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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江：老家虞城县稍岗镇，2013年创办钢
钢网，3 年时间成为国内首家登陆新三板的钢
铁电商，如今网站估值达到100亿元。2015年
11月创办驴徒网，进军互联网旅游。

1998年初中毕业后，刘长江主动要求去当
兵，2003年退伍后，刘长江在一个前辈的推荐
下，去郑州开始钢材贸易，认识了现在的合伙
人，两个人从业务员做起，每天起早贪黑，在短
短几年里掌握了所有渠道、所有流程，于是决定

自己出来闯一闯。
2008年全球经济疲软、国内宏观经济增速

放缓、市场需求持续低迷，而钢铁产能依旧严
重过剩，钢材价格屡探新低，钢企的亏损面不
断扩大。一直从事钢材生意的刘长江凭借敏锐
的直觉开始考虑转型，往电子商务上转型。

2011年，钢钢网正式上线。有人说他是野
蛮生长的“80 后”，点子快、拍板快、创业
快、发展速度也快。从白手起家，到新三板上
市，钢钢网只花了3年的时间，而今天，这个
上线不过 5年的网站估值已经达到 100亿元。
刘长江却说，自己其实是个很谨慎的人，只是
运气比别人好一点，创业路上最大的心得是

“坚持”。回看他过去的经历不难发现，从底层
做起，几乎精通钢贸的每一个流程，刘长江在
钢贸行业摸爬滚打已经超过十年，正是这样的
打拼，为他的厚积而薄发储备了充足的能量。

做钢材市场的京东

“钢钢网主要解决四件事，找钱、找车、
找货、找资源。”刘长江说，“我要做钢材市场
的京东。这个模式是什么呢？就是我把厂家生
产出来的东西放在我的平台上，顾客直接购买
了以后，通过我的物流提货。这样减少了以前
钢贸城很多中间环节，价格也降下来了，服务

也提升上去了。”
其实，钢钢网的模式就是合纵连横。从找

货的角度来看，每家有各自的特点。“钢厂自
营的现货有很大的量，很有优势。在第三方平
台里面，比如钢银钢铁现货交易平台，他们的
模式是撮合加自营。另外，比如像中钢网的现
货，它在北方是很有优势的，我们把它的资源
也一样综合过来，等于‘1＋1’。而找钢网在
中小型钢厂现货上，也有自己的品种优势，我
们也吸收过来。把所有钢厂的现货资源打通。
也就是说，从网上能找到的真实的现货资源都
想办法连在一起。客户通过我们这一个平台，
就能找到所有平台的现货。但我们并不是代替
他们或抢他们生意，我们只是给他带来更多的
价值、流量，帮它去销售。”

找钱这个问题是钢贸最大的痛点，由于几
年前一批贸易商，因为连保、连贷的问题，导
致银行在钢铁行业的坏账达到3千亿元，并且

“谈钢色变”，加剧了融资难的问题。钢钢网希
望通过自己重建钢贸商的信誉。他们通过在钢
铁行业积累的经验，严格把控从交易的真实性
到整个物流的监控，用互联网的工具监控到
位，再联合银行、金融机构等通过自己的背书
给钢铁贸易商增信。

关于找车，钢钢网开发了一个移动的APP，

随时跟踪货物的物流动态，减少空驶率，融入拼
车、拼货等。“做这三件事，我们完全可以自
己做，但是我们想要做的更大，要服务更多
人，要服务全行业，就不能有这种心态。我们
的理念是什么呢？钢钢网除了自己的品牌不共
享，其他的都可以共享。”

再造一个上市公司

去年暑假，刘长江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呼伦
贝尔旅游，发现个性化租车和地接这块业务发
展很好，但是并没有形成规范市场。于是他
想，既然我需要，那么肯定别人也需要，这会
是个有潜力的行业。加之近期国家再三提倡往
文化产业方向转型，于是，刘长江萌生了做旅
游的想法。

2015年 11月驴徒网上线试运营，驴徒网
再次出发，以 “户外休闲旅游”内容产品为
核心，以“领队+服务商+在线电商”为重
点，以“户外旅游产品包+行程定制+周边电
商”为主要业态，以标准化流程和规范化服务
为抓手，实现对资源供应端的业务支撑以及对
需求端的有效供给，从而实现“泛户外”休闲
旅游生态闭环。

“我不跟携程竞争，我给他做配套。你下
了飞机，你所有的领队、装备、旅游项目，我

都给你提供好。你想去哪儿玩，想玩什么，飞
机，游艇、帐篷还是登山、蹦极，都可以在我们的
平台上提前预定，我全给你配好。其次，我要打
造一群不一样的地接。不去购物，不强制消费，
只是一心一意带客人玩好吃好，开开心心就把
钱赚到了。”刘长江天天加班加点带着团队修改
网站，洽谈供应商和目的地对接。“我的目标是，
今年覆盖全国所有城市并上市，力争明年业务
扩展到全世界。”

下一个梦想

这十多年，“80 后”的刘长江用自己的努
力，写下了一个“别人家的孩子”的故事。“那
时候创业还不像现在这样受到推崇和鼓励。”
在创业潮涌的今天，他可以自豪地告诉我们，
我的那一步走对了。然而回想十多年前的这段
经历，刘长江仍然保持着一丝谦虚和谨慎，

“我的运气好，这一路遇到了很多贵人，也许
是我‘屌丝逆袭’的努力打动了他们，也许是
我的坚持得到了回报，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
多帮助。”刘长江说，驴徒网是他最后一个项
目。之后，要办一所商学院。“因为中国比我
优秀的人太多了，可能他们没有我幸运。所以
我想要给他们搭建一个平台，只要你有想法，
有干劲，就有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我的平台
上找到机会。”

面对今天成功后人们的赞美与争议，刘长
江坦然聆听，一视同仁；新的商机与伙伴，他
理智选择，不骄不躁。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往
往具有个人魅力，除去外在的名声、财富，有
一种内在的力量，吸引着志同道合的伙伴，寻
找心中的宝藏。

刘长江：奔跑的创业大咖
本报记者 刘彦华 杨 松

主办：商丘市委统战部 商丘市工商联
商丘日报报业集团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6年 8月 18日 10时至 2016年 8月 18日 22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
spm=a213w.3064813.0.0.BvEOOf&user_id=
2021124430，户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
院） 公开拍卖一辆别克牌小型汽车豫
NA1556，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
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何法官
联系电话：15560073028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6年8月10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二次）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6年8月18日10时至2016年8月18日22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
spm=a213w.3064813.0.0.BvEOOf&user_id=
2021124430，户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
院） 公开拍卖一辆奥迪牌小型桥车豫
NF9317，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
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乔法官
联系电话：13937096163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6年8月10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二次）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6年8月18日10时至2016年8月18日22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
spm=a213w.3064813.0.0.BvEOOf&user_id=
2021124430，户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
院） 公开拍卖一辆东风日产牌轿车豫
NYA766，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
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谢法官
联系电话：13937088980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6年8月10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2016年8月26

日 10时至 2016年 8月 27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
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 网 址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
a213w.3064813.0.0.BvEOOf&user_id=202112443， 户
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商丘市睢阳区神
火大道西长江路南帝和水上公园17号楼3单元1层西
户成套住宅房产，建筑面积为145.68平方米，详细信息
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
参加竞买。

联系人：谢法官
联系电话：13937088980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6年8月10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为加强商品房预（销）售管理，维护交

易双方的合法权益，依据《城市商品房预售
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1
号）的规定，我们对宁陵锦程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提交的“中央国际商业中心”项目（坐
落于宁陵县珠江路与昆仑路交会处），申请办
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审
核，并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勘查，认定该项
目符合预售条件，现准予预售。预售范围为
A 区 1#、2#、3#、4#楼。预售许可证号：
2016第08号。

特此公告
宁陵县房地产发展保障管理中心

2016年8月9日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