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继臣（中）为全国山东商会第九届联谊大会题写“大道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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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代广 实习记者 李葳

2020 年 8 月 12 日，“中国人物：刘继臣

品牌价值专场研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呼中陶，中国人生科学学会会长、《中华名

流》杂志社总编辑关山越，中央电视台《品

牌影响力》栏目主任、总制片人黄裕欢，中

国齐鲁文化促进会秘书长李明，华德榜创

始人、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

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宋向清等参加

了研讨会。

宋向清在致辞中说：“这是华德榜为企

业家举办的第一场专场研讨会，旨在向社

会说明两点：一是榜样就在身边，标杆就是

邻居，向能够近距离接触的社会精英学习，

华德榜可以为大家提供生动感人的活教

材。二是企业家既可以是最有钱的人，也可

以是最值钱的人，最具有社会奉献精神的

人。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是最应该受到

尊重的人，最应该得到赞誉的人。”

成为华德榜企业家第一场研
讨会主角，刘继臣个人品牌
价值达到 3,954,284,442元

在研讨会现场，华德榜自然人品牌价

值测评系统对刘继臣进行了现场测评。

关山越一键启动自然人品牌价值测评

系统，自然人品牌价值测评课题组现场对

刘继臣的资料信息进行录入并计算品牌价

值，在众人紧张的期待中，刘继臣的品牌价

值为 3,954,284,442 元人民币。

黄裕欢宣读了刘继臣品牌价值鉴定

辞，内容是：在河南和山东商界，他是名人；

在河南和山东政界，他是红人。他是第一个

将麦当劳引入河南的投资人，他是最早将

国际一线奢侈品品牌引入河南的企业家。

他是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桥梁，他是资本与

项目牵手的媒介。他直接参与了郑州商战，

他是河南现代商业文明的重要奠基者。他

叫刘继臣，一位兼具书法才艺与商业智慧

的企业家。

河南省九商联盟秘书长何玮对刘继臣

进行了专题介绍：刘继臣出生于山东梁山，

既有孔孟儒家思想的涵养，又具有梁山好

汉的忠肝义胆，是标准山东人的形象代表。

几十年以来，他以诚信为本，利国利民，不

仅有精彩绝伦的经济运作手段，还是名副

其实的招商大使。他狠抓企业管理，五年时

间内先后在郑州市建立 68 家连锁店、17 家

分公司、一家大酒店、一家大型购物中心，

资产总额上升到近 10 亿元，荣获“郑州市

劳动模范”、“河南省新长征突击手”、“河南

省优秀青年企业家”称号，获得经济学博

士、市场学硕士，是郑州市人大代表。

呼中陶说：华德榜引领精神文明的初

衷和定义，体现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华德榜

也是老百姓的期待，能更真实地反映一个

人的本质，对国对党对民都是有利的好事，

功在千秋利在当代。华德榜评选出来的人

物真实可信、贴近生活，是我们学习的榜

样。

黄裕欢说：我觉得在刘继臣身上深刻

体现出了扶危济贫、忠义两全的梁山文化，

我希望能和华德榜合作，把华德榜评选出

来的一些影响全球的华德人物和他们的故

事讲给全世界听，邀请刘继臣做客我们《品

牌影响力》演播厅，把他的故事讲给全世界

听，体现我们栏目的初衷：时代造就人物，

人物影响时代。

刘继臣在发表感言时说：感谢华德榜为

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山东人讲究仁义、诚

信和知恩图报，能得到这样一个荣誉，我感到

非常荣幸，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我将借这次机

会继续努力克服万难，奋斗终身。

闪光的成长足迹，精彩的经济
运作，刘继臣被称为“重情重

义、乐于奉献的当代及时雨宋
江”

在广袤的中原大地，在全国山东老乡

圈，提到刘继臣，豪爽、正直、高大、厚道，齐

鲁骄子，山东好大哥，有口皆碑!
刘继臣 16 岁从山东老家到河南安阳

当了煤矿工人，曾创井下 8 小时装煤 57 吨

高记录。19 岁成为劳模，28 岁成为正县级

干部，33 岁成为副厅级干部，大都是破格提

拔。

2016 年，在中国齐鲁文化促进会青岛

年会上，上将张文台讲话时说道：“刘继臣

一身正气，重情重义，乐于奉献，是典型的

当代及时雨宋江，山东人的杰出代表! ”

刘继臣出生在山东省梁山县黄河岸边

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年幼丧母，一家人生

活极为艰难。命运的坎坷，磨练了他的意

志，年少的他就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背负

的比别人多比别人重，其父亲在当时当地

是最有文化、也是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人。

父亲给他们定的家训是：一等人忠臣

孝子，两件事读书、耕耘。因此，以两种思想

和家训为基础，形成了他的人生观和世界

观。他最崇尚的两个名词，一个是正气凛

然，一个是一丝不苟，做人正派，一身正气，

满满的正能量。

几十年来，刘继臣按照党员领导干部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忠于党，忠于国家和人

民。凡有利于国家、社会和人民的事就干，

反之就坚决抵制，在党国重大问题上从不

含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一身正气。

刘继臣做人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几

个不交：即不忠于国家和不孝敬父母的不

交；人品不好，心术不正的不交；不讲信誉

的不交；搞歪门邪道、坑蒙拐骗和瞎忽悠的

不交……积极弘扬爱国、爱人民的伟大精

神，认真传承齐鲁文化，正正派派做人，实

实在在做事。

1986 年，刘继臣任安阳地区多种经营

办主任时，地区直属的土产公司、日杂公

司、果品公司、废旧回收公司和贸易货栈五

个公司经营的上万种商品除废钢铁是“双

轨制”外，其他全被放开，成为三类商品进

入市场，四个公司亏损严重，步履艰难，地

委领导决定任命刘继臣兼任这五个公司的

总经理。在他的辛勤努力、精心运作下，三

个月完成了全年计划，五个公司全部扭亏

为盈，年内实现了满堂彩。

1992 年 7 月 12 日，一纸调令将年仅

39 岁的刘继臣推上郑州华侨友谊公司总

经理的位置上，此时的友谊仅有 923 万元

国有资产，却有 4690 万元负债，原总经理

辞职，企业关门停业，职工下岗回家达两年

之久，帐面仅有几百块钱，沉重的困难压在

刘继臣的背上。

经过几番调查研究、深思熟虑之后，刘

继臣理清了思路：要想在新一轮商战中获

胜，必须做到“人有我无，人无我有”，实现

商业上的“差异”论。很快，省会第一家大规

模专营高档名牌商品的郑州友谊商店总店

复业了，当天盈利 17 万。

自此，刘继臣又率先在河南倡导连锁

经营，不足三年，由一个单店发展成为拥有

68 家商店、17 家分公司的大型连锁集团公

司。原国内贸易部中友集团组织全国友谊

系统的 100 多家老总来郑观摩取经，称赞

刘继臣为国有商业走出困境探索出一条新

路子。

企业发展了，就要为国家分忧，为政府解

困，1994 年至 1998 年，友谊先后收购、安置

了郑州市工贸中心、市二百公司、市童装厂、

市东方大酒店、市华夏公司的 3000多人。

友谊大厦准备启动时，刘继臣又组织

了一次图纸拍卖门面房，每平方建筑面积

拍到 20 万天价，一下午收现金 4000 多万，

时任中国房地产协会秘书长给他打电话

说，这个价与香港中环不差上下，开了中国

房地产先河。不久，刘继臣被中房协评为

“中国房地产营销十大策化师”称号。

刘继臣是名副其实的“招商大
使”，是积极维护会员企业合
法权益、争创一流的商会会长

在河南商界，一提起招商引资，大家总

是能想到刘继臣，是他和他的团队，日夜奔

赴招商引资的前线，一是为自己企业招商；

二是帮助河南和郑州招商。成功引进麦当

劳、肯德基、大润发、沃尔玛、北京国美、苏

宁电器、北京迪信通、台湾数码汇、长远手

机连锁、厦门鼓浪屿、香港佤侈国际等国内

外知名企业，不仅繁荣了郑州市市场经济，

同时也使企业自身竞争力大大提升。

友谊固定资产由 923 万元猛增到数十

亿元；由过去单一商店发展为集商贸、房地

产、生产加工、酒店、广告装潢为一体的大

型商业集团，年实现销售近 30 亿元，成为

河南全省唯一跻身“全国零售百强”的国有

企业。

刘继臣八下香港，3 个月拿下世界快餐

“巨无霸”麦当劳，2000 年 3 月 16 日，麦当

劳正式宣布与郑州友谊商业集团公司联合

组建河南麦当劳餐饮食品有限公司。麦当

劳史无前例地在河南创造了 3 个第一：仅

用 3 天时间便签订合作协议，时间之快，堪

称第一；与郑州友谊签订合作意向 25 年，

时间之长，堪称第一；麦当劳友谊餐厅面积

之大，目前在中国内地堪称第一。

2000 年 7 月 28 日，麦当劳河南第一家

旗舰店在友谊广场隆重开业，目前河南店

面已达 100 家。

此后，国内最大的家电零售业北京国

美落户友谊，素有国内手机零售航母之称

的北京迪信通开进友谊，国内电脑商城的

领导者“台湾数码汇”进驻友谊，中原最大

的金鑫珠宝城在友谊闪亮开幕，国内面积

最大、品种最全、价格最优的家易家羽绒服

广场在友谊隆重开幕，他们与江苏苏宁电

器有限公司签约、中原首家 3C+旗舰店在友

谊广场震撼开业。

这期间，他四上北京，说服北京恒泰投

资公司投资 4.8 亿多元人民币，完成了田园

酒店的改造和东明路市供销社商业大厦重

建；三赴深圳，使香港知名的品牌连锁企业

ITAT 在郑百大楼和泰隆落户。

河南省山东商会 2008 年成立，刘继臣

连任两届会长，成立党委后，又兼任党委书

记，在他的带领下，河南省山东商会成为叫

响中原、誉满天下的一流商会。

商会成立初始，刘继臣提出“奉献河

南、反哺山东、服务全国、合作世界”和把商

会办成各级政府的“第二招商局，第二劳动

就业局，第二商业银行，第二慈善总会”的

大构想。

截至目前，全省 18 市已有 16市成立山

东商会，会员企业达 5000 多家。

自 2015 年 4 月首次举办“全国鲁商精

英洛阳行”轮值开始，至今举办了开封“赏

菊花 叙乡情 促发展”联谊会、“度中秋 迎

国庆 游焦作”、“百名鲁商新乡行”、“百名

鲁商商丘行”、“百名鲁商南阳行”、“百名鲁

商信阳行”、“百名鲁商济源行”、“百名鲁商

郑州行”、“百名鲁商三门峡行”等活动。

据统计，通过刘继臣引进河南、引进郑

州近百家企业，引进资金 2000 多亿元，在

河南发展连锁 500 多家，创造就业岗位 30
多万人，年上交税金 30 多亿元左右；反哺

山东成效显著，一是帮助招商引资企业 30
多家，二是动员会员企业返乡投资、返乡创

业 20 余家，招商引资和反哺投资 1000 多亿

元。

2011 年，在豫的山东、山西、浙江、江

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加川渝九省商会

会长商议，决定成立九商联盟，大会以无计

名投票方式选举刘继臣为九商联盟主席，

目前，已有 21 家在豫的省级商会加入九商

联盟，会员企业约 12 万余家。

刘继臣说，我当一天会长，就不会让老

乡会员受冤枉气；老乡老乡，有忙必帮，有

忙不帮，枉称老乡。他郑重做出“只要会员

提得出，我们就能办得到”的承诺，紧紧围

绕商会使命，始终把维权、服务放在首位，

维护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协调解决有关

具体困难和问题，全心全意为会员服务。

十几年来，为会员企业解决资金 10 亿

元，并把自己一个多亿资金借给困难会员，

接待和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千余次，帮助企

业解决困难和问题不计其数，其中上亿元

的就有 20 多起，努力做到事事有人管，件

件有着落，为会员企业挽回损失和创造效

益 30 亿元以上，有力助推了企业的健康发

展。

河南省山东商会自成立以来，主动承

担社会责任，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关注农村

贫困地区，大灾大难面前，奉献爱心，回报

社会。动用各种资源累计向学校、灾区及困

难群众捐款捐物 2 亿多元，充分彰显鲁商

的博大情怀和优秀品质，赢得社会广泛好

评。

2020 年初，疫情爆发后，河南省山东商

会紧急动员会员企业，万众一心，众志成

城，讲政治，顾大局，截至目前，在豫鲁商义

捐金额达到 928.82 万元。

刘继臣：
中国“华德榜人物品牌价值专场研讨会”第一人

在“中国人物：刘继臣品牌价值专场研讨会”现场，刘继臣（左二）接受央视

记者采访。

刘继臣（中）与部分亲朋好友在“中国人物：刘继臣品牌价值专场研讨

会”现场合影。

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右二）、时任省长龚正（左二）、统战部长邢善萍（右一）与刘继臣（左一）在一起。

刘继臣在“中国人物：刘继臣品牌价值专场

研讨会”上发表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