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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视大厦摇
摇欲坠，曾经被贾
跃 亭“大 饼 ” 诱 惑
的人们在享受了
短暂的“荣光”之
后，不得不面对残
酷的现实。 剧烈的
人事震荡已经持
续了半年， 超过
20 位 高 管 离 职 ，
无数员工流失；随
着易到的易主，司
机们的烦恼已经
见了曙光，但每天
躺在乐视大厦里
讨债的供应商有
多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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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20 位乐视高管离职

本月初，又一位乐视高管黯然离
去——
—原乐视控股高级副总裁、乐视
金融 CEO王永利。
7月 4日，王永利表示已从乐视去
职，但并未透露职业生涯的下一站，仅
表示“先休息一下”。王永利离职早有
端倪，今年 5月初，王永利调岗乐视控
股，不再担任乐视金融 CEO，仍保留乐
视控股高级副总裁的职位。其微博名
亦从此前的“乐视王永利”变更为“新
金融王永利”。
在金融圈，王永利是鼎鼎有名的
银行家。加盟乐视前，王永利曾在中国
银行任职长达 26年，并担任中国银行
副行长一职近 10年。2015年 8月，王
永利加盟乐视并主管金融业务。
王永利离去的心情恐怕五味杂
陈。而事实上，近半年来已经不下 20
位乐观高管离开，他们无一不具有显
赫的行业背景，被老贾高薪绮梦打动，
可惜梦醒得太快。他们在乐视的任职
时间大多在 1年左右，最短的只有三
个月，乐视网、体育、汽车都是重灾区。
其中乐视体育超过 7位高管离职，包
括总裁、首席运营官、总编辑等等，几
乎架空。留守的有限几人也频频传出
出走传闻，其中包括曾经的央视名嘴
刘建宏。最令人大跌眼镜的剧情是易
到用车创始人周航。2017年 4月，周
航发表声明谴责乐视挪用易到 13亿
元资金，将乐视的资金黑洞暴露在阳
光下。
作为乐视困局导火线的乐视移
动，高管震荡也未能幸免。今年 5月，
乐视移动主帅冯幸悄悄离开。今年 54
岁的冯幸可以说是贾跃亭挖来任职
时间最长的高管之一。他 2014年 7
月加入乐视，并一手搭起乐视手机的
架子，此前他是联想高管，此前每一
次面对媒体，都对乐视手机的未来信
心满满。
招聘网站
在乐视大厦旁揽客

北京东四环的乐视大厦曾经斗志
昂扬，现在员工离职已经成为常态。在
乐视大厦旁边，最近停驻了两辆贴有某
知名招聘网站标识的大巴在揽客。
连绵求职的乐视人成为最近招聘
市场的一条小河。一位知名企业的 HR
告诉北京晨报记者，最近不少乐视人前
来应聘。
“万万没有想到是这个结局。”填完
仲裁申请书后，李军（化名）感慨道。今
年 39岁的他 2014年年初加盟乐视移
动，此前他是一家外企工程师，曾经的
他踌躇满志，希望在乐视这艘互联网
手机的快船上飞得更高。他带领的研
发团队，鼎盛时候有近 30人。
7月 13日上午，北京朝阳区仲裁
委员会大门口，60多名被欠薪的乐视
前员工陆续到达。他们绝大部分是乐
视非上市体系公司离职员工，涉及乐视
致新、乐视控股、乐视移动、电子商务等
多个部门。乐视控股回应说，由于乐视
控股及非上市体系面临资金紧张的困
境，公司决定将 7月份工资推迟一个月
至 8月 10日发放。
乐视大厦一楼大堂，一群人七七八
八或躺或坐在瑜伽垫上，他们身穿“乐
视还钱”T恤，还有人打开扩音喇叭开
始循环播放“贾跃亭还钱”。这样的场景
最近几乎每天都在乐视大厦大厅中上
演。保安习以为常，挂着胸牌的乐视员
工们，踮着脚绕开静坐者们打卡上楼。
而依然在战斗中的乐视公关人员
表示，乐视目前正积极的处理这些欠
款，但还需要时间。
北京晨报记者 焦立坤

财经

眼 B03

贾跃亭的镜像
史玉柱们的故事里藏着哪个结局？
在烈火烹油的日子里轰然倒下，给人的震撼往往更加强烈。 然
而，大起大落的故事其实每天都在发生。 曾经有一个统计，中国中
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 3.5 年， 中大型企业平均寿命 8 年至 10 年，
绝大多数的企业存活不超过 20 年。
“造神运动”创造不出伟大的企业。 是昙花一现，还是向死而
生。 也许我们能从那些著名的“大败局”中，窥见乐视的未来。

反思多元化

“贾跃亭和史玉柱之间，隔
着一个‘脑黄金’。”因为贾跃亭
和段子手们，已经“游戏人间”
的史玉柱这些天又回到了人
们的视野。
贾跃亭的商业故事和史
玉柱有着种种雷同，让人们对
于乐视有了一份东山再起的
希冀。
财经观察家吴晓波曾称，
“史玉柱身上流淌着一股天生
充满草莽气息的豪赌天性，这
正是创业型企业家所必备的
一种禀赋。”
筹码越来越多，输赢也越
来越大。
因为“恶俗”营销被诟病多
年的史玉柱，曾经也是一个谈
着梦想的青年，软件工程师出

身，内心第一崇拜的是 IBM，
而 IBM有一个外号叫蓝色的
巨人，所以史玉柱给公司取名
“巨人”。
但是，按照史玉柱自己的
话说，在规模“上亿了之后”，他
开始膨胀了。“就觉得我做啥都
能做成，所以就去盖巨人大厦，
做服装，做保健品，做药品，做
化妆品等等，一下就差不多横
跨了四个行业。绝大部分都是
血本无归的。”
如果说进军汽车业是压垮
乐视的稻草，榨干巨人的，则是
巨人大厦。只有 1亿现金的史
玉柱要盖出一个全国第一高
楼。危机最终在 1997年爆发，
巨人大厦盖到地面三层全面停
工，购买了楼花的债主天天堵

门要求退款，巨人有 3亿多的
应收款烂在外面。
近年来，史玉柱讲起这段
历史，认为首因在自己身上，狂
妄，不尊重经济规律，对事物困
难估计得过低。“我们的管理漏
洞百出，我们的模式里就不可
能能赚钱。收入回来之后，又
大部分都被内部贪腐掉了，这
个公司它不破产才怪呢。”
史玉柱对多元化的反思，
现在看来犹如对乐视危机的
回应。“多元化的要求是非常
高的，每多一元，其实对企业是
增加一份风险。”
“我觉得创业
的时候就讲生态是不对的，你
还是个空盆呢，你搞一堆空盆
一个空盆和十个空盆，连在一
起有啥区别”。

2004年，国家开始对房地产进
行调控，这让同年计划赴港上
市的顺驰惨遭夭折。
直至 2007年，由于资金
链过于紧绷，孙宏斌最终将顺
驰的控股权低价转让给路劲。
关于顺驰“灾难性”的骤变，全
联房地产商会创会会长聂梅
生曾表示：
“别人都用一个瓶子
一个盖或者两个瓶子一个盖地
周转，但孙宏斌是十个瓶子两
个盖地玩，这能不出问题吗？”
巧合的是，10年后，乐视
面临同样的困境。贾跃亭在孙
宏斌走过的路上重走了一遍。
在公开的报道中，如今的
孙宏斌在任何场合都会反复
强调“现金流”的概念，
“如果销

售目标只完成 70%，现金流是
不是还安全？”孙宏斌说，这是
他自己以及要求部下考虑最
多的问题，只有在做这个最坏
打算的基础上，融创中国才会
考虑拿地继续扩张。“稳健”成
为孙宏斌新的价值观，他变得
不再像过去那样执着于“速度”
和“规模”。
今天的孙宏斌仍然“All
in”。据媒体报道，从今年 1
月注资乐视网、乐视致新和
乐视影业开始，孙宏斌至今
共斥资 1095.88亿进行收购，
平均每一秒，就花出去 7206
元，一共花了 176天。但是，
孙宏斌说，这些资产都是自
有资金。

山后，史玉柱还清了珠海巨人
时代的债款。
在吴晓波眼中，企业家不
能承受的是失信的代价。“在著
名的实体企业中，发生类似危
机，最近的一起应该是 2012
年的无锡尚德案，这家企业最
终以施正荣弃盘、无锡地方国
企接手告终，施博士以‘失信
人’的形象，再也无法返回中国
主流商业界。”
靠阳光发财的施正荣，从
“新能源教父”、“中国首富”的
荣誉中走下神坛；但与此同时，
施正荣搭建了隐蔽的私人商业
王国。“如果没有施正荣自己这
些私人企业，尚德现在的境况
可能也不会这么惨淡。”曾有相

关人士表示，在尚德电力上市
之后的 6年时间里，施正荣将
数十亿美元的财产纳入他的私
人公司手中。
对于贾跃亭，最糟糕的评
价可能就是“互联网版的唐万
新”。资本市场曾经最显赫的大
佬，其创始的德隆系由地处西
北边陲的小公司发展成为一个
一度控制资产超过 1200亿的
金融和产业帝国。最终唐万新
因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操
纵证券交易价格非法获利走进
铁窗。
“画饼大王”或是“尽责
到底”，贾跃亭将作出怎样的
选择？

稳健的价值

相比史玉柱，已经入局乐
视的孙宏斌对于乐视有着更
加现实的意义。
孙宏 斌 比 贾 跃 亭 大 10
岁。2004年，两人都遭遇了人
生的大转折。
这一年，乐视网成立，5年
间营收飙升 54倍，成为 A股
首家网络视频公司。
这一年，顺驰的营业额也
已经从 2001年的 1亿元增加
到 127亿元。孙宏斌到处拿
地，最疯狂时，曾经创下一年拿
地 6000亩的历史纪录。在他
心中，顺驰的中长期战略是要
做全国第一，对于王石“要注意
风险”的提醒不以为然。
然而，危机很快显现。
失信的代价

用“成者王侯败者寇”的标
准为乐视盖棺定论也许还太
早。在中国商业史上，起死回生
的故事并不少见。
史玉柱彻底告别了“摊
大饼”的膨胀期后，一段时
间里只专注一件事情。2001
年，他在上海《解放日报》买
下广告版面，发表感谢信，
宣布：史玉柱真的重新站起
来了。
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曾找
遍朋友，试图挽救巨人，但原本
认为是朋友的人，并没有给予
很多的帮助。对此，史玉柱认为
是“正常的”。“一个企业一旦遇
到困难，不应该是靠别人帮忙，
能不能爬起来靠自己。”重整河

北京晨报记者 刘映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