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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遥 近日袁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宋志平新著叶改革心路曳
由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袁引发热烈反响遥 该书以自述方式袁回溯改革岁月袁记录时代风云袁真实再现了中国企业的
沧桑巨变袁生动刻画了一位国有企业家砥砺前行矢志不渝的心路历程遥 当前袁行业内外正在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
化改革遥 为了更好给行业企业提供借鉴袁本报从今日起摘选叶改革心路曳进行连载袁敬请读者留意遥

改革开放的春风催生了北新

1979年秋天袁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作袁那年我 23
岁遥要报到的单位是北京新型建筑材料试验厂袁这个厂当时是国
家建材工业部的直属单位袁1978年刚刚建立遥

当时发生了两件对北新很重要的事情院第一件袁是 1978年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遥 这次会议做出了把党和国家
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尧 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袁
此后国有企业改革一直被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组成部分遥 第二件袁是邓小平同志
在 1979 年 8 月视察了当时国家建材工业部在紫竹院的新型
建筑材料示范房屋遥 听取汇报的时候袁他提出要尽快把新型材
料厂办起来袁要大规模生产袁他说的新型材料厂就是日后的北
新建材遥

北新是改革开放春风催生出的一家企业遥回首往昔袁北新当
年是改革播下的一粒种子袁 这 40年来一路改革而变得枝繁叶

茂遥可以说袁北新因改革而生袁因改革而兴袁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
的一个缩影遥

改革开放对当时的国有企业来讲袁意味着两个任务遥一是改
革袁解决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怎样走向市场的问题曰
二是开放袁解决长期封闭环境下的企业如何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尧
提升技术水平的问题遥

北新的发展正是从这两件事开始的遥北新的新型建材主产
品中袁石膏板尧岩棉板等技术都是从德国尧瑞典等发达国家引进
的袁当时国家同意拨款 3亿美元支持北新的发展遥 1978年袁引
进国外全套技术的谈判在北京二里沟进行袁 有不少国家竞投袁
石膏板技术我们选定从德国可耐福公司引进袁岩棉技术的竞投
者很多袁包括日东纺等日本公司袁最后我们选定从瑞典的容格
公司引进遥

进入市场

本报讯 记者王翌报道 金秋十月袁硕果累
累遥10月 17日袁中国绿色建材产业发展联盟金属
复合装饰材料技术创新专业委员会在北京成立遥

中国绿色建材产业发展联盟秘书长尧叶中国建
材报曳社副总编辑刘彦广袁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金
属复合材料分会秘书长蒋荃袁 湖南省建筑设计研
究院院长蒋涤非袁 中关村人居环境工程与材料研
究院副院长王忠勇袁采宝网 CEO程强袁清华大学
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祁斌袁 江苏省建筑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刘志军袁 广东省建
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潘勇袁 北京市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刘方磊袁 中国建筑设
计院有限公司建筑专业设计研究院院长景 泉袁中
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建筑艺术环境设计研究

院院长陈亮袁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
发展部常务副主任施勇袁 深圳高盛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董事长宋文波袁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
幕墙设计分院院长梁方岭袁 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建筑装饰工程分院院长金 礼袁同圆设
计集团有限公司幕墙工作室主任赵瑞川袁 中国建
材科技杂志主编刘永民及金属复合装饰材料行业

领军企业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遥
中国绿色建材产业发展联盟是全国第一家以

推动绿色建材发展为宗旨的跨行业联盟组织袁同
时也是全国第一个由媒体牵头筹建的国家级产业

联盟遥
联盟成立两年多来袁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

导下袁在经济日报社的关怀下袁在其他部委办的
大力支持下袁联盟秘书处协同各成员单位和各专
委会袁在推进绿色建材产业发展尧促进国际交流
合作尧沟通产业链上下游尧搭建企业服务平台和
提升行业影响力方面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袁在推
动绿色建材产业上下游协同发展尧加快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尧助推建材工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做出了
卓有成效的工作遥

本报讯 记者贺丹 通讯员杨慧报道 10 月 14
日袁2018年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在北京举行袁 活动现场
颁发了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遥此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尧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公布了野2018年中国标
准创新贡献奖获奖名单冶袁 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
要作用的标准及在国际国内标准化工作中作出显著成

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遥 共有 59个标准项目获中国
标准创新贡献奖标准项目奖袁其中一等奖 9个袁二等奖
20个袁三等奖 30个遥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渊以下简称国检集团冤申报的野ISO 18558院2015 精细
陶瓷渊高性能陶瓷袁高技术陶瓷冤-缺口环法测量陶瓷管
材或环材的弹性模量和弯曲强度冶 获得了 2018年中国
标准创新贡献奖标准项目奖一等奖遥
弹性模量是反映材料抵抗外界作用力而引起变形

的能力袁是材料的基本力学性能之一遥 强度是材料在断
裂失效过程中的最大应力袁直接影响到结构的安全可靠
性遥全世界范国内的材料科学家和力学科学家一直以来
都在寻找既简单又能准确测量弹性模量和强度的评价

技术遥
在我国袁 陶瓷玻璃管材或环材应用范国非常广泛袁

如陶瓷热电偶管尧光纤套管尧石英玻璃管等遥这些材料及
构件的可靠性和寿命与材料力学性能密切相关袁尤其是
材料的弹性模量和强度遥 对于管状或环状样品来说袁无

法按照相关的测试标准准备标准尺寸样品袁尤其是薄壁
样品袁采用常规的试验方法并不合适遥

以国检集团首席科学家包亦望博士为首的团队在

大量研究弹性模量和强度测试技术的基础上袁 综合分
析了不同方法的优缺点袁 提出一种可以用于管状或环
状脆性材料尧 在常温和高温环境下不需要复杂夹具就
可方便进行弹性模量以及强度测试的新方法要要要缺口

环法遥
针对特殊结构的圆环或圆管状脆性材料及构件袁国

检集团团队根据缺口环法测试技术加工缺口环状试样袁
研制相关的夹具袁对缺口环试样施加一个压缩载荷可以
测量出不同温度条件下陶瓷管材或陶瓷环的弹性模量

和弯曲强度袁解决了在陶瓷尧玻璃尧水泥等脆性管材领域
中其模量和强度难以测试的共性关键技术难题遥该方法
操作简单袁节省了大量的陶瓷尧玻璃管等材料袁极大地降
低了使用单位的试验费用和时间遥

根据缺口环法制定的国际标准 ISO 18558 叶精细
陶瓷渊高性能陶瓷袁高技术陶瓷冤-缺口环法测量陶瓷
管材或环材的弹性模量和弯曲强度曳袁于 2015 年 5 月
15 日正式发布袁 标准归属于 ISO TC 206 精细陶瓷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袁中国为召集国袁包亦望博士为项目
召集人遥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袁在建筑材料尧建筑工程尧石油

化工尧国防军工尧光电领域等工程应用中袁很多构件是
圆管形状或圆环袁如石油管道尧水泥管尧石英管尧陶瓷热
电偶管尧ZrO2陶瓷光纤套管等袁 缺口环法能准确评价
这些构件材料的模量和强度等力学性能袁 对于保障整
个结构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尧 优化生产工艺等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遥

近年来袁国检集团在大力开拓市场的同时袁一直把
专利开发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内容袁充分发挥专利在提
升公司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作用遥

截至 2018年 6月袁 公司研发投入为 3490.82万元袁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8.89%曰 主持制订并已发布的国际标
准 9项袁国家尧行业和地方标准 309项曰主持在研国际标
准 2项尧国家和行业标准 238项曰承担标准样品研复制
项目 71项袁现有标准样品 59项曰获发明专利 73项袁实
用新型专利 218项袁外观设计专利 4项曰拥有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共计 44项遥

公司在建筑玻璃检测尧X荧光仪器关键技术尧 节能
检测方法尧强度测试尧极端环境材料检测等领域形成了
一批高质量尧高价值的国家专利遥

在野技术专利化尧专利标准化尧标准国际化冶发展思
路的引导下袁 国检集团将创新技术转化为产品与服务袁
积极参与并主导国际尧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制定袁走出
了一条具有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遥

国检集团获 2018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一等奖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周年遥作为一名亲历了
这场改革的过来人袁我有许多感慨袁同时作为一名从工
厂技术员成长起来的央企领导人袁 又有一些特别的感
受遥要把这些年在国企工作中的所思所想写出来吗钥开
始我有些犹豫袁但我最后还是决定把它写出来袁于是就
形成了这本叶改革心路曳遥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波澜壮阔的袁而每一家企业尧每
一个人的经历只是一朵朵小小的浪花袁 这些浪花既汇
集成勇猛巨浪袁也被这波涛推动或淹没遥 每一家企业尧
每一个人在时间长河里太微不足道袁 但这小小的浪花
却又是我们的全部袁映射出我们的奋斗和付出尧我们的
喜悦和痛苦尧我们的光荣与梦想遥

在讲述的过程中袁 我想起了国企改革初期的困难
情景袁 想起了员工们曾
经悲伤和无奈的眼神袁
这些往事让我几度哽

咽遥 真正拯救国企的是
市场化改革袁 改革没有
样板袁 我们所走的每一
步都在探索袁 而探索就
意味着风险遥 但我们同
时知道袁 除了改革别无
他路袁 我们必须一次次
勇敢地向前迈进袁 改革
从来不是繁花似锦袁改

革常常是荆棘密布遥 但是袁我们是成功者袁我们用汗水
和智慧实现了国企凤凰涅槃般的新生袁 破解了国有经
济和市场有效结合的世界性难题遥

谈起国企这些年的发展和壮大袁 社会上有两种
偏颇的认识袁一种是国企的发展源于垄断袁还有一种
是国企不用改革照样可以搞好袁 而事实是国企能有
今天的成绩恰恰是因为这些年进行的市场化改革袁
如果没有改革很难设想今天国企的境况遥 回顾近 40
年来自己的企业经历袁 我们用实践案例回答了这个
问题遥 北新建材从极度困难的境地发展为闻名遐迩
的上市公司袁 中国建材从一家资不抵债的央企成为
世界 500 强企业袁 国药集团从一家规模偏小的贸易
型公司发展为医药健康产业的领军者袁 这一切的一
切都源于改革遥

不少人认为国企都是国家用钱堆起来的袁事实上袁
大多数国企都处在充分竞争领域袁 都是靠市场化改革
成长起来的袁其中很多企业甚至是白手起家遥在市场经
济的丰厚土壤中袁在企业家精神的悉心浇灌下袁在全体
员工的辛勤培育下袁这些企业应运而生袁茁壮成长袁展
现出蓬勃的生命力遥 读者从本书讲述的企业经历中可
以得知袁 国企的基因和市场的环境相融合会迸发出多
么大的力量遥 回望 40年国企改革进程袁我们不仅为这
个时代而感动袁也常常为自己而感动浴

序
姻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 宋志平

本报讯 驻河北记者李洪峰报道 记者日前从河

北省住建厅获悉袁近年来袁秦皇岛市通过制定出台管理
和技术体系袁细化尧完善监管体系袁推出典型示范工程袁
加大应用推广等措施袁 全力推进绿色建筑产业的发展遥
截至目前袁全市绿色建筑项目累计 263 项袁建筑面积达
1653.15万平方米袁 绿色建筑竣工面积占新建建筑比例
达到 58%袁绿色建筑数量和面积保持全省领先遥

2013年袁秦皇岛市制定出台了野1+1+8冶管理和技术
体系袁 即 叶关于大力推进绿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曳+
叶绿色建筑管理办法曳+8个配套文件袁 明确了发展绿色
建筑的目标任务遥 同年袁城市区部分 2万平方米以上大
型公共建筑尧10万平方米及以上住宅小区尧北戴河新区
所有建筑率先执行绿色建筑标准遥 2014年袁城市区内所
有新建建筑全部按照绿色标准进行规划尧设计尧建设和
管理遥 2015年袁全市行政区内新建建筑全部按照绿色标
准进行规划尧设计尧建设和管理遥 同时袁随着绿色建筑产
业不断发展袁绿色建筑监管体系需要不断细化尧完善袁落

实了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终身责任制遥 2016年袁秦皇岛
市新建居住建筑全面执行 75%节能标准遥 2017年袁该市
提出新建 5000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建筑和 5万平方米以
上的住宅小区项目按照绿色建筑二星级以上标准进行

规划尧设计和建设袁进一步推进高星级绿色建筑的发展遥
今年袁该市又对叶关于大力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的
实施意见曳进行了修订袁提出到 2022年袁秦皇岛经济技
术开发区尧北戴河新区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
应达到 60%以上袁其他区尧县分别达到 40%尧30%以上曰
到 2025年袁 全市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
60%以上遥
在全面推进绿色建筑产业发展过程中袁该市高度重

视重点项目引领示范作用袁重点抓好野在水一方冶中德合
作项目和北戴河新区示范区两个试点袁 坚持以点带面尧
以片带区袁积极有序推进遥2013年袁野在水一方冶被动房示
范项目建成袁成为全国第一个被动房示范项目并通过德
国能源署验收袁并被住建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积极推

广遥 野在水一方冶A区是全省首个取得运行二星级标识
的绿色居住建筑遥 同时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数谷大
厦是全省首个取得运行二星级标识的绿色公共建筑袁文
精南里小区成为全国首个组网运营的 野互联网+可再生
能源供热系统冶遥

在推广绿色建筑上袁 该市把推广重点放在管理者尧
建设者和消费者三个方面遥 在促进消费层面袁注重用事
实引导人尧用实效打动人袁推出野在水一方 C区冶被动式
住宅样板房尧万科绿色生活体验馆尧数谷大厦等生动鲜
活的载体遥 在企业培育层面袁重点打造秦皇岛市政集团
装配式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基地尧秦皇岛阿尔法工业园
开发有限公司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基地袁以及市政建设
集团等袁形成龙头企业引领带动尧中小微企业协同发展
的绿色产业体系遥 在技术保障层面袁成立秦皇岛市绿色
建筑专家委员会和秦皇岛市建筑产业现代化专家委员

会袁聘请国内尧省内知名专家提供技术支持袁定期组织培
训交流活动袁累计培训建筑业从业人员 3000余人次遥

秦皇岛大力推进绿色建筑产业发展

连载 ①叶 曳

2018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遥 过去这 40
年里袁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袁书写了世界
发展史上的传奇故事袁 中国企业也在这场伟大

的变革中披荆斩棘袁强势起飞袁快速崛起于世界经济舞台遥 40
年袁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短一瞬袁可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巨
变的时代袁对每一个亲历者来说又是那样回味悠长遥

我的工作经历是和改革开放紧密相连的袁倏忽间袁企业生
涯已将近 40年遥 其中有 23年袁我在北新建材工作袁起初是北
京新型建筑材料试验厂渊北新建材前身冤的一名车间技术员袁后
来当了厂长尧总经理尧董事长曰之后 16年我在中国建材集团 工
作袁先做总经理袁后做董事长袁其中有 5年时间同时担任国药集
团董事长遥 北新建材原来规模很小袁一度濒临破产袁 现在是全
球最大的石膏板企业和新型建材企业袁 2017年营业收入尧税
后利润尧市值分别超过 110亿尧23亿尧400亿遥 中国建材也曾
困难重重袁16年里迅速跃居全球最大的建材制造商袁营业收入
从 20多亿增长到超过 3000亿遥 我刚到国药时袁国药收入是
360亿袁我离开时已有 2500亿袁并且和中国建材先后进入世

界 500强的行列遥
这些企业为什么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钥 变化的根源是什

么钥 归根结底是因为改革开放要要要在充满机遇的变革时代里袁
我们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做了改革这件事袁实现了企业的涅槃
重生遥 对比今昔变化袁我对改革开放充满了感激之情遥

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上有段话讲
得很精彩院野一切向前走袁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曰走得再远尧走到
再光辉的未来袁 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袁 不能忘记为什么出
发遥 冶过去的事情虽已成为历史袁但过程值得细细品味袁因为我
们就是从那里来的袁其中有我们的汗水尧泪水袁有我们的青春尧
记忆袁更重要的是袁那些一路走来的探索与思考袁那些从成功抑
或弯路中揭示出的经验与教训袁蕴藏着我们走向未来的自信和
智慧遥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遥 作为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尧见
证者袁回忆自己以往的工作经历袁给大家讲讲企业改革开放 40
年的故事袁我感到非常高兴遥 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遥

故事从哪里说起呢钥 就从 1979年那个秋天说起吧遥

引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