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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炉铁水
1949年 6月 26日，整修一新的鞍钢 2号高炉正式点火开

炉。6月 27日，鞍钢 2号高炉流出了第一炉铁水。
新中国第一张热轧硅钢片

1954年，太钢轧制成功我国第一张电动机用热轧低硅钢
片。1956年又试制成功变压器用热轧高硅钢片。
新中国第一支百米长尺钢轨

2004年 12月 29日 13时 48分，我国第一支 100米长定
尺钢轨在攀钢万能生产线诞生了。

新中国第一炉不锈钢
1952年 9月，新中国第一炉不锈钢在太钢诞生。

新中国钢铁第一股
1993年 11月 3日，马钢 H 股在香港联交所正式挂牌交

易。 1994年 1月 6日，马钢 A 股成功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上
市。至此，马钢在境内外募集资金达 64亿元人民币，被中外媒
体称为“中国钢铁第一股”。

新中国第一块特钢板
1979年 9月 22日，舞钢成功轧制出新中国第一块大型铜

钢复合板，规格为 (4mm垣6mm)伊3200mm伊4000mm。这是新中国
的第一块特钢板，被国人誉为“争气板”。

新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
1953年 10月 27日午后 2点 20分，鞍钢无缝钢管厂顺利

地轧出了新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
【资料来源：中国钢铁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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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宾和《鞍钢宪法》

新中国的钢铁工业，是一本书，写满“激情”二字。

从新中国的钢铁摇篮———鞍钢，到国企改革先锋———首钢，从马宾到周冠

五，一代代中国钢铁工业建设者用亲身经历诠释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他们的眼光和魄力超越时代，他们的智慧和奋斗改变时代。

他们点燃了充满激情的钢铁年代。

1930年，一个名叫张源的 17岁
少年因抵制日货被捕，在南京国民党
宪兵司令部拘留所坐了几个月的牢
房。少年决计没有想到 30年后，他会
在另一个战场上大放异彩，他也不会
想到 30 年后的他拥有另一个名
字———马宾。

几个月后，这个“闹事”的少年出
狱，走向了真正的革命道路。不久，因
革命需要，张源改名为马宾。这个名
字从此伴随他一生，并在多年后响彻
中国。

“副博士”要做总工程师

1960年 3月，由马宾主持创造的
鞍钢经验，即以加强党的领导、实行
“两参一改三结合” (干部参加劳动，
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
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
结合)、大搞群众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
命为核心内容的一整套企业经验，被
毛泽东主席命名为《鞍钢宪法》。
一个人，一个企业，一部“宪法”，

从此写进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史册。
17岁时的入狱经历，使马宾一生

改变，因为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几位
中国共产党人，其中一位正是当时中
共上海党的负责人陈原道。虽然陈原

道的真实身份在很多年后才被马宾
知晓，但在那个黑暗的牢房里，马宾
认定眼前的这位共产党人是他的“马
克思主义老师”，从陈原道身上，马宾
看到了未来的曙光。

11年后，已是新四军的马宾，经
历了 1941年的皖南事变。在突围而
出的 2000余人中，马宾是其中一员。
1945年 9月 14日，马宾随新四军第
三师开赴东北。在随后的土改中，马
宾显示出非凡的才干。

让马宾出名的，当属《鞍钢宪
法》。

在那之前，马宾做了一件“出格”
的事儿。

始建于 1916年的鞍钢，其前身
是日本为掠夺中国资源建立的鞍山
制铁所，是新中国第一个恢复建设的
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和最早建成的钢
铁生产基地，被誉为“中国钢铁工业
的摇篮”。

东北解放后，马宾出任鞍钢总经
理，但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马宾放
着总经理不干，却要去念书。马宾的
申请得到了上级批准，不久，他来到
了前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学院，38 岁
的马宾开始当一名大学生。前苏联
当局当时要以大企业总经理的待遇
给马宾配专车和别墅，但都被他谢
绝了。
从 1951年到 1956年的五年里，

马宾成了一名冶金专业的普通留学
生，在读完四年本科之后，他又继续
上了一年研究生。43岁那年，马宾成
了“副博士”（前苏联时期对硕士的称
谓）。回到鞍钢后，上级让马宾当总经
理，但他却执意要做总工程师，到生
产第一线去。

毛泽东定名《鞍钢宪法》

当时，从旧中国废墟中重生的鞍
钢已经进入大规模建设和发展时期。
前苏联马格尼沃托尔斯克 (马格尼托
哥尔斯克) 钢铁联合企业是俄国最大
的钢铁联合企业，对工厂的管理有一
套完整的规程、规范，甚至上升到法
律的高度，这就是著名的《马钢宪
法》。鞍钢当时实行的就是这套前苏
联标准。

然而，前苏联经验的照搬，并不
适合鞍钢的具体情况。广大干部、工
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对前苏联式“一长
制”带来的官僚主义行为极为不满，
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管理方式取而代
之。从前苏联留学归来的马宾，成为
改变现状、探索革新的核心人物。

那时，马宾每天生产生活在一
线，他这个留苏归来的副博士工程师
和工人在一起研究生产工序，与班组
工人一起操作，一起编程，一起攻关。
“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

双方哪一方不参加都不行。‘两参一
改三结合’其实是一次生产力的革
命。”马宾后来回忆道。

1960年 3月 11日，鞍山市委经
辽宁省委向党中央递交了一份《鞍山
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
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报
告中对鞍钢改革是这样描述的：“参
加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人很广泛，
已占全区工业战线职工总数的 90%
以上，出现了人人奋勇争先，个个不
甘落后，你追我赶、竞相革新的大好
局面。”

3月 22日，看了这份报告的毛泽
东主席大为赞许，他代表中央写了近
700字批语，并将这份报告批转全国，
批语中流露出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
“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
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
为这个报告所提出的问题有事实，有
道理，很吸引人。这个报告，更加进
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
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
在中国出现了。”

鞍钢经验报告的执笔人是马宾，
正因如此，毛泽东主席曾当面对马宾
笑语：“苏联有个‘马钢宪法’，咱们中
国有个‘马宾宪法’！”
《鞍钢宪法》的诞生，在中国钢铁工

业发展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堪称中
国现代企业史上第一次管理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钢铁工业发展史，是一段充满激情的
奋斗历程。

我国近代钢铁工业起步于 1890年成立的汉阳铁厂。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钢产量只有 15.8万吨。

新中国成立后，新政府进行的第一步工作是对已有的钢
铁企业进行接管。1949年 7月，石景山钢铁厂（首钢前身 )、鞍
钢、本钢率先恢复生产。此后，钢铁工业恢复生产工作迅速由
东北向全国展开。到 1952年，全国粗钢、生铁和钢材产量分别
达到 134.9万吨、192.9万吨和 112.9万吨，全面超过解放前的
历史最高水平 ;钢铁工业总产值达到 136959万元，比 1949年
增长 6.1倍。

1953年至 1957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
期，在前苏联的帮助下。钢铁工业开始了大规模投资建设。投
资的重点是建设武钢及鞍钢和本钢的改扩建等 8个重点钢铁
项目。此外，还改扩建了河北龙烟铁矿、安徽马鞍山铁矿、湖北
大冶特殊钢厂等 8个限额以上的钢铁项目以及天津钢厂、唐
山钢铁厂、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上海第一钢厂等 23个限额以
下钢铁项目。经过大规模建设，形成了鞍钢、武钢、包钢鼎足而
立的新局面。

在“一五”时期钢铁工业取得了巨大进展的背景下，1958
年我国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 在“以钢为纲”的口号下，
为了实现这一按常规不可能实现的高指标，国家提出要打破
常规大跃进，全国要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总动员，一
起大炼钢铁。据资料统计，在 1958年，建起土高炉 24 万座，约
有 6000万人参加了大炼钢铁。通过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全民
大办钢铁运动，1958年的钢产量虽然达到了 1107万吨，实现
了既定的翻番目标，但所生产的钢中有 1/4以上是不能用的
劣质钢。

1959年又提出在上年的基础上产量再翻一番的高指标，
继续钢铁大跃进，但当年实际产量只有 1387万吨。1960年钢
产量虽然达到 1866万吨，但由于轧钢能力不足，生产的钢不
能顺利转化成材，结果造成钢锭积压，企业效益不佳。更为严
重的是，持续 3年的大炼钢铁和“以钢为纲”，还造成了国民经
济中农轻工重比例关系和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结果 1961年被迫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十年文革，我国钢铁生产出现了十年起伏、十年徘徊，加
上管理混乱，使得 1976 年钢铁工业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与
1966年相比出现了大幅度下降，钢铁工业的发展基本处于停
滞状态。

粉碎“四人帮”后，钢铁工业与全国各行各业一样进行了
拨乱反正，工作重点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所有钢铁企业先后
开展了恢复性和建设性整顿，建立健全了岗位责任制、考勤制
度等规章制度，重新建立了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消耗等考
核指标。这样，钢铁工业迅速结束了文革十年的徘徊局面，
1977年产钢 2374万吨，1978年一举突破 3000 万吨大关，登
上 3178万吨的新高峰。

1978 年，中国钢铁工业迎来了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
1978年 12月 23日，宝钢在上海动工兴建。此后的 20多年里，
宝钢发展成中国最具竞争力的钢铁联合企业。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目标模式后，钢铁工业的改革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进入“九
五”时期第一年的 1996年，我国钢产量历史性地突破 1亿吨，
跃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钢产量的 13.5%，成为世界钢铁大国。

1998年 11 月，宝钢与上钢、梅山联合重组，成为国家授
权投资机构和国家控股公司试点企业。2000年 2月，宝山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创立，同年 12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截至 2010年末，宝钢资产总额 4321亿元。2010年宝钢产
钢 4450万吨，位列全球钢铁企业第三位。宝钢已经成为新中
国建设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进入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钢铁工业
又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全国钢铁产量几乎每年都以 5000
万吨的递增速度在上升。2010年全国产粗钢 62665万吨，比
上年增加 5300万吨，增长 9.3%，产能利用率 82%，钢铁工业
保持了上年以来的回升态势。

马宾，原名张源，1913 年生，安徽省滁
州市人。员怨猿圆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
立后，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后
历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
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国
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

“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
欠收自负”，这 16个字，掷地有声。

这是首都钢铁公司承包制的精
髓之语，也是日后国企改革的标准阐
述，而这 16个字诞生于 1979年。

1979年，周冠五以“承包制”的惊
世之举成为中国企业改革的先锋。时
年 61岁的周冠五，以知天命的年纪，
给了当时的中国青春的一击。

“只要周冠五在一张纸
上签个名字，那就是钱”

1919年，中国北方最大的钢铁厂
选址在北京石景山，一批立志救国的
有识之士憧憬振兴实业，这就是首钢
的前身。1958年，国家投资 2.4亿元
人民币对石景山钢铁厂进行扩建和
现代化改造，首钢结束了有铁无钢的
历史。

在中国，很少有一家企业像首钢
这样，具有一个时代的标本意义。
周冠五的人生与首钢同行。
1950年，周冠五 32岁，时任解放

军二野某军分区的副参谋长。当时新中
国刚成立，战乱初定，亟须恢复生产，参
加建设成为很多军人的理想，周冠五正
是其中之一。

就这样，周冠五从一名军人转
身，转业至当时的石景山钢铁厂。此
后的 40多年里，他再也没有离开过。

从外行到内行，从转业干部到一
厂之长，周冠五在首钢的岁月，是自
己的人生历练，也是首钢的锤炼之
路。在上世纪 80年代的首钢，周冠五
声名赫赫。当时的中国，企业家这个
词尚被含糊提及，周冠五就已经是为
数不多的中国著名企业家。
对很多首钢人来说，首钢内部发

行认购的首钢债券，票面上的花纹和
图案没多大印象，但对上面周冠五清
晰有力的签名印象深刻。当时没有人
会质疑它的价值。有种说法，只要周

冠五在一张纸上签个名字，那就是
钱。这无疑也是周冠五权威的证明。

然而回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
让周冠五感到最苦恼的是日常的企
业管理越来越被束缚，身为一厂之
长，很多事他做不了主。因为在计划
经济的体制下，即使是买本书，他这
个厂长也必须奉命行事。与此同时，
长期低工资、没有奖金激励的制度，
限制了职工的创造力，周冠五每天都
在苦思如何激发生产积极性。
“分配问题不解决别想跃进。”承包

制在周冠五的酝酿中终于喷薄而出。
1979年初，周冠五亲自组织报

告，送交北京市和冶金部领导，主动
请缨，争当改革试点。

同年 5月 25日，国家经委、财政
部等 6个单位联合发文，确定京、津、
沪 8家大型国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
权试点改革。作为 8家企业之一的首
钢定为“利润留成”的试点单位，由此
拉开了“承包制”的序幕。

“结束了很多职工 30年
没涨工资的历史”

1982 年，国务院批准首钢试行

承包制方案。周冠五迅速地提出了一
个让人耳目一新的管理法“三个百分
百”：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
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制，都要百
分之百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
失，对违制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
全部奖金。首钢的生产秩序迅速恢
复，工人积极性被激发出来。
周冠五将生产任务和生产指标

层层承包，级级承包，用这种新的激
励机制调动首钢人的积极性。首钢
职工的热情空前高涨，节约生产运
动再次大规模展开，100项合理化建
议被提出并实施。职工们的工资和
福利提高了，结束了很多职工 30年
没涨工资的历史。

改革后的前三年，首钢利润净额
年均增长 45豫，上缴国家利润年均
增长 34豫，而到 1989年，首钢实现利
润年均增长依然保持 13.5豫，是当时
全球钢铁公司年均利润增长率的
2.4倍。

在“承包制”的基础上，周冠五
又推出了岗位责任制，实行利润递
增包干，把首钢制度上的领先地位
延续了下来。
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并购，周冠

五带领首钢继续先锋之路。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

初期，在周冠五倡导下，首钢先后兼
并了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所属的 13
家军工厂、原冶金部所属的两家地
质勘察设计院、原中国有色金属总
公司所属的 3家建筑企业。

1992 年 7月，国务院发文《进一
步扩大首钢自主权改革试点的通
知》，扩大首钢的投资立项权、外经
外贸外事权、资金融通权。随后，首
钢加快在国内兼并企业的步伐。

1994年，首钢以 823.7万吨的粗
钢产量一跃而成国内钢铁业群雄之
首。11月，周冠五被评为中国改革风
云人物。几个月之后，76岁的周冠五
卸任，离开奋斗了 44年的首钢。
后来有媒体记者去探访退休的

周冠五，老人精神依然健旺，他记得
很多首钢的事情，甚至叫得上来许
多首钢员工的名字。
“在一个地方呆这么久不离窝

儿，我可能是第一个吧。”周冠五说。
周冠五也会记得首钢东大门前

那座 12米的钢鹰塑像。
那尊展翅的钢鹰，气势恢宏，充

满激情，像极了改革先锋周冠五。

本报记者 汪静赫/文

改革先锋周冠五

周冠五，曾名李均。1918年生，山东
金乡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
成立后，历任石景山钢铁厂副厂长、厂长，
石景山钢铁公司经理，冶金工业部副部长
兼首都钢铁公司党委书记，首都钢铁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是中共八大、十大、十
二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2007年
4月 20日逝世，享年 89岁。

激情燃烧的钢铁年代

相关

马铭/文

宝钢炼铁厂高炉

余

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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