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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生 吕晓艺/ 文
2010 年的国庆长假刚刚结束，

王秀束回到工商银行某支行综合柜
员的工作岗位上。这天早上，她像
往常一样翻开报纸看当日新闻。一
条标题显赫的新闻让她震惊了———
这条新闻的主角竟然是她！标题十
分醒目：

搭天广消防上市暴富快车 工行
小职员狂赚 1.19亿！

1.19 亿！原来“被新闻”的王
秀束在 2007年实缴 600 万元成为了
天广消防器材有限公司的股东，随
着天广消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板的成功上市，名不见经传的王秀
束一夜暴富！据报道，她持有的
600万股账面财富已高达 1.25亿元，
三年净赚了 1.19亿元！

与此同时人们纷纷致电天广消
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秀玉
表示感谢和贺喜，正是她带领他们
创造了这财富神话。

创业缘于大兴安岭
特大森林火灾

2010 年 11 月 23 日，深圳证券
交易所。佩戴鲜花，着亮色粉红披
肩的陈秀玉夹在清一色男士中尤为
显眼，她握着铜锤的手因为激动而
略微发抖。倒计时“5、4、3、2、
1！”陈秀玉的铜锤重重地敲响了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宝钟。随后，
这只代码 002509 的股票蹭蹭上涨，
上市首日每股报收 40.7 元，涨
20.51元，涨幅高达 101.58%！

媒体的镜头齐刷刷对准了这位
上市公司的女强人。被镜头、话筒
包围的陈秀玉激动万分，回首天广
消防二十多年的创业之路，感慨万
千。

1986 年，曾在乡农机厂站车床
工作的陈秀玉创办了南安城关水暖
材料厂，事业刚起步就发展红火。
1987年 5月 6 日，一场灾难震惊了
全国：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
是建国以来毁林面积最大、伤亡人
员最多、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这
场烧了一整月的大火让陈秀玉伤痛
中更觉忧虑。如果事先消防安全能
得到充分保障，会产生这么严重的
事件吗？她立即了解了一下我国的
消防水平状况，发现全国只有寥寥
几家国营的消防厂，消防器材稀缺，
完全无法满足巨大的安全需求！
“要让人民安心地生活。”陈秀

玉暗暗许下了一个承诺。她当机立
断，创办了柳城消防器材厂，成为
了全国最早获批生产消防器材的民
营企业之一。“我们就是摸着石头
过河。”陈秀玉说。由于起步较早，
民营企业稀少，加上当时消防行业
产品类型单一、质量差，天广的发
展之路几乎没有同行可借鉴，一切
都得靠自己去摸索，创业之路的艰
辛可想而知。

陈秀玉没有因此退缩，她骨子
里流淌着闽南“爱拼才会赢”的精
神。从刚开始生产单一的消防产品，

到生产自动供水系统，再到气体灭
火系统……一步一个脚印，天广消
防的产品配套日趋齐全和系统化。
如今，天广已经成为了福建省内规
模最大、品种最全、技术实力最强、
集消防器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
售与服务及消防工程设计与施工于
一体的消防产品供应商，位列中国
消防行业十大民族品牌企业，先后
荣膺“中国消防产业 30 强企业”、
“农业部一级达标企业”、“福建省
农行 粤粤粤 级信用企业”等多项荣
誉。

品牌来自严格的品质
和对诚信的坚守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鸟巢和水
立方里，观众们正全神贯注地观看
着运动员们赛场上的精彩表现。如
果你留心，你会注意到场内消防产
品上刻印着大红的“天广”标志。
如果你走过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鸟巢”、“水
立方”、世博会中国馆、深圳市民中
心、广州中信广场、青岛流亭国际
机场、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上海证
券大厦、缅甸议会大厦、马达加斯
加五星饭店……天广产品的身影始
终都在。
“天广的承诺———让您永远放

心”。这些国家级大工程对天广的放
心，来自于天广产品过硬的质量。
“我一辈子都把企业产品的质量视为
生命般重视。兑现天广对消费者的
承诺，首先就是要保证质量。”陈秀
玉说。为此，天广制定了一整套严
格的管理体系和奖惩制度，要求每
位员工对产品质量必须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严格把关、反复调试，
决不让一件不合格产品流出厂门！
在天广消防，杜绝粗制滥造、拒绝
偷工减料已成为公司上上下下的一
致共识。

此外，陈秀玉早早就将 ISO 国
际质量管理体系引入公司，用这一
世界通行的质量管理手段来把好产
品质量关。目前，天广消防已通过
ISO9001、 ISO14001、 OHSAS18001
认证，是行业率先通过三体系认证
的企业之一，并通过中国船级社质
量体系认证。在售后服务方面，天
广明确提出“二保一赔”方法，既
保证客户对产品品质、服务的要求，
又保证用户购买的天广产品在工程
验收中合格，并赔偿因产品自身质
量问题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消防产业，更需诚信”，陈秀

玉有力地书写了这八个字在天广消
防的介绍册上，表明她的决心。
2011 年 3 月 25 日，中国消防协会
公示了首批消防行业企业信用等级
评价初评名单，天广消防获得最高
的 AAA等级。“全国质量稳定合格
产品”、“福建省优质产品”等荣誉
正是对其质量的认可。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作为消防产业的龙头企业，天广消
防的市场占有率极高。产品的优质
树立了品牌，而品牌的影响力反过

来又监督产品质量。创建之初，陈
秀玉就提出了“品牌发展战略”，于
1989 年注册了“天广”商标，这是
全国消防行业最早申请注册的商标
之一。如今的“天广”已是“中国
驰名商标”、“福建省著名商标”，
2010 年 5月 18日还获得“天工尊”
首届消防行业“最具影响力十大品
牌”称号，位列榜首！

能做大做强是因为
核心技术和高端人才

“拥有核心的发明专利，是迅速
做大做强的法宝。”陈秀玉在会上的
一番话引起各位企业家的共鸣，
“只有不断推出性能更优、功能更全
的产品，才是对消费者和社会的负
责，对天广承诺的进一步实践。”

陈秀玉将“技术创新”视为立
司之本，为此不惜代价。天广与国
家消防科研所、福州大学等科研院
所、高校建立技术合作关系，及时
汲取国际同行的先进技术。作为国
家科技部认定的“国家火炬计划重
点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福建省消防
行业惟一的 “省级行业星火技术创
新中心”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天广消防承担了多项国家级和省级
研发项目，并成为福建省惟一一家
省级消防研究机构的依托单位，先
后获得了气体灭火系统选择阀、消
防炮炮头以及新型防冲撞型消火栓
等 25项有效授权专利。新技术推出
新产品，获得大好评，带来新效益。
目前，天广公司已有 16项新产品经
福建省科技成果鉴定位居国内领先
或先进水平，10 项产品被认定为
“福建自主创新产品”，陈秀玉本人
更是荣获了“全国新世纪巾帼发明
家”的荣誉称号。
“是‘人无我有’的无形资产，

让我们在市场竞争中占上风。”陈秀
玉在座谈会上谈到。

对于企业来说，人才是“最稀
缺的资源”，是创新的支柱。陈秀玉
接受我们采访时直言：“如果没有
引进一些高端人才，公司不可能这
么快上市。企业做得越大，企业家
越能发现自身不足，就应该引进专
业人才来弥补和提升。”陈秀玉在业
内为人称道的是在两次关键时期引
进两位高端人才：2001年，聘请国
家消防科研所副研究员、国家气体
灭火系统标准主编谢炳先为总工程
师；2005年，引进了南安首位博士
后黄如良，并将其聘为总经理。能
将这两位人才纳入麾下，主要归功
于陈秀玉果敢的行事作风以及求贤
若渴的谦逊姿态。

2010 年 12 月，天广消防公司
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申请获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成为南安
市及福建消防器材行业首家设立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的企业。陈秀玉满
是自豪：“这标志着我们坚持创新、
重视科研投入的新起点，将为企业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提供
良好的引进人才平台。”

“让您永远放心”也是
她作为人大代表的承诺

“让您永远放心”———这是天广
对消费者的承诺，也是陈秀玉作为
人大代表对选民的承诺。她于 199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南安市、泉
州市、福建省三级人大代表。“考
虑最多的是怎么做一个称职的人大
代表。”陈秀玉说。当我们询问为何
是“称职”而非“优秀”时，陈秀
玉笑了笑：“因为人民代表是人民
选出来的，首先要履行它的职责，
为人民说话，为百姓做事。”几年以
来，针对规范消防市场、工商条例、
土地保护、工人的社保医保等一系
列问题，陈秀玉都花费很大的时间
和精力予以关注。从 2001年当选为
南安市人大代表到现在，她先后提
交建议、议案 50 多件。这些建议、
议案对福建省人大立法工作，对建
设大泉州，发展南安乡镇企业，保
护名优产品，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完善税收征管制度，改善投资环境
等都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在她所参与的行业联谊会和各
级企业家联谊会里头，陈秀玉的声
音都极具分量。这倒不是由于她的
财富水平，而是陈秀玉古道热肠的
性格。作为南安市慈善总会的名誉
会长，她热衷于为公益事业做奉献。
无论是支援灾区，还是捐资助学，
你都能看到她不辞辛劳履行社会责
任的身影。

是否还会创造王秀束
那样的暴富神话？

天广消防发布的 2010年度业绩
快报显示，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有
较大幅度的增长。随着国民经济的
快速发展，重点建设项目、公共设
施及市政工程的加快，城市化进程
的稳步推进，消防行业正处于快速
增长的黄金时期，市场前景依旧广
阔。同时，我国现阶段社会整体火
灾防御能力滞后，消防产业发展水
平还不能满足社会的快速发展与不
断扩大的社会防火和灭火需求，天
广的承诺仍然任重而道远。

是挑战，更是机遇！今年 3月，
国务院批准了《海峡西岸经济区发
展规划》，闻知消息的陈秀玉极为兴
奋：“我们的发展环境将更加优越，
要抓住机遇，要在行业中先行先试，
实现科学发展，尽企业全力助推海
峡西岸经济区跨越发展！”

陈秀玉还会不会创造出类似王
秀束一夜暴富的神话？她微笑道：
“我不知道，也不在意。我只关心做
好天广的产品，捍卫二十多年来对
人民许下的承诺。让人民永远放心，
是天广始终不渝的追求。”

天广消防：“让人们安心生活”

在采访陈秀玉之前，我手上拿到一份单子：
福建天广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建省人

大代表，泉州市人大代表，中国消防协会车泵装备行业
分会副会长，福建省女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泉州市女
企业家联谊会名誉会长，泉州市中外企业家联谊会名誉
会长，南安市慈善总会名誉会长，南安市女企业家联谊
会会长……

在这些头衔下面，还有更长的一排下来的各类国家
级、省市级荣誉。薄薄的几张纸，拿在手上竟觉得沉甸
甸，我知道，厚重的不只是这些头衔、荣誉，更是今天
我要采访的这位上市公司的女强人的人生履历。

想象这位光芒四射的巾帼英豪，脑海中浮现出的是
《穿普拉达的女王》 中那位时尚靓丽、高贵冷艳却又百
般挑剔的女强人。这让我不禁心怀忐忑。然而，当陈秀
玉微笑着向我们款款走来时，内心的忐忑瞬间竟被一扫
而空。

时髦的装束，保养良好的身段，配上细红边框眼
镜，扑面而来的是陈秀玉时尚靓丽的强大气场。与电影
里那位给人以盛气凌人的时尚女主编不一样，陈秀玉一
直从容地微笑着，耐心而认真地接受我们的采访，有问
必答，彬彬有礼。再加上她写得一手清丽脱俗的书法，
一个优雅知性的形象就这样镌刻在我们的印象中。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发现如此简单地定义陈秀
玉，显然过于单薄。越接近陈秀玉，你越觉得她就如同
一颗拥有无数棱面的钻石，无论从品貌、谈吐、仪态，
还是从行事、待人、处事，都映射出璀璨的光芒，让人
不禁由衷地折服于她的魅力。

都说闽南人的待客之道是“无茶不成礼”，果不其
然，一进陈秀玉的办公室，她招呼我们坐下，就热情地
张罗起来。盛水、烧水、沏茶，这位天广消防的“掌门
人”均亲自动手，让我们都有点受宠若惊。陈秀玉淡然
一笑：“泡个茶而已，又不会累。”说完，斟了一圈茶，
又盛水、烧水。这是一次别样的采访，不是规规矩矩的
我问你答，而是如亲友般轻松愉悦的聊天。陈秀玉拥有
一股亲和的魅力，极富感染力。难怪天广的员工向我们
说起她时，熟稔得就像在谈论自家的亲人一样，流露出
浓浓的爱戴之情。

天广的员工有很多是从陈秀玉创业之初便跟随至今
的。说起陈秀玉历经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带领天广消
防从一个小厂发展成中国消防行业十大民族品牌、国家
企事业知识产权示范创建单位、福建省规模最大的消防
器材企业，人人都感叹：这个女子了不得！在重男轻女
观念仍较为普遍的闽南，一个女子若非有坚强的毅力和
强大的能力，如何能顶着巨大的压力，踏实而有力地往
前迈进？这位钻石女人在商界的打磨中愈显坚硬，其坚
韧的魅力也更显迷人。

谁言女子非英物！能率领天广消防成为南安市为数
不多的上市公司之一，陈秀玉向我们证明了她巾帼不让
须眉的魄力之魅。采访中，我们见到陈秀玉处理公事时
的姿态：认真、严谨、果断。历经商海沉浮多年的洗
礼，这位高贵华丽的钻石女人，对企业的管理、运营，
有着成熟的处理模式和明晰的规划。她谈到天广未来
时，透过眼镜，折射出高扬的自信光彩。这一瞬，陈秀
玉证实了一句话：自信是女人最美好的装饰品。

能让这颗钻石柔软的，一定是陈秀玉的家庭。事业
是我们惯常用来审视陈秀玉成功与否的标尺，但她坦
言：“对我来说，成功的女人不能仅仅是在事业上，更
应该在家庭上取得成功。”尽管她平时工作繁忙，但照
顾家庭、培养孩子的母亲身份却从未缺席。谈及三个孩
子，陈秀玉母爱的光辉便不自觉流露出来，她对儿女们
靠自身努力取得的出色成绩感到无比自豪。

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苏树林近日在晋江经验推
广会上谈到：“要进一步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培育有作
为的企业家群体，通过多种途径壮大县域企业家队伍；
要用过硬的实力、有效的推介和独特的创意，增强品牌
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疑，陈秀玉和天广都走在了最
前列。

早在 2008 年，在由泉州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
泉州晚报社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泉州市首届“和谐企
业”推介活动上，陈秀玉就被授予了“最佳魅力总裁”
的荣誉称号。

她这颗闪耀着多重魅力的珍贵钻石，“秀外慧中，
玉质仙姿”，正以自信优雅的风范在消防器材市场上引
领潮流。

多重魅力的钻石女王

陈秀玉还

会不会创造出类

似王秀束一夜暴

富的神话？她微

笑道：“我不知

道，也不在意。

我只关心做好天

广的产品，捍卫

二十多年来对人

民许下的承诺。

让人民永远放

心，是天广始终

不渝的追求。”

天广消防在深交所上市，陈秀玉(右一)举锤敲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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