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 物價的普遍上漲，電動車的原材料價格也隨之上升，鉛酸電
池的重要原材料鉛的價格更是從2006年的不到1萬元每噸一路飆漲
到2007年8月的2.6萬元每噸——這意味 誰能獲得更為低價的原材
料，誰就能在成本上佔有優勢。

「原材料的價格一路上漲，儲存更多的低價原材料就意味 在成
本上佔得了先機。」張天任說，天能由於有 充足的現金，可以購
進大量相對低價的鉛材料，這就大幅降低了原材料上漲帶來的成本
壓力。「僅在原材料上，我們的成本就比同行業的其他廠家低10%
左右。」

對於蓄電池的行業前景，張天任非常看好。他認為，作為汽油、
柴油等能源的替代品，蓄電池必將會從一種工業品，轉化到一種環
保的日常消費品。而就蓄電池本身來說，由於目前鉛的轉換利用率
還達不到50%，還有很大的技術提升空間。「當然，蓄電池行業也
必然會有一個洗牌的過程，產業集中度會越來越高，這就要我們抓
住品牌、技術這兩頭，提高溢價能力，以達到產品升級、成本下
降、良性環保的目標。」看來，對於即將到來的行業洗牌，張天任
也做好了準備。

「經濟危機還可能加劇，從國外到國內，從珠三角到長三角，未
來還可能轉向內地。」張天任說，「我們以前沒有感受到這方面的
壓力，但是隨 內地購買力和消費者購買信心的下降，天能也受到
了一定的影響，但總體趨勢還是增長的。」

「儘管我們困難很多，壓力很大，但公司沒有降薪，也沒有裁
員，甚至還在不斷增加員工，這也是一種社會責任。」張天任堅信
在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支援下，公司會得到更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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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刊

天能集團董事長

削減成本
狠練內功

■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中
央 書 記 處 書
記、中央組織
部部長李源潮
（右四）時任江
蘇省委書記期
間視察天能集
團。

在張天任看來，電動車由於兼具節能及減少污染的優點，廣為各國所採用，在中國，
電動自行車的發展，已成為明日的環保之星。到了2007年，全國的保有量已達到

5,200萬輛，可見其滲透之廣；另外，電動自行車的廢氣排放為零，並擁有低成本、操作靈
活等優點。針對中國環境污染、人口眾多、交通擠塞及基建發展未全成熟等問題，電動自
行車為日常交通提供一個極為簡便的選擇方案。張天任說：「以目前中國個人交通工具的
普及情況，自行車的持有量約為5億輛，摩托車約為1億輛，兩種個人交通工具合計約6億
輛，平均每個家庭便擁有1.4輛的自行車或摩托車，普及率達到140%。反觀，電動自行車
的家庭普及率僅為14.8%，遠遠不及常規的個人交通工具。據全國自行車工業資訊中心預
測，在未來10年內，傳統自行車將逐步被電動自行車所取代。由此可見，電動自行車的發
展潛力極大。」

獨具慧眼 產品引領國際
作為全國最大的動力電池製造商，

天能已經成功實現了由勞動密集型企
業向技術密集型企業的轉型，截至
2008年，天能集團已經連續10年保持
了行業第一的紀錄。

近年來，天能集團一直與浙江大
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高等院校和科
研院所合作，不斷向新型動力電池領
域拓展，重點研發納米材料環保蓄電
池、鎳氫電池、儲能電池、鋰電池、
智慧電子電器以及其他新能源產品，
從而形成以動力電池為主導產業、以
電子電器製造為關聯產業、以新能源

研發為產業儲備的佈局。「新能源的運行和整個儲能還是需要電池來完成，所以我們又介
入了風能、太陽能等能源新產品的研發，基本上今年就可以投放市場。」張天任說：「我
們還在跟科學院探討，是否可以推出像汽車『加油站』一樣的電動車『加電站』，使環保
型交通工具真正普及市場。」據悉，近兩三年內，天能集團已在環保設題上投資了1.2億元
人民幣，廢氣排放低於國家標準，污水排放明顯減少，真正做到了有效益的環境管理，

「企業要做大、做強、做久，就必須把環保問題放在首位，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清
潔型的環保能源公司。」

資金充裕 抗擊金融危機
雖然電池行業整體向好，但天能集團董事長張天任還是很早就意識到「冬天」的來

臨，在現金流、生產成本和技術上下足了功夫。張天任說，世界經濟下滑，宏觀經濟調
控，勞動力和原材料價格的上漲等各種不利因素，都影響 天能集團的發展。而近幾年
來，天能卻依然保持 快速的增長態勢，這並非偶然，張天任踏實的作風和沉穩的個
性，讓天能不僅避過了這次危機，並巧妙地抓住了這次機遇。

現金流是企業的命脈，在企業的冬天來臨時更是如此。」張天任說，2004年之後，天能
集團迎來了一個快速發展期，對資金的需求也更為旺盛。為了籌措資金，2005年開始，天
能就加快了進軍資本市場的步伐。2007年6月11日，天能國際集團在香港主板上市，成為內
地在香港主板上市的第一家動力電池企業。

2007年6月，隨 出口退稅率的
取消和原材料價格的飛快上漲，
張天任敏感地意識到一輪更為嚴
厲的宏觀調控的來臨，企業應該
做好迎接「冬天」的準備。為了
保證現金流的充足，2007年中
期，天能一度推遲了在江蘇沭
陽、安徽蕪湖建辦公大樓的計
劃，同時縮減的還有這兩地的生
產性投資。「確保資金鏈安全的
另一招，是與銀行保持良好的合
作關係。」張天任說，目前，國
有四大銀行以及浦發銀行等商業
銀行，共給予天能17億餘元的授
信額度。

■2007年6月11日「天能動力」在香港聯交所主板成功上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習近
平(左二)時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視察天能集團。

■浙江省省委書記趙洪祝（左三）視察天能新能
源研發中心。

■天能集團董事長張天任（左二）參加上市前的路演。

2007年6月11日，作為「中國動力電池第一股」，天

能動力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成功上市（00819.HK），

掀開了集團發展的新篇章。張天任表示，在香港上市，

給天能帶來的不僅僅是資金，更重要的是在戰略運行上

嚴格按照國際上市公司的要求，「天能已成為國際化企

業，將更廣泛而便利地接觸國際最新生產技術資訊和最

新生產設備，對於企業發展是一次突破性的飛躍；同

時，對解決能源短缺、環境保護等世界性問題，天能所

肩負起的責任也更大了。」

■本報駐浙江記者朱薇、梅婷婷

中國電池工業協會 副理事長

中國自行車協會 副理事長

中國化學與物理電源行業協會 副理事長

中國電器工業協會鉛酸蓄電池分會 副理事長

浙江民營經濟研究會 副理事長

浙江省蓄電池行業協會 會長

浙江省企業發展研究會 會長

浙商理事會 主席

張天任個人名片

■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天能集團淅江基地全景

駿新能源集團有限公司主席唐乃勤，在八十年代以塑膠生

意致富；九十年代是著名地產大王；今天他看準內地能

源業的潛質，投資開採煤層氣及環保項目。在艱苦

歲月成長的唐乃勤認為，每個階段的磨練為他

在商界立足磨練成勇敢堅強的性格，他深信機會

是尋找的，不是別人提供給你的，所以工作要全

情投入才可成功。 ■本報記者 陳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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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刊

駿新能源集團有限公司主席

開採煤層氣
環保項目

來港奮鬥 人生轉捩

唐乃勤早年在內地接受教育及生活，由於父親早逝，全靠母親艱苦地撫養他和姊姊弟
弟，後來唐乃勤趁79年毅然隻身偷渡來港碰運氣；由於在港舉目無親，所以投靠一

位朋友。
「1979年是我人生的轉捩點，從家鄉三水偷渡來港，希望謀求更好的生活，自75年中學

畢業後，我便出來工作，還記得那個年代在家鄉工作，每個月只得十多二十元，生活非常
艱苦。」

當年來港短短一星期，唐乃勤在朋友的介紹下加入了一間塑膠工廠工作，「我可算
是幸運的一群，來港一星期便有工開，暫時解決了當時生活的問題，那時白天工
作，晚上睡在一張帆布床過 『朝拆夜鋪』的生活，由於煮食亦在工廠內，生
活簡單刻苦，所以每個月九百元薪金剩下五百元作儲蓄，以寄錢回鄉，幫
助改善家人的生活。」

自強不息 小本創業
「大陸改革開放後，我雖然人在香港，但仍與

舊同學保持聯繫，他們有的已經在家鄉市
政府當官，記得我向當時的三水外貿局
的處長求助，表示自己擁有塑膠加工技
術，但缺乏資金，想找伙伴借貸創業起
家。」唐乃勤道出自己的成功之道！「做人一定要有信心，
我在香港塑膠廠工作期間，已掌握了塑膠業的生產，碰巧有廣州市做外貿生意的朋友在內
地開工廠，他終於提出合作開辦塑膠廠，由朋友出錢三十萬，他則負責技術及管理。」

唐乃勤深信每個人勤奮工作是有回報的，回憶起早年奔波的日子，他娓娓道來：「我的
第一桶金便是憑這次機會賺取的，故此繼續利用賺回來的錢與朋友合資開廠，最高峰時我
與拍檔在廣州及三水共有六間塑膠廠，業務範圍包括製衣、家庭電器、塑膠、鈕扣及皮具
等；由於在內地開廠，人工及廠房皆比香港便宜。」

當年一個月有二十多天上內地廠房，其餘時間則在香港公司聯繫採購原料。
個性堅強、自信十足的唐乃勤稱，當年已

深信自己將來可成就一番事業，「這個處長
被我的誠意打動借錢給我，我承諾憑一台機
塑膠機器在兩個月內為他賺回六十萬元，成
功打響塑膠生意的門路；當時塑膠原料大
旺，工廠的生意非常火紅，因此在這段時間
已可年賺數百萬元。」一年間他的身家已達
三千萬元，那時只是1982年的事。

置業啟發 轉攻房產
1985年是另一個令唐乃勤難以忘懷的年

份，當年他人生第一次置業令他明白香港地
少人多，對住屋的需求量大，加上中國人傳

統觀念有安居樂業的心態，均令他感到投資地產行業比投資其他行業的利潤更高。
「我在當年開始投資地產，以十多萬元購入荃德花園四百餘呎單位，後來於1986年以一

百三十多萬元價錢購入沙田華翠園一千三百六十呎單位，一年後就以三百六十萬賣出，
回想做廠雖然可年賺百萬，但始終回本期長，而且管理費神，當時反觀地產卻可以短時
間內賺錢。我開始將大陸廠房的股權出讓，將資金轉作投資地產；時至1991年，不少內地
資金欲來港尋找投資出路，我於是聯同鄉親及一些廣州朋友創立協望集團，以投資地產
及貿易。」

嘗盡甜頭 全情投入
有見及此，唐乃勤決意將事業轉攻投資香港房地產，那

時他為了專心物業投資籌集資金，便將大陸的六間塑膠廠
賣掉，全力留意樓市，其後他又與另外的中資集團組成興
達集團，那時唐乃勤在半山豪宅及港九甲級寫字樓的多項
投資均獲利甚豐，在1995年後有段時期，他每天工作就是
睇樓。當時只要有單位放盤，漏夜也會驅車前往，更瘋狂
的是有過億的豪宅唐乃勤未曾看過就決定購入，所以他靠
投資樓市發達的故事，早年不斷被媒體刊登。

眼光獨到 獲利甚豐
九十年代樓市風光無限，後來唐乃勤也將資金轉到房地

產方面作投資，由於他眼光獨到，能令賺回來的資金增
長，使公司進帳了豐厚的利潤。令唐乃勤最引以為傲的買
賣，是炒賣九龍行，當時他以五億元購入，連建築圖則都未看過就簽約，其後不足一年內
以九億元售出，利潤接近一倍，這些物業投資，唐乃勤強調除了賺錢外，也證明了自己的

眼光，「那種滿足感簡直是難以言喻。」對
於地產投資，唐乃勤認為炒賣物業的秘訣就
是要快，否則隨時被競爭對手捷足先登。

「當時的我十分留意各類物業資料，所以當有
潛質物業，就可即時作出決定，所以我往往
能在一天的時間內買下來，主要是因為我知
道地產投資最重要是貨如輪轉。」

一年投資香港房地產買賣高達五十億元的
唐乃勤一直堅持「不怕買貴、最怕買錯」的
宗旨，所以他收購物業時，遇到有大手交易
均會親自到場，以最短的時間交易。

直至九七年金融
風暴後，香港樓市
大幅回落，唐乃勤
靜極思動，及後他
又乘 科技網絡熱
潮投資數個網站，
雖然科網於2000年
爆破，「但我投資
的其中一個交易網
站仍營運到現在，
經歷多年證明我對
科 網 的 眼 光 也 不
差。」

現時唐乃勤為駿
新能源集團（00091
）有限公司主席，
公司主要業務是開
採煤層氣及環保項
目的投資；為一家
投資控股公司，而
其附屬公司主要從
事能源及科技相關

業務。公司董事局主席唐乃勤表示，公司一直物色與能源相關的
投資機會，旨在拓寬公司的收入來源。

唐乃勤替公司改名時，就想到「駿」字，因為駿馬跑得快，要
勉勵自己都跑快點；而個「新」字就符合公司的新業務——新能
源。「有一次我和拍檔在內地，看見很多城市的能源還是燒煤，
既污染又有毒性；中國十多億人，只有百分之二至三的人採用清
潔能源，覺得將來是個很大的市場。」

做事幹勁十足的唐乃勤，看好在內地經營天然氣「上游市
場」，「能源業務絕對具潛質，因為內地需求趨勢，造就天然氣
龐大市場，而且又符合環保潮流，更可為社會作出貢獻；現時收
購重慶等四個城市供天然氣的公司進軍內地市場。」

駿新能源預計在現有煤層氣田開發20至30口井，唐乃勤對未來
的項目進程以及貸款情況表示樂觀，指該項目屬國家重點扶持項
目，財政部及地方政府將對工程進行補助，且銀行信貸較其他行
業容易，並指與內地現有將近1 億元的貸款項目正在洽談之中。
集團目前手頭現金有9000萬元，亦正與數間基金及銀行洽談項目
融資安排，將盡快落實細節。

愛閱富豪傳記啟發思維
唐乃勤乃馬主，但他自言對賭馬的興趣不大，亦甚少參與其他

賭博，他表示加入馬會只是希望認識更多朋友，他表示最大興趣
是打高爾夫球及看書，他特別喜愛閱讀一些講述白手興家富豪的
書本，希望從中獲得啟發，「我還有一個習慣，就是焗桑拿後浸
入冰水，這樣可以令思想冷靜及身體更強壯。」

唐乃勤事業有成，擁有相當的財富，但不忘回饋社會；他曾捐
資千萬在家鄉廣東三水興建學校、醫院、公路及橋樑等項目，務
求令更多人能受惠。唐乃勤更出任廣東三水區政協常委、佛山市
榮譽市民、遼寧省瀋陽市政協委員、中華海外聯誼會第三屆理事
會理事、曾經擔任第八屆中華全國青聯委員、2000-2001年度曾為
香港保良局總理，同時亦捐錢興建香港保良局唐乃勤中學。

■唐乃勤是馬主，愛馬之情反映在替公司
改名也起用「駿」字。

■唐乃勤認為能源業務深具潛質。

■唐乃勤辦公室貼有「水律
五訓」的管理規條。

第八屆中華全國青聯委員

廣東三水區政協常委

香港保良局總理（2000-2001）

香港保良局唐乃勤中學校監

佛山市榮譽市民

遼寧省瀋陽市政協委員

中華海外聯誼會
第三屆理事會理事

唐乃勤個人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