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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作为改革开放第一代科技创业

者和企业家的优秀代表，柳传志立足我国

本土市场，大力发展民族品牌，不断改革创

新，1984 年创立联想公司，在与国际个人电

脑巨头竞争中赢得优势，带动了民族信息

技术企业的创新发展。制定实施企业国际

化发展战略，带领联想并购 IBM 个人电脑

业务。这些都为我国信息技术领域企业

“走出去”积累了难得的宝贵经验。

从无到有 初心如磐

时光回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

的春风沐浴着神州大地，各行各业蓄势待

发，北京的中关村同样风起云涌。1984 年，

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周光召提出“一院

两制”，一部分科研人员做基础研究，另外一

部分出来办企业，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推

向市场。时年40岁的柳传志毫不犹豫，积极

响应中科院号召，去实践“科技成果转化”，

同时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

“尽管我做出了科研成果，但成果本身

不能变成生产力，让人很着急。1984年让我

办企业的时候，我感到特别高兴，就是摔得

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柳传志感慨道。尽

管在当时意味着将踏上一条充满风雨荆棘

的道路，但柳传志的态度异常坚定。

1984 年冬天，中科院计算所投资 20 万

元人民币，柳传志和其他十名科研人员在中

科院计算机所的传达室创办了联想。11 个

对企业和市场一无所知的人，坐在几张长条

凳上，召开了这个初创公司的“成立大会”。

这间不足 20平方米的传达室日后成为了联

想集团的“圣地”，见证了联想波澜壮阔的企

业发展史。

创业没多久，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科

技人员手里的 20万元创业资金就被骗走了

14 万元。没有钱，没有经验，如何带着大

家首先活下来，是摆在柳传志面前最现实

的问题。于是，从代理分销做起，不断学

习市场、管理知识，通过贸易积累资金和

办企业的经验，而心中研发生产出中国人

自己的PC机这一理想始终没有被艰难的创

业路所泯灭。

苍天不负有心人。1990 年，联想自有

品牌微机在德国汉诺威电子技术交易会上

取得成功，最终获得国家认可，取得PC生产

许可证。那一年，“联想”牌微机在中国市场

推出。

“1988 年开始，我们大概用了两三年的

时间，逐渐生产出联想品牌的电脑。但当时

卖得并不是很好，一是因为没有品牌，二是

质量也不能得到保证，大概过了一两年，质

量才逐渐稳定。”回首过去，柳传志表示。

不断进取 产业报国

创业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你

不知道接下来会遇到哪些“黑天鹅”。

1994年2月14日，联想在香港联交所上

市。这一年，联想成立 10周年，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大家满怀期望迎接下一个 10 年。

然而，机遇在酝酿的同时危机也在潜伏。

《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发布犹

如一个巨大的石块投入了国内电脑产业看

似平静的湖面。根据该协定，中国进口电

脑关税从 200%降到 26%，于是 IBM、康柏、

惠普等国外的电脑品牌大举进入中国市

场。面对这些国外电脑领域的“庞然大物”，

如同小舢板一样的中国电脑企业被打得溃

不成军。

在这险峻时刻，柳传志并没有退缩，毅

然决意一战。一场降成本、提质量的阻击

战，伴随着联想微机事业部的成立打响。从

组织架构到业务模式、从供应链到管理的大

力改革，柳传志带领联想用代理国外产品积

累的资金，坚持国产计算机的研发，坚决举

起了民族计算机工业的大旗。

此后 3年，联想在苦战和竞争中不断学

习。1997年，联想PC终于取得了好成绩，在

中国市场的占有率首次位列榜首。也正是

因为以联想为代表的一批中国 IT企业的不

断发展壮大，使得物美价廉的电脑逐步进入

寻常百姓家庭，进入各行各业，大大带动了

中国信息化建设的发展，也为今天中国互联

网大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2004年对于联想而言是特殊的一年，因

为，联想集团做了一件让很多人认为“不可

能的事”——并购 IBM 全球 PC 业务。并购

让中国的“联想”跻身于世界舞台。这一被

称为“蛇吞象”的并购在业内乃至中国引起

了极大轰动。然而，外界在赞扬联想勇气的

同时，对并购的结果却并不看好。

并购的难度确实巨大。2009年，以金融

危机为导火索，更实质的是并购整合出现的

问题集中爆发。创始人柳传志复出，出任联

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任CEO。外界评价柳

传志的做法是“奋不顾身”，创始人重新出山

翻盘的概率实在太低。但沉着出现在镁光

灯下的柳传志的回答是：“联想就是我的

命。”此后仅仅两个季度，“柳杨”组合力挽狂

澜，成功扭亏。

2011年，柳传志再次卸任联想集团董事

局主席一职。2013年，联想集团个人电脑市

场份额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当年的“小舢

板”，终于在风浪中成长为一艘“巨轮”。

很多商学院将这一案例纳入了教学当

中。联想集团成功的国际化之路，为中国

企业走出去树立了信心，并积累了诸多宝

贵经验。

多元发展 力推科技产业化

创业难，守业更难。进入 21 世纪，“求

变”成为联想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主旋律。

2001 年，在柳传志的主导下，联想最终

成功完成分拆，自有品牌业务和代理分销业

务分别成为今天的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

联想的发展历史自此进入了新的篇章。大

战略的起承转合时，需要掌舵者长远的眼

光。联想成功分拆后，柳传志着手启动又一

次意义重大的战略布局，带领联想控股迈进

多元化投资新征程。

2001年，联想投资（后更名为君联资本）

成立，成为联想控股进入投资领域的先头部

队，也为联想控股其后开展的各项投资业务

树立了信心，奠定了成功的基础。经过十余

年的发展，君联资本已成为业内领先的风险

投资机构，赢得了业界的广泛赞誉。2003

年，弘毅投资成立，联想控股又开辟了一片

新战场——私募股权投资（PE）。随后，弘毅

投资逐步成长为中国私募股权投资（PE）行

业的领先品牌。

2007年两会期间，柳传志向时任中科院

院长路甬祥汇报提出，联想愿意投入资金与

人力，免费培养中科院具有创业意愿的科学

家成为企业家，以此推动中科院的科技成果

转化工作。2008年7月，联想之星创业CEO

特训班首期班开学，柳传志给30名学员讲了

第一课“总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联想之

星的起点，距今已经整整10年。今天的联想

之星已形成了“天使投资+深度孵化”的特色

模式，也成为联想控股探索和布局前沿科技

的一支尖兵部队。

2010年，联想控股在发展财务投资业务

的基础上，正式进入战略投资领域，并逐步

形成了创新的“战略投资+财务投资”双轮驱

动的业务模式，用资本的力量，通过价值发

现与价值创造，致力于打造出更多优秀企

业，贡献于中国实体经济。

2015年6月29日，柳传志的身影再次出

现在香港联交所，这一天，联想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股票代码：

HK.3396。

从1984到2015，伴随着中国天翻地覆的

变化，那间在传达室里草创的公司，已经成

为中国领先的多元化投资控股公司；从1984

到 2015，那间传达室里的创业精神，却从未

因时间而磨灭。新的加入者们不断从青涩

走向成熟，从“士兵”变成“一方统帅”，不因

挫败气馁，不为小胜轻狂。

在联想控股的办公楼里，镌刻着这样一

段话：“以产业报国为己任，致力于成为一家

值得信赖并受人尊重，在多个行业拥有领先

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化投

资控股公司。”这是联想控股的企业愿景。

“实现这样的愿景极不容易，需要几代

联想人矢志不渝的努力。有些人可能认为

愿景就是挂在墙上的一段话，但是我们是把

愿景当真的。”柳传志有感而发。

从量子论中脱颖而出的

中国学者

潘建伟，1970年生于浙江东阳。1987—

1995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习，先后获理

论物理专业学士和硕士学位。1996年赴奥地

利学习，1999年获维也纳大学实验物理博士

学位，1999—2001年在维也纳大学实验物理

所从事博士后研究。2008年入选中组部首批

“千人计划”。2011年 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

院院士。2012年9月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

院院士。中科院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先导专项

首席科学家。

量子论与相对论被称为“现代物理学的

两大支柱”。27年前，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一名普通本科生的潘建伟，却在毕业论文

中向量子力学发起挑战，试图证明这个理论

“是错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迎来了“科学的

春天”，释放了无数年轻人“求真”的热望

与勇气，潘建伟就是其中之一。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习期间，潘建伟

第一次领略到量子世界的奇妙。

世界上是否存在瞬间感应？相隔甚远的

两个物体是否可以瞬间影响彼此的行为？这

听上去很荒诞，但在量子物理世界中，两个

纠缠起来的微观粒子不论相隔多远，都能瞬

间“感受”到对方的状态，这种感应就是一

百多年来物理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量子纠缠。

被爱因斯坦称为“鬼魅般超距作用”的量子

纠缠，一次次被实验证明了其真实存在性，

同时它也被挖掘出应用于保密通信上的价

值，即量子通信。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潘建伟意识到量子

理论中的各种奇特现象需要更加尖端的实验

技术和条件才能够得到验证，而当时国内在

这方面还相对落后。于是 1996 年潘建伟来

到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师从奥地利物理

学家 Anton Zeilinger 攻读博士学位。那时

Anton Zeilinger 教授已经建立了量子实验

室，并且是量子物理学领域的国际权威。在

这里，潘建伟和同事们完成了国际上首次实

现光子的量子隐形传态的实验，这被认为是

量子信息实验领域的开端。此后几年内，潘

建伟和同事们又先后实现了一系列量子信息

领域的先驱性实验，这些宝贵的经历为以后

潘建伟在量子通信领域的突破性贡献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2016 年 8 月 16 日升空的“墨子号”于

2017年圆满实现了三大既定科学目标，在国

际上率先实现了千公里级星地双向量子纠缠

分发、千公里级星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和千

公里级地星量子隐形传态。

在“墨子号”的研究上，潘建伟和他的

团队没有任何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他们面

对了无数的挑战，团队成员将这些挑战戏称

为“打怪兽”。其中有一个“怪兽”是如何让

快速飞行的量子卫星被地面的光学天线精准跟

随，这相当于在1万米高空的飞机上往地面上

一个储蓄罐里投硬币，还必须保证每个硬币

都能扔到储蓄罐中，难度可想而知，很多人

都说这不可能做到，但他们最终做到了。

打倒这些“怪兽”背后是数不清的实

验，数不清的屡败屡战和数不清的日以继

夜。同时，他们还承受着来自外界的压力，

实验室成立之初，许多媒体和业内人士将量

子通信称为伪科学，而潘建伟一次都没有发

声澄清和辩解，只是依旧日复一日地研究应

用量子通信。他们的实际科研成果向世人发

出了最倔强的声音。

开通世界首条量子保密

通信干线——“京沪干线”

“墨子号”成功升空后，潘建伟团队于

2017年8月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千公里级卫

星和地面之间的双向量子纠缠分发和高速量

子密钥分发，并通过卫星中转实现广域量子

保密通信。他们将和“墨子号”一起助力我

国构建跨度最大、史上最安全的通信网络。

同时，他们还开通了世界首条量子保密

通信干线——“京沪干线”，结合“京沪干

线”和“墨子号”的天地链路，使我国成功

实现了洲际量子保密通信，建成了全长2000

多公里的量子通信骨干网络，连接北京、上

海，贯穿济南和合肥，该通信网络目前已在

交通银行和工商银行京沪间远程应用。

除此之外，潘建伟和团队还为中国潜

艇研制了专用量子导航定位系统，可以使

潜艇在水下完整接受卫星信号，传输大量

数据，这样潜艇不用上浮便可以隐蔽连续

航行数月。

将来，潘建伟和他的团队还会尝试发射

更多的量子通信卫星，在 5 到 10 年的时间

里，构建包含国防、金融、政务、商业等领

域的绝对安全全球量子保密通信网。

2017年来，潘建伟和他的实验室硕果累

累，他们的研究成果6次入选两院院士评选

的“中国年度十大科技进展新闻”、5次入选

欧洲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进

展”、4次入选美国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物

理学重大事件”。目前为止，潘建伟和他的

团队掌握了国际上最好的冷原子技术、最好

的精密测量技术和最好的多光子纠缠操纵技

术，被称为“梦之队”。

世界著名杂志 《自然》 将潘建伟评为

2017年度世界十大科学人物之一，称其为中

国“量子之父”。

有信心让量子信息技术

领跑世界

2018年3月，作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

员的潘建伟在“两会”期间的委员通道上接

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党中

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集中我国相应

的科技力量，通过科技创新，有信心继续在

量子信息技术上领跑世界。

潘建伟表示，目前量子信息技术包括两

个方面的应用，一方面是量子保密通信，量

子通信通过原理上不能破解、不能窃听的传

输方式，在国防、政务、金融以及银行的个

人隐私保护方面都可以起到比较好的作用；

另一方面是量子计算，如果能够实现操控

100个量子，其计算能力就可以达到现在全

世界计算能力总和的100万倍，量子计算带

来的强大计算能力，能够解决很多经典的计

算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气象的计算、药物

设计和物理材料的设计。

潘建伟说，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

持下，我国在量子技术上的研究是非常有特

色的。比如在量子保密通信的研究上，在国

际上处于全面领先。量子计算在国际学术界

牢牢占有一席之地。目前已经有一些比较好

的成果，如“墨子号”成功完成相关科研任

务，“京沪干线”的全线开通。希望通过未

来5到10年的努力，能够构建一个天地一体

化的量子保密通信网络来保护千家万户的信

息安全。在量子计算上，2017年发布了全球

首台光量子计算的原型机，希望通过3到5

年的努力，实现 50个比特的相干操纵，其

计算能力在对某些特定问题的求解上，能够

媲美目前最好的超级计算机。

在量子信息技术上国际竞争非常激烈，

党中央对此也非常重视，并在“十三五”规划

中提出，要在量子信息科技领域实施重大项

目，同时组建国家实验室。“我们希望把全国

相应的科技力量集中在一起，通过科技创新，

有信心在这一领域继续领跑世界。”潘建伟

说，“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幸运，就是能把自

己的梦想融入改革开放的伟大浪潮，与时代

同行，与祖国同盛！”

柳传志：

将科技产业化进行到底

潘建伟：

让量子信息技术领跑世界

“时势造英雄。柳传志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早一批成功企业家，他们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引领着时代，打造了代表国家
实力和形象的企业品牌，成为时代标签。同时，很多企业家也深受他们理念的影响，学习借鉴甚至超越。今天的荣誉实至
名归。”201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大会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科技产业化的先行者”，联想控股董事
长、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网友有感而发，说出了上述留言。

本报记者 刘晶

2016年8月16日，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升空，它实现了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首次量子通信，也使主导量
子通信科研的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从实验室中走到公众面前，让更多的人了解到
中国在科学前沿技术——量子通信中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2018年12月18日，潘建伟再次成为公众焦点。在北京召开
的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潘建伟以“量子信息研究的创新者”的身份荣获“改革先锋”称号。

本报记者 徐恒

改革先锋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