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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从母胎中呱呱坠地的时候，我们获得了宝贵的生命；当我们历经数十年苍桑岁月，走到人生尽头的时

候，我们又会失去宝贵的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而言只有一次，无论是伟大还是平凡，无论是高贵还是卑微，

无论是长寿还是短命，毫无疑问－－它只有一次。这是残酷的现实，也是客观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最近我痴迷于一首歌，歌名叫“怒放的生命”。每当我听到那激越的旋律，听到歌手汪峰用苍凉的歌喉唱出

那悲怆的歌词，都有一股热流在我心中涌动，都有一个生命的呐喊在我耳边萦绕。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

我想要超越这平凡的生活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

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

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

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

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

我觉得，这首歌仿佛是为万乘量身打造的，它深刻地描述了万乘创业５年所走过的风雨路，它大气磅礴地阐

释了万乘人生命的内涵。

是的，成立于２００８年１月的万乘，在她诞生只有８个月还很弱小的时候，一场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席卷

全球。５年创业路，５年风雨如晦，５年与重重危机如影随形，我们走的何其艰难。两次跌入低谷，三次业务转

型，我们曾经多少次迷失了方向，我们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我们曾经多少次折断了翅膀，我们曾经多少次扑

灭了梦想。但万乘人凭藉着坚强的信念，凭藉着对梦想的追求，凭藉着坚韧不拔的斗志，不言败，不放弃，栉风

沐雨，筚路蓝缕，一路走到今天，终于走出一片新天地。

在这个奋斗过程中，每个万乘人的生命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我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在抛妻别子，去远方

创业的时候，我们也会深情地怀念故乡，怀念亲人；在感到彷徨和迷惘的时候，我们也曾冒出放弃的念头；在受

到各种利益诱惑的时候，我们也曾有一丝私念闪过；在跌倒和受伤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痛疼……

最可贵的是，我们经受住了这些形形色色的考验，从而使我们的生命得到了极大的升华。那些年长的人，生

命变得如秋水般沉静，充满睿智；那些年轻的人，生命变得如夏花般灿烂，充满激情。这，就是万乘人想要的生命。

今年８月我去湖南出差，一个姓陈的公司员工问我：“您也不年轻了，又不缺钱，这么辛苦图什么？”我很

平静地告诉他：“不图什么，我在追求生命的高度！”是的，生命不但有长短，也是有高度的。寿命的长短你无

法决定，因为它操之于命运之手，但生命的高度，你是可以决定的，因为它取决于你对生命的态度。

有的人庸庸碌碌，尸位素餐，即便活到一百岁又什么价值！不过是行尸走肉罢了，这种人的生命高度只能在

海拔以下；有的人壮志凌云，追求卓越，贫贱不能移其志，失败不能挫其勇，轰轰烈烈走完一生，也许寿命很短，

也许没有成功，但他的生命高度绝对是万众仰视的珠穆朗玛峰。

 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曾讲过一段很精彩的话：“最精彩的人生是到老年的时候能写出一部回忆录，自己

会因为曾经经历过的生命而感动；会感动别人继续为生命的精彩而奋斗，这时我才能说，我的生命很完美，我才

能说，只有被自己感动的生命才会精彩！”

朋友们，兄弟姐妹们，５年了，１８２５个日日夜夜，我们携手走在一条充满坎坷、艰难汝困的创业路上，

生命之花在荆棘之中顽强绽放。５年来，你们的付出，你们的艰辛，甚至你们的心酸我都看在眼中，记在心里。

我为你们感动，我也为自己感动。从今天开始，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不是我们很坚强，而是我们别无选择。

我一直认为我的生命只有两条路：要么赶快死去，要么精彩的活着！

我始终坚信一个真理：人生总是要向前走的，只要不放弃，只要坚持，终能守得云开见日出，终会到达我们

梦中的伊甸园。

让我们共同期待梦想成真！

让我们共同赞美怒放的生命！

万乘金融服务集团 

CEO 总裁   韩 晓

   

怒放的生命



万 乘 愿 景 做中国最卓越的金融服务外包商。

万 乘 使 命 让消费者和合作伙伴享受最优质的金融服务。

万乘价值观 超越     融合    仁德     分享

Our Vision
To be China's most outstanding financial services outsourcer.

Our Mission
Provide the bestfinancial services to those whom in needs.

Philosophy
Innovation  harmony  reputation  enjoyment.

万乘精神

我们是一个由公司管理层和风险投资共同创建的合伙制企业。管理层

坚信应该与全体员工分享公司的成功；每一名员工都有机会成为企业的主

人，从而实现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个人价值与企业价值的

同步提升；我们相信主人翁精神是引领我们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是创业型企业，所吸引的人才往往都具有创业者的共同特质：富

有激情、敢于冒险、自我激励、善于利用资源；在商场上，我们是优秀的

战士，在工作外，我们是一群热爱生活的普通人；我们享受自己所创造的

工作环境：自由追求个人的主张，自我规划职业生涯的每一个阶段；我们

致力于成为自己所在专业领域的最佳，而不是仅仅追求短期利益。

我们以追求卓越的态度对待所从事的每一件事；我们的员工都具有高

度的奉献和追求精神，而那些安做第二的人在这里将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我们是一个学习型的企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是我们事业的基础；我们每一

个人都在不断地学习和求索，只有这样，才能精益求精，不断进步与成功。

我们强调团队合作精神，我们衡量成功的标准不仅仅是个人对企业的

贡献多少，而在于是否能够帮助其他团队成员共同进步；我们通过知识分

享让个人与企业共同获得成功；我们坚信最好的沟通应该是自发、诚恳和

实时的。

我们对每一个员工都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应该象一个大家庭的成员般

彼此关爱、相互忠诚；我们坚信世界上最珍贵的不是金钱，而是爱心 。 

万乘金融服务集团(WFSG)由著名风险投资——今日投资与创业团队共同投资创

建，专业从事银行外包业务。集团自2008年成立以来，根据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

趋势，借鉴国际先进金融服务理念，面向全国，立足地区，致力引领中国金融服

务业的发展。

万乘金融服务集团的业务范围包括服务外包和产品外包两个方面。服务外包主要

是：为银行及非银贷款机构信用卡违约及个贷不良提供解决方案，承担银行及非

银贷款机构贷款客户的征信调查、资产管理、客户关系管理，同时，为企业应收

帐款提供解决方案，并为企业提供信用报告；产品外包主要是：为银行组织消费

贷款客户资源、提供融资性担保服务、为终端客户提供融资及理财咨询服务。目

前集团已在全国40个城市设立了43家分支机构，是中国大陆最大的金融服务外包

商。万乘以卓越的外包能力、专业的风控水准赢取信任，以周到的流程设计、贴

身的客户服务创造价值。

Wansun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WFSG) founded by well-known venture 
capital-Today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ial team, is specializing in bank 
out-sourcing business. Since its founding in 2008, WFSG corresponding China’s 
financial market trends,taking advantage of advanced concepts of financial 
services abroad, is targeting to lead China's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from 
Guangdong district to the whole country.

WFSG is engaged mainly in services outsourcing and products outsourcing for 
banking and nonbank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utsourcing is mainly including 
the card defaults and personal bad loan solutions, borrowers’ credit investigation 
, asset management and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 commercial bills 
collecting and providing credit report. Products outsourcing is mainly including 
consumer loan agency services, financing guarantee services, financing and 
financial consulting services. With 43 branch offices around 40 cities, WFSG is 
the largest financial services outsourcing provider in China. Wansun got the 
trusts with its’ excellent outsourcing capabilities and professional risk control 
level. And also it had created great value for the customers by its’ customized 
engineering and personal customer service.

 

 INTEGRITY AND HONESTY
These qualities are the cornerstones of a successful company culture, 
providing a foundation of respect both for others and for ourselves. 
Integrity and honesty guide us in all our business endeavors with 
customers, suppliers, or colleagues. We look for these values in the 
people we hire and do our best to foster them in our day-to-day work.

MUTUAL TRUST AND RESPECT
Many organizations temper their effectiveness through hierarchy and 
one-way communication. We strive to avoid this trap by encouraging 
direct communication throughout all levels of the company and by 
soliciting constructive criticism where appropriate. We keep our 
commitments, deliver the results we promise, and tell the truth.

RESULTS ORIENTATION AND PURSUIT OF EXCELLENCE
Business results are our bottom-line objective. We believe that what 
gets measured gets accomplished, and we strive always to make our 
results measurable. We intend to bring the values of excellence to all 
locations where we do business, pursuing high standards of 
professionalism, accoun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We encourage our people to take risks, always looking for new ways to 
break the rules of our industry. We pursue knowledge, challenge 
conventional wisdom, and learn from our mistakes. We prize flexibility, 
speed, and learning.

TEAMWORK
Without teamwork, we will accomplish nothing. We share know-how, 
responsibilities and rewards, and support each other to reach common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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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伯权 (Richard Hoo)，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曾任广东

乐百氏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今日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万乘金融服务集团董事长。国内著名企业家，乐

百氏企业创始人。何伯权先生是我国最早的为数不多的

成功企业家，是对现代企业管理和市场经济有深厚认识

的佼佼者。他于2004年创办今日投资公司，专门从事于

风险投资领域风险投资。

石闵建 (Martin Shi)，早年毕业于上海交大海洋工程专

业，1995年取得澳洲麦格理大学财务管理硕士学位。曾

就职于著名的跨国企业联合利华和法国达能集团，任亚

太区财务总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便受派中国大陆

参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工作，先后参与多家企业并购。

现就职于今日投资公司，任董事、总经理；万乘金融服

务集团董事，从事零售业、服务业和风险投资项目管理

工作。

今日投资是中国最成功的风险投资之一，也是全球最卓越的中国投资基金之

一。在中国已有10年的成功业绩，现已投资包括医疗、金融、电子商务、连

锁零售等十多个项目。其提供的资本背景、行业资讯和企业上市经验是万乘

成功的重要保障。

投资组合：

7天连锁酒店集团
（美国纽交所代码：SVN）

第三方理财公司诺亚财富
（美国纽交所代码：NOAH）

体检健康管理机构爱康国宾

OFFICEBOX办公用品超市

在线钻石销售九钻网

全国食品连锁店久久丫

金融服务商万乘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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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8日      陕西万乘投资有限公司开业，此日期被确定为万乘金融服务集团成立纪念日

2007年11月19日 创业团队与今日投资签订合作协议

2007年12月2-3日 万乘金融服务集团筹备工作会议在古城西安召开，是次会议被喻为万乘的“一大”

2008年5月12日 万乘金融服务集团总部从成都迁至深圳，标志着集团发展站在了新的起点

2008年6月8日 万乘金融服务集团网站正式开通

2008年6月16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开业

2008年6月20日 万乘金融服务集团全国统一客服热线400-678-6677正式开通

2008年7月1日 颁布实施《万乘金融服务集团基本法》

2008年8月20日 山东万乘投资有限公司开业

2008年11月19日 北京万乘时代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开业

2009年1月8-11日 万乘金融服务集团在深圳举行成立

   一周年庆典暨2009年经营工作会议

2009年2月13-19日 “万乘之星”表彰大会暨首届潜龙培训班在海南三亚举行

2010年1月8-11日 万乘金融服务集团在三亚举行成立两周年庆典暨2010年经营工作会议

2010年3月19日 青岛万乘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开业

2010年3月25-30日 “万乘之星”表彰大会暨第二届潜龙培训班在云南丽江举行

2010年6月23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开业

2010年7月6日 南宁市万乘伟业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开业

2010年9月28日 武汉万乘东方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开业

2010年10月19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开业

2010年12月22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开业

2012年2月17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开业

2012年2月18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开业

2012年3月22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开业

2012年3月23日 “万乘之星”表彰大会暨第四届潜龙培训班在福州举行

2012年3月29日 苏州蓝莓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业

2012年4月24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开业

2012年5月8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开业

2012年6月18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开业

2012年7月4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开业

2012年7月18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开业

2012年8月30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开业

2012年9月17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开业

2012年11月22日 南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开业

2012年12月4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开业

2012年12月6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开业

212年12月18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荣获国际认证组织UKAS的  
 ISO9001质量认证，并获得认证证书

2012年12月26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开业

2011年1月7-12日 万乘金融服务集团成立三周年庆典暨

   2011年经营工作会议在云南丽江举行

2011年2月28日 合肥万乘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开业

2011年3月26—28日 “万乘之星”表彰大会暨第三届潜龙培训班在浙江杭州举行

2011年5月6日 大连万乘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开业

2011年6月21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开业

2011年7月19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开业

2011年8月10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开业

2011年9月20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开业

2011年10月20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开业

2011年11月8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开业

2011年11月28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开业

2008年1月12日 沈阳万乘世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开业

2008年1月18日 四川万乘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业

2008年1月20日 重庆万乘百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业

2008年1月26日 福建万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业

2008年1月30日 江苏万乘沃德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开业

2008年2月15-16日 万乘金融服务集团2008年经营工作会议在“天府之国”成都召开

2008年3月26日 湖南万乘投资有限公司开业 2012年1月7-11日 万乘金融服务集团成立四周年庆典暨2012年经营工作会议在广西桂林举行

万乘之

2013年1月7—11日 万乘金融服务集团成立五周年庆典暨2013年经营工作会议在广东深圳举行

2013年1月8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实行战略分设，正式

分拆为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和深圳万乘东方投资有限公司，

万乘集团的发展从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2013年2月20日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开业

2013年3月6日 广州万乘信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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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乘集团总部

集团行政人事部  

总经理  刘润东  

集团总裁室  
首席财务官  雷 波    

集团运营及风控部
总经理  马长海  

集团信用管理部  
总经理  武传宏  

集团总裁室总裁  韩 晓    

集团总裁室    

副总裁  胥威强  

万乘               片

集团投资银行部  

总经理  张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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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乘集团总部

集团信息技术部  
总经理  徐靖宇  

集团信用管理部  
培训总监  侯晓飞  

集团运营及风控部    

负责人  吕寿焘  

万乘               片

集团商帐管理事业部

总经理  陈海涛  

集团财务管理部  

副总经理  任 妍  

集团商帐管理事业部  
副总经理  乐尼亚  

集团品牌管理部
总经理  莫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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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万乘

SHENYANG

辽宁万乘

LIAONING

四川万乘

SICHUAN

四川万乘  

副总经理  董 萍  

四川万乘  
常务副总经理  程冬华  

四川万乘  
总经理  胡晓威  

沈阳万乘  
总经理  谢 炎  

陕西万乘

SHANXI 大连万乘

DALIAN

陕西万乘  

总经理   郭光旭  

陕西万乘  

副总经理  张 斌  

万乘               片

辽宁万乘  

总经理助理  王新峰  

大连万乘  

总经理助理  高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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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万乘百年

重庆万乘

CHONGQING

CHONGQING

福建万乘

FUJIAN

重庆万乘百年  

总经理  高 芸  

重庆万乘
总经理助理  杨 伟  福建万乘  

总经理  唐 峰  

成都万乘

CHENGDU

福州万乘

FUZHOU
厦门万乘

XIAMEN

南充万乘

NANCHONG

成都万乘  
副总经理  胡庆梅  

福州万乘 / 厦门万乘  

总经理助理  梁 华  

万乘               片

南充万乘  

总经理  邓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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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万乘

GUANGZHOU

深圳万乘

SHENZHEN

青岛万乘

QINGDAO

湖南万乘

HUNAN

青岛万乘  
总经理  崔明绪  

深圳万乘  

总经理助理  杨 帅  

万乘               片

广州万乘  
负责人  段学满  

JIANGXI
江西万乘

湖南万乘／江西万乘  

总经理助理  孙 云  

江苏万乘

JIANGSU

苏州万乘

SUZHOU

江苏万乘  

副总经理  饶 凡  

苏州万乘  
总经理助理  郭宝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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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乘

BEIJING 山东万乘

SHANDONG

山东万乘  

总经理助理  周 媛  
北京万乘  

总经理  刘国梁  

北京万乘  总经理助理  孙 东  

北京万乘  

副总经理  龚 民  

万乘               片

山东万乘  
总经理  武传宏  

南宁万乘

NANNING

南宁万乘  

总经理  胡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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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万乘

HENAN

杭州万乘

HANGZHOU

宁波万乘

NINGBO

武汉万乘

WUHAN

昆明万乘

KUNMING

广西万乘

GUANGXI

杭州万乘/宁波万乘  

总经理  周卫平  

武汉万乘  
总经理助理  韩 超  

昆明万乘  
副总经理  熊学火  

河南万乘  
副总经理  俞 翔  

万乘               片

宁波万乘  
副总经理  李 兵  

广西万乘  
总经理助理  谭运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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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万乘

HEFEI
贵州万乘

GUIZHOU

宁夏万乘

NINGXIA

石家庄万乘

SHIJIAZHUANG

合肥万乘  
总经理  孙 宇  

万乘               片

石家庄万乘  

总经理  武传宏  

石家庄万乘  
总经理助理  谢庆标  

宁夏万乘  
总经理助理  文 攀  

贵州万乘  
负责人  段学满  

贵州万乘  
业务总监  李国福 

SHANGHAI
上海万乘

上海万乘  

总经理  张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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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万乘

JILIN
黑龙江万乘

HEILONGJIANG

青海万乘

QINGHAI

天津万乘

TIANJIN

万乘               片

吉林万乘／黑龙江万乘

总经理助理  刘晓鹏  

天津万乘
总经理  马长海  

山西万乘

SHANXI

甘肃万乘

GANSU

海南万乘

HAINAN 海南万乘  
总经理助理  李章平  

甘肃万乘／青海万乘  

总经理助理  张 廷  

SUZHOU
苏州蓝莓

Blueberry Capital

苏州蓝莓  

总经理  张
 磊

  

山西万乘  
副总经理  王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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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乘金融集团五周年庆典

2008·01·08～2013·01·08 中国·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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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乘金融集团五周年庆典

2008·01·08～2013·01·08 中国·深圳

30   万乘金融 WANSUN FINANCIAL  Jan 2013 万乘金融 WANSUN FINANCIAL  Jan 2013   31



32   万乘金融 WANSUN FINANCIAL  Jan 2013



2013年1月  总第15期

2008·01·08～2013·01·08

纪念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