——这一发
展思路让新希望集团早在1997年便开始海外业
务探索，并于 1999年在越南建成第一家海外工
厂。目前，集团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投
产、建设、筹建、投资的工厂达40余家。

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一带一路”倡
议的引导下，新希望集团将“人才年轻化、产融
一体化、国际化、创新与科技化”作为发展重要
引擎，创新合伙人机制、强化科技引领，抢抓市
场机遇，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时代新起点，更
好地实现转型升级发展。

同时，作为首任上市公司协会的副会长，刘
永好积极参与上市公司体系建设。资本市场的
设立为企业找到了一个直接融资的路径，同时也
为中国企业的进步成长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上市的 22年，新希望在希望的田野上跑出
了自己的加速度，而与之同行的众多民营企业
也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交出“帅印”
退而不休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3年，刘永好就选择了
“退休”，将上市公司的“帅印”交给了女儿刘
畅。新希望在刘畅的打理下，企业仍在继续不

断地发展壮大。
外界觉得，接班人如此出色，刘永好应该可

以享清福了。但结果是，刘永好却“退而不休”，
每天的工作量在常人看来是超负荷运转的。与

《证券日报》约定的专访时间，也是因事务繁忙
而更改了两次。

刘永好或许不再年轻，但是，其对工作的热
情却丝毫不减。每天以15分钟为一个时间单位
处理事情，是刘永好当下真实的写照。

“民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在企
业成长发展后，应当彰显自身的责任与担当。”
作为民营企业家，刘永好并未卸下身上的担子，
在自己熟悉的农牧领域不断地探究。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
各个行业带来挑战的同时，也迎来一场产业升
级。

“疫情的冲击，对我们农业企业来说更为严
峻，因为还有另一个疫情的战场要面对！”据刘
永好介绍，自 2018年 8月份非洲猪瘟进入中国
以来，中国的养猪产业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冲击，
倒逼整个行业在短短两年内快速转型升级。

经过这一轮生猪养殖的产能恢复建设后，
中国猪业的规模化程度已提升到了57%。而自
古“猪粮安天下”，在需求牵引供给的格局、与非
洲猪瘟疫情长期共存的现实面前，行业集中度、
规模化程度还将进一步提升，智能化、数字化技
术将更广泛应用到养殖各环节，以人工智能辅
助专业人员管理，以大数据分析养殖效率、管控
生产，从而更好地防控非瘟、降本增效。

乡村振兴的目标是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
而今年以来，在农村生产端、城市消费端发生
的变革，都对未来涉农人才提出了更高的技能
要求。为此，新希望一方面积极参与生猪产能
建设，为老百姓供应质优价廉的肉制品，另一
方面又发起了“绿领”新农民培育计划，引导传
统农民学习进修数字化、智能化的专业技能，
尽快转变为现代化的“职业农民”、产业工人，
成为家庭农场主、致富带头人，获得更稳定的
收入。他认为，为老百姓提供物美价廉的高品
质产品，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加美好，这是新希
望该做的事情。

朴实的语言，看似普通的事，但也体现了当
代民营企业家刘永好的家国情怀与担当。

总结刘永好成功的秘诀，固然和他个人努
力分不开，同时也是改革开放这个时代造就的。

“我们新一代的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政策
的受益者，没有改革开放不可能有新一代民营
企业，所以说我们更是建设者和推动者，我们用
实际行动来帮助国家经济的发展。”刘永好回忆
这30年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旁人不同的是，他既
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就拿他发声“私营企业
有希望”的1993年来说，全国私营企业才23.7万
个，注册资本 680 亿元，全年营业收入 309 亿
元。但从那时开始，民营经济飞速发展，到今
天，中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了2700万家，注册资
本超过165万亿元。2018年的世界500强里面，
有32家中国民企，像华为、美的都成为了代表性
的世界级企业。

民营经济从一开始的“等一等”“试一试”，
逐步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益补充”“重
要力量”，已经成长为“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
业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五六七八九”的贡
献。“而且我们的未来，依然大有希望。”刘永好
表示，今天，在新的格局下，民营企业的地位、作
用更加彰显，它体现在对国家经济、社会方方面
面的贡献。在当今的经济转型期，在经济出现
下行的情况下，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是新的希望
所在。

踏石留印，岁月留痕。时间在刘永好的身
上留下了影子，而中国资本市场民营企业发展
的路上，同样烙下了新希望的印记。

愿资本市场给更多优秀民企插上腾飞的翅膀
——访“农民朋友的朋友”、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刘永好（右）接受证券日报社副社长田米亚采访

左上图为2019年1月25日，新希望乳业于深交所正式上市，新希望旗下A股上市公司增至3家

左下图为1998年，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上市

右图为1994年刘永好等10名企业家发起“中国光彩事业”，首届理事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