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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立峰今年43岁，1986年参加
工作，1992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现任哈大铁路客运专线项目
经理部四分部项目经理兼诺德滨
海花园项目经理。也许是长年累
月的建筑工地生涯练就了他这样
的性格———言必信，行必果，所以
在工作中总是表现得很威严，生
活中的他则截然不同，倾听员工
的心声，和大家交流生活中的点
点滴滴。在员工眼里，他既是领导
又是朋友，在项目部深受大家的
尊敬。

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人。吕立
峰重视知识的积累，在干好领导
分配的每一项工作的同时，还不
断完善提升自我。1986年中专毕业
的他，靠刻苦自学，2003年 7月取
得了北京建筑工程大学建筑工程
专业本科学历，获学士学位。2008

年9月至2010年12月，完成了在天
津财经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的学
习，获研究生学历。吕立峰是典型
的学习型员工，1986年参加工作时
只是一名中专生，通过这些年不
断的学习，到目前为止已经拿到
了研究生的毕业证书。

2006年拉萨站的建设，他被评
为“青藏铁路建设功臣”的称号；
2010年在哈大客专“两站一所”的
建设中，被哈大公司评为“建设哈
大一流高铁决战大干、创先争优、
建功立业”活动先进个人；他带领
的项目部也被哈大公司评为 2010
年“建设哈大一流高铁决战大干、
创先争优、建功立业”活动先进集
体。今年4月荣获中华全国铁路总
工会的“火车头奖章”，6月获得集
团公司“争先创优党员示范岗”的
称号。而目前的工程进度，能够按
照原定工期交付使用，吕立峰得
到了哈大公司领导的好评。

2009年7月30日吕立峰带领员
工应集团公司总经理段永传之命
自那曲海拔 4600米的高原一刻不
停来到零海拔的海边城市大连 ,参
加集团重点项目哈大铁路客运专
线八站一所中的普兰店西站、瓦
房店西站、大连动车运用所的建
设工作。他不顾海拔差造成的身
体不适，立刻投入到哈大线的建
设当中，在他的带领下，完成了从
那区项目到大连项目的工作部
署，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项目部的
组建和形成了施工生产能力。哈
大线刚刚开工，资金紧张，吕立峰
拿出自己的积蓄，把自己的车从
北京开到大连归项目部使用。

无论是在何种工作岗位，吕立
峰把每项工作都当成是对自己的
一次严峻考验和历练，十分珍惜
每一次技术攻关和学习的机会，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2010年
是哈大客专建设重要的一年，因

为工作需要吕立峰没有和家人一
起过元宵节就匆匆回到大连开始
新一年的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大
连项目部 2009年连续两次获得西
北分公司安全大检查第一名，集
团公司安全大检查第九名；2010年
连续五次获得西北分公司安全大
检查第一名，集团公司两次安全
大检查获第八名和第七名。

2010年 5月份，普兰店西站项
目正式开始施工，大连项目部项
目总工程师因病休假，普兰店项
目总工程师也突然被调到南京项
目部任职，吕立峰连夜召开全体
会议，安排生产经理主抓工作，让
见习生担任主要工作岗位，鼓励
大家放手去干。两个月过去了，工
程进展顺利，见习生也很快掌握
了实际生产、技术经验，得到了真
正的锻炼，实现了跨越式的成长，
为分公司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储
备。

哈大线的三个站点以及诺德
滨海花园工程相距 100多公里，吕
立峰为了能全面了解各站点的施
工情况，保证施工进度和工程质
量，整天奔波在四个工地之间，有
时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到住处。
大连动车所2010年10月开工，推迟
开工有半年之久，工期紧张，施工
图纸不能及时到位，吕立峰亲自

去天津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督促
施工图纸，亲自督促生产，积极协
调施工，确保工程按期完成。

从北京到拉萨、从那曲到大
连、从高原到平原，啃骨头、打硬
仗，吕立峰用自己的汗水谱写着
中铁建工集团的传奇，用最短的
时间占领东北市场，并取得了骄
人的成绩。

从青藏线上下来的功臣
记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副总经理吕立峰

吕立峰（左一）陪同集团公司领导视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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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宙：
做最大和最小的事

作为全球市值最大电信公司的董
事长，王建宙形容自己在“坐火车”。
“我整天感觉坐在一列高速的火

车上，不是说我在驾驶火车，而是要随
时判断这个车怎么开，因为你从事的
行业是一个快速变化的行业，你要不
断思考。”王建宙如是说。

“大象快跑”

2011 年 1月，中国移动 TD 用户
总数突破 2263万户。
王建宙上任之初，曾用“大象快

跑”来做比喻中国移动的发展方式和
方向。为了实现“快跑”，王建宙率领企
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创新，其中包
括多次成功收购和参股以及技术革
新。

从 2006 年开始，王建宙导入“一
个中国移动”的策略，改变中国移动的
体制。王建宙先从更名做起，把各省子
公司改名为中国移动各省分公司，统
一中国移动的品牌，把采购权由地方
慢慢收回到集团总公司，省下至少数
百亿元的采购成本。

2008 年，1948 年出生的王建宙已
进入花甲之年。与此同时，一个从业 30
年来最严峻的全新考验也出现在这位
电信业老将面前。王建宙率领中国移
动要做的是：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产权
的 3G无线通信标准 TD-SCDMA，并携
这一全球首次商用的网络与另外两个
近 10 年运营经验的成熟 3G 标准
WCDMA、CDMA2000全面抗衡。

形容自己是兴奋型选手的王建宙
曾对媒体表示“对手愈强，我要干得愈
好”。这其中的动力和信心来自于他的
身份：国企掌门。
“如果我们只是一个上市公司，没

有作为国有企业的母公司，很多事情
确实做不了。”王建宙说。

“到农村去”

在 2006 年的 3GSM 大会上，王建
宙向参会者播放了一段视频，画面里
展示的是一个基站的建设过程，主角
是一些汗流浃背的农民工。片子播完
了，王建宙做了这样一个注解：“只有
当农村地区的人们也都用得上、用得
起手机，我国的通信技术才算是真正
造福于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006年因为开发中国农村市场的
成就，成为中国移动发展史上的重要
年份。

早在 2004 年 10 月王建宙离任联
通总裁接手中国移动的时候，他就在
思量如何引领中国移动这一电信行业
的“巨无霸”走得更远。到农村去，是王
建宙的首个重要战略。王建宙曾在日
记中写道：“蓝蓝的天空，绿油油的农
田，简陋的农屋和一个正在用手机打
电话的农民，构成了一张美丽的图画，
对于我们这些从事电信工作的人来
说，在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美的图画
了。”

吸引王建宙到农村去的战略还包

括另一层意义。由于中国移动是双层
结构，作为国有企业的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公司是母公司，中国移动有限公
司则是上市公司。在这个双层架构中，
管理层是同一个。王建宙认为，母公司
和上市公司都需要承担企业的社会责
任，但母公司作为国有企业所承担的
社会责任更多。
“在人烟稀少的偏僻农村提供移

动电话覆盖，集团公司投资了 160 多
亿元，基本是亏损的。如果以利润为惟
一目标，我们就不会去最偏远的农村
投资建网了。作为国有企业，我们有责
任实现农村地区的通信覆盖。”王建宙
说。

如今，中国移动新用户中的一半
以上都来自农村市场。

“最小的事情”

每年冬季的达沃斯论坛上，王建
宙是少数几个能用英文在台上表达自
如的中国国企领导人。而在多年前的
杭州西湖边，年轻的王建宙为了提高
外语水平，主动给外国游客做免费导
游。

如今的王建宙不论是外语交谈还
是商务交流，都已经游刃有余。从容自
如、大气睿智亦是王建宙留给外界的
一个突出印象。

在员工看来，王建宙这个当家人，

做事有魄力，但同时亦事无巨细。王建
宙出门在外，时常会在路上有意识地
不断用 TD手机打电话测试网络质量，
一旦发现问题，就会立刻与公司主管
领导沟通。王建宙平时至少有五部手
机，因为他要知道各种手机的各种功
能、应用等等，他必须要尽可能多地用
数量更多的手机。
对细节的认真，决定了王建宙作

为企业最高领导仍能细致入微，甚至
是关注那些看上去“最小的事情”。
“我一直认为一个公司最高负责

人就是要做最大的事情和最小的事
情，用最小的事情来体现最大的事情。
比方说地上有一张纸，大家都熟视无
睹，没有人捡。但是，我作为一把手，你
们都不做的事情，我要做，我就要把这
张纸捡起来，从这种小事上体现大的
战略。”王建宙说。

每到一处王建宙都要去视察当地
的 10086客服基地。在王建宙看来，机
房的一张桌子摆歪了就和公司利益受
损一样，都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情。
“正德厚生、臻于至善”，这是王建

宙提出的企业价值观的两个核心。“我
们就要告诉员工，你做的事情要按照
全中国、全世界最高的标准去做，尽善
尽美，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王建
宙说。

在 63岁的王建宙看来，这一目标
给予了他无穷无尽的新鲜感和战斗力。

宁高宁有个让人过目不忘的名字，他也说
过很多让人过耳不忘的话。比如这句———“假
如国企是一头牛，那我们就是放牛娃”。

2011年 6月 10日，随着牛根生的辞任，宁
高宁入主蒙牛乳业，这个自称“放牛娃”的国企
之帅，似乎成为了真正的“放牛娃”。

从变革华润到空降中粮，这位自称是“职
业放牛娃”的企业家，带给世人的总是惊喜。

空降兵

2004年，宁高宁从华润集团调任中粮，全
面接替原中粮老总周明臣的职务。
“企业的空降兵，无论是哪个层面上，都是

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上任伊始的宁高宁在
这篇题为《空降兵》的文章里讲述当时的内心
感受。他坦言，空降兵不好做，特别是在规模庞
大、业务多元、处于转型的国有企业，空降兵更
是不好做。

后来的事实证明，宁高宁上任后在中粮陆
续启动的众多改革措施，从战略转型方针的确
立到经理人领导力的培养，从学习型组织的打
造到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从企业组织文化的
建设到卓越品牌的塑造，确保了中粮成功转
型，高速、稳健地向前发展。

有媒体称宁高宁为资本运作高手，甚至干
脆称他为“中国摩根”。

2009年，宁高宁说：“我们九个业务板块，
各自发展得也很好，但照目前的模式下去，中
粮永远也无法成为一个堪称伟大的企业。”

早在 2007年初，宁高宁将中粮业务调整
为九大业务板块，包括贸易、粮食加工、食品、
地产、中土畜、糖和番茄、包装、肉食、金融保
险。这九大板块渐渐成为他心里的九根刺，直
到一个叫做“全产业链”的名词才让他豁然开
朗。

2009年 1月 17日，中粮集团召开高层务
虚会，宁高宁正式提出“全产业链”的想法。
随后，全产业链战车开始发动，中粮一下铺开
了从小麦、稻米到油脂油料、饲料、肉食的等八
条产业链。全产业链里面的每一个企业都按照
现代食品安全的企业体系，形成风险控制方
案，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无缝连接。
“从产业链出发，提升整体食品消费的水

准，是粮油食品企业的商业机会，也是社会责
任。”宁高宁说。

2011年 6月 10日，宁高宁接任蒙牛乳业
董事会主席。这起人事变动直接与“全产业链”
完美对接———因为蒙牛刚好补齐了中粮全产
业链上的乳业一环。

华润往事

在华润的日子，对于今日的宁高宁而言，
是一段往事，亦是英雄前史。

出生于医生家庭的宁高宁，选择了完全背

离家人期望的人生道路。
1986 年，拿到 MBA 学位的宁高宁，进入

华润集团工作。当时，华润是香港一家上市公
司的大股东。这家名叫永达利的公司正在为租
约问题打官司，当时需要华润集团派人来做代
表解决此事。时任华润集团企业开发部副总经
理的宁高宁临危受命，结果把官司的事处理得
相当完美。之后，宁高宁又略施小计，不仅解决
了永达利的麻烦，还为华润集团赚了 4亿多
元。

1992 年，华润集团通过注资，把永达利
更名为华润创业，市值超过 600 亿元。作为
永达利负责人的宁高宁更加引人注目。直至
1999 年，他出任华润创业有限公司董事会主
席、华润 (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国华润总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华润北京置地有限公司主
席。

此后的日子里，宁高宁率领华润集团在内
地展开了一连串的策略性并购行动，横跨房地
产、零售业等主体行业，目标都直指行业领袖
地位，因而被称之为新产业整合探索的先锋领
袖。

企业忠良

《企业忠良》是中粮内刊的刊名。从华润移
师中粮，宁高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内刊改成
现在这个名字。按照他的想法，这个与中粮谐
音的“忠良”是企业管理理念的核心。

从 2005年 5月开始，宁高宁不间断的都
会刊登一篇自己写的文章，至今已有近 50篇，
而每篇的题目都是只有三个字。开篇就是讲述
他到任中粮心情的《空降兵》。在这些文章里，
无论是谈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产业价值
链的异同（《贫与富》），还是探讨企业的成功经
营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成功（《价值观》），又或者
是使他心有触动的知名企业家说过的话《有人
说》，甚至包括自己戒烟后“改邪归正”的感受
（《戒烟了》）……在过去的 6年里，宁高宁将自
己的心灵和感悟用文字呈现出来，为的是与他
的员工分享。

早在宁高宁刚上任时，连续多年保持不变
的“中粮中层管理干部大会”改成了“中粮经理
人年会”。“我看我们今天的身份不是企业家，
而是经理人”。宁高宁要求下属跟他一样，要做
专业的国企“放牛娃”。

在制定中粮战略时，宁高宁信奉规则，但
更推崇创造，他涉猎很广，乐意接受各种新信
息，而所有这些都可以反映到他的商业智慧
中。

近年来，象征着“央企身份标签与企业活
力、主业相对集中与多元化扩张发展的和谐统
一”的“央企中粮现象”引起各方关注。作为一
家多年稳居世界 500 强之列的大型央企的中
粮集团展现出了一种“大象”活力，宁高宁这个
“放牛娃”功不可没。

宁高宁：
央企“放牛娃”

宁 高宁 ，1958 年
生于山东滨州，1983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经
济系，1987 年毕业于
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工
商管理学硕士学位。
2004 年 12 月起，任中
国粮油食品（集团）公
司董事长。此前曾任华
润创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及中国华润总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等职。

王建宙，1948年 12月生，浙江长兴人，浙江大学工学
硕士和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在职），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现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董事长。此前曾担
任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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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一个公司最高负责人就是要做最大的事情和最小的事情，

用最小的事情来体现最大的事情。比方说地上有一张纸，大家都熟视无睹，没
有人捡。但是，我作为一把手，你们都不做的事情，我要做，我就要把这张纸捡
起来，从这种小事上体现大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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