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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来，刘进艰苦创业，永葆军人本色，把帝王洁具从一
个小手工作坊哺育成国内最大的亚克力卫生洁具生产基地，不
仅成为四川省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的重点骨干社会福利企
业，还走进全国卫生洁具先进行列，成为全国知名品牌企业。

作为国内知名卫浴品牌，帝王洁具日前更以全新的形象
亮相被认为是卫浴行业“风向标”和“晴雨表”的第十六届上海
厨卫展，并以其令人耳目一新的产品和展厅设计，为观展商们
所津津乐道，更引来了不少知名媒体前来追捧。

此次帝王洁具成为上海展会的焦点，让我们又一次认识
到了“帝王”崛起的雄心和信心。而这，也体现了刘进的雄心与
信心。

引领卫浴新时代

进入帝王洁具展区，简约、大方的展馆设计，时尚、多彩的
新品展示，帝王展现出“新卫浴，新生活”的全新面貌，新品造
型和色彩令人赏心悦目。
不同于常规的白色洁具，帝王洁具以丰富的色彩、时尚的

款型、完善的配套屡屡创新，为卫浴空间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
风景。帝王洁具，将功能、品质与设计感完美结合，实用中显艺
术，细节中见品味，既讲究设计的人性化，又注重品质的实用
性，同时还崇尚卫浴空间的氛围营造，突出帝王洁具的“内外
兼修”，彰显时尚个性。

帝王洁具凭借先进的生产设备、零瑕疵的出库管理制度，
保障了所有销售产品的优良品质，率先在国内实现了亚克力
浴缸、浴室柜、座便器、净身器四大件的款型和色彩配套，淋浴
房、淋浴器、浴足器、水龙头、挂件等卫生洁具也一应俱全，满
足消费者对卫浴产品的基本要求。近几年来，帝王洁具逐渐叱
咤市场，成为引领时尚的卫浴领袖品牌。

专业品质受喜爱

目前，四川帝王洁具有限公司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亚克力
洁具生产基地。公司产品遍布全国并远销多个国家，深受国内
外客户喜爱。
据悉，帝王洁具所用的主要基材是亚克力，亚克力是一种

特殊的有机玻璃，经过严格的多道程序深度加工而成。目前，
帝王洁具是国内最大的亚克力洁具生产厂家，帝王洁具所用
的优质亚克力原材料全部进口。
据了解，亚克力在温差范围（-40益—+110益）下使用几十

年都不会老化褪色。对于亚克力座便器，使用所有的市售马桶
刷和洁厕剂，都不会对其产生丝毫的影响，即使不小心被硬物
划伤，经简单打磨抛光后即可翻新，修复性极强。与其他洁具
材质相比，亚克力还具有无辐射、韧性好的优势，就连不少高
档橱柜台面均不同程度地加入了亚克力材料，使橱柜台面既
光亮又不会因用力过大而担心台面断裂。帝王洁具对亚克力
材质的运用，让每一位用户拥抱“帝王级”的生活享受。

亚克力材料集聚了光亮度高，色彩丰富、易于清洁修复、
皮肤触感柔和等诸多优点，早在上世纪 70年代已广泛应用于
欧美国家的洁具行业，但由于它的技术含量较高，目前全世界
也只有少数厂家能够生产出真正合格的亚克力洁具。

细致入微树标杆

帝王洁具，不仅个性的色彩和时尚的款型吸引广大消费
者，全程的贴心服务也是有口皆碑的。据了解，帝王洁具所有
产品三年保修，终身维修；服务质量三个月被 100%追踪反馈，
并电脑建档；20公里内被 24小时限时响应服务；免费设计咨
询、免费量尺寸、免费送货、免费安装等。
随着市场的发展，消费者对于卫浴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

不再停留于产品层面，而是希望洁具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增值
服务。此次厨卫展上，帝王洁具表示，将很快推出“整体卫浴空
间服务者”的全新形象，完全超越“卫浴产品提供者”的传统定
位，为消费者提供整体卫浴空间设计、产品个性化定制与安
装、后期维护与保养等系统性解决方案，要让寻常百姓在自己
家里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帝王”般的生活。
每一个细微之处，都体现了帝王洁具人对用户贴心的关

怀，这让帝王洁具在行业中树立了标杆，也让人们从一个侧面
看到了帝王掌舵人刘进的军人风格和品质：退伍不褪色，永葆
军人作风；艰苦创业，热爱民政福利事业；乐善好施，无私奉献
回报社会。他说：“这既是我做人之本，也是我们企业成功的秘
诀，我将秉持这些宗旨，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济南军区八一柔道队沿街综合楼

每当静下心来，朱春涛回顾自己所走过的人生历程，对每一个阶段所作出的选择，
从没有后悔过。用他自己的话说：“不管是顺利还是挫折，都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激
励自己，‘向前，向前，向前’，直至取得胜利！”

“军之星”永远“向前”

老兵档案：
朱春涛，1965 年

11月 19日出生，中共
党员，自主择业转业
干部。1982年 9月考
入解放军后勤工程学
院建筑工程系，1986
年毕业后一直在部队
从事营房建设与管理
工作，2003 年 6 月任
济南军区基建营房部
房改办主任，2003 年
12 月自主择业，2005
年 3 月 18 日创建山
东军之星建筑设计有
限公司，踏上了人生
二次创业的征程。

退伍不褪色，艰苦创业；乐善好
施，无私奉献回报社会。刘进说：“这
既是我做人之本，也是‘帝王’成功的
秘诀，我将秉持这些宗旨，继续坚定
不移地走下去。”

刘培培/文

洁具“帝王”

济南绣阳房地产公司“景苑———启城”综合楼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保健综合楼鸟瞰

朱兴月/文

（上接第九版）
那时实际上国外企业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都比我

们强，联想怎么办？当时我们老同志一起商量的时候，不是讨
论人家怎么强，而是讨论我们到底软在哪儿了，哪儿不行，下
决心做了内部改革后，从此一步一步上来了。这一仗打下来，
对中国的 IT业是个贡献，假定没有联想，国外品牌的微机依
然会很长时间以很高价格在我们国家卖，这一定会影响中国
各个行业信息化的进程。

第三件是股权激励。我们这个企业本来是科学院投资的
100%的国有企业，然后在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一些途
径，最后实现了员工持股 35%，这个机制的实现对联想的发
展是极其重要的。假定没有这条，很难说联想能够有持续不
断的新战略，能够实现了一个目标之后，再为了一个更高的
目标而去努力。

第四件是为年轻的同事提供了舞台。过去人们说联想只
是解决了接班人的问题，我想远远不是这样。联想要给大量
有能力的人才提供舞台，让我们在事业做大的同时，也真正
做到“以人为本”，这点我们正努力在做，而且做得到，目前看
还不错。所以，我觉得这点也是对社会的贡献。还有一点就是
联想一边打仗一边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理念，比如管
理三要素，这对所有的企业都是通用的，这也算是我们的贡
献。

联想有运气，有大运气。这个运气就是赶上了当前这个
时代。联想处于这种环境下，才能好好干活，这不是大运气
吗？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现在的工作，珍惜我们的事业。

我是这样做企业的

他从1982年9月考入军校，成为
一名军人，至今已三十个年头；他从
2003年年底选择自主择业，至今已八
个年头；他从2005年年初创建山东军
之星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至今已六个
年头。他就是山东军之星建筑设计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朱春涛。

朱春涛自出生起即与“军”字结
缘。他出生于军人家庭，长于军营，吃
部队饭长大。“是部队养育了我！”这
是朱春涛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退役上校 自主创业

朱春涛考入的军校是解放军后
勤工程学院，在建筑工程系学习建筑
结构专业。1986年8月毕业，先后在济
南军区原军医学校校务部营房科和
济南军区后勤部司令部管理处任营
房助理员，负责新建工程的设计与施
工管理工作，自主择业前任济南军区
基建营房部房改办主任，上校军衔。
“是部队为我提供了成长的平台，锻
炼、造就了我的专业水准和综合管理
能力！”朱春涛说。
为自己的企业取名“军之星”，朱

春涛说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部队
养育、培养、锻炼、造就了我，没有部
队，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要感恩部队，
始终牢记自己曾经是一名革命军人，
在公司名称上要冠以‘军’字。二是我
坚信，只要是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
我36岁即为军区机关正团职干部，在
部队能干好，在地方也一样能干好，
自喻为‘星’。”
离开部队，选择自主择业，对朱

春涛而言，是一个痛苦的选择。自主
择业前，他所在的房改办在军区机关
是一个很不错的处室，专门负责全区
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和管理。然而，
2003年部队实施编制体制调整，实行
三军联勤，房改办被列入撤销名单，
他变成了被撤销单位的人员，要想在
部队再图发展将会很难。朱春涛思索
了很长时间，最终还是下了决心：自
主择业。朱春涛想，自主择业，一是可
以减轻地方政府安排转业干部的负
担；二是可以自己去创业，检验自己
到底是块好钢还是块烂铁。他的这个
决定，遭到家人的强烈发对，同时，他
的老领导和战友们也大都不解，都认
为这么年轻就当了处长，在部队肯定
会有发展前途。但他对自己的前途最
清楚，“我坚信自己的选择不会错。但
说句心里话，真到脱军装时，心里还
真是感到难过，毕竟我对部队有着太
多的难以割舍的情感！”就是在这些
反对和不解中，朱春涛踏上了人生的
二次创业征程。“现在回过头来想想，
如果没有当时的选择，就不可能有今
天的军之星，也不可能成就今天的事
业。”朱春涛说。
朱春涛彼时之选择创建“军之

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经
过近半年的深思熟虑后所做出的决
定，因为他觉得自己有这方面的优
势。朱春涛说：“一来是我办事执着，
具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所体现
出的军人那种勇于取得最后胜利的
无畏精神和顽强毅力。二来是我具有
在部队期间养成的那种雷厉风行、严
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三来我虽然没有

在设计单位做过专职设计师，但我具
有较高的各专业设计素养。”

的确，从参加工作开始至调入军
区基建营房部前，朱春涛非但设计专
业没有丢掉，而且还得到了全面的锻
炼和提高，先后独立完成了近20个新
建工程的单体建筑方案设计和各专
业施工图设计。其中，军区后勤部机
关车队立体车库的设计，获军区优秀
设计一等奖、全军优秀设计二等奖，
并为此荣立了三等功。

建筑设计 军星闪亮

如同战士在出征前要做好充分

的准备一样，为了做好二次创业的思
想准备，2005年春节刚过，朱春涛独
自来到石家庄，专程拜访时任北京军
区联勤第7分部部长贾宪文，向他如
实汇报了自己自主择业的决定，并说
了自己想去西柏坡、大寨、红旗渠三
个地方看看，接受一下思想洗礼，激
励自己二次创业的斗志。贾部长听完
朱春涛的汇报后，十分支持他，专门
联系了一台越野车给予保障。朱春涛
用了四天时间，完成了三站旅行，达
到了此行的目的：“大寨和红旗渠人
不畏艰难、战天斗地的创业精神，我
亲身感受到了！在西柏坡，革命先辈
们排除万难，指挥并赢得解放战争胜
利的革命精神，我亲身体会到了！”朱
春涛说。

此后，朱春涛踏上了军之星的创
建之路。地方各级政府十分支持、扶
持自主择业的转业军人二次创业，很
快批准了军之星的工商注册登记和
设计资质申请，使军之星成为一个手
续齐全的经济实体，为此后顺利开展
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秉承军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以精品设计竞市场，以良好信誉行天
下”是军之星的企业理念，也是行动
指南。军之星自成立至今，其完成的
军队和地方工程设计项目深受用户
好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济南军
区政治部梁庄经济适用住房小区7.9
万平方米，济南军区八一柔道队沿街
综合楼2.5万平方米，济南军区军事监

狱2.3万平方米、济南绣阳房地产公司
“景苑·启城”综合楼4.1万平方米和山
东省千佛山医院保健综合楼8.1万平
方米等。

不屈不挠 回馈社会

“在军之星的发展过程中，既有
成功的喜悦，也有挫折的教训，无法
一一列举，但有两件事是我永远不能
忘怀的。”朱春涛表示。

第一件事是成功的案例。2006年
7月14日参加济南军区总医院师职干
部病房楼的设计投标，最后，军之星
中标了。当时，朱春涛成功的喜悦心
情，真是用语言无法形容。“事后，我
做了如下总结：一是我们有三个第
一：第一次参加大项目的投标；第一
次与数家具有知名品牌的大设计院
同场竞争；第一次竞得大项目设计任
务。二是其重要意义在于积累了实战
经验，树立了必胜的信心！”

第二件事是曾经遇到过的一件
根本就无法预测到的挫折案例。2008
年5月，通过招标，军之星竞得了某单
位高层宿舍楼的设计项目。施工图纸
经当地专业审查机构审查合格后，该
项目正式开始施工。当建设到六层
时，建设单位的总工，将此工程设计
的普通剪力墙结构形式误认为是短
肢剪力墙结构形式，认为严重违反国
家现行设计规范要求，存在安全问
题，需要立即停工，并要做加固处理
后方可继续施工。此事，引起了已购
房住户心理上极大的恐慌，也引起建
设单位领导的高度重视。为求稳妥，
建设单位下达了停工令，并先后委托
了数个专业图审机构对施工图纸进
行了复审，最终结论是一致的：设计
满足设计规范要求，不需要加固。问
题是解决了，但此事对军之星的打击
很大，最为严重的是声誉受到了巨大
的损害。那段日子里，朱春涛确实非
常沮丧，但一想起“向前，向前，向前”
那首军歌，他就精神振奋。“我想，我
不能倒下去，我有责任带领我的团队
继续前进。”此后，事实证明，军之星
的设计，最终经受住了时间和实践的
检验！

所谓梅花香自苦寒来，功夫不负
有心人。经过六年努力，军之星如今
已走过艰难的创业阶段，正步入良好
的发展阶段，随着公司综合实力的不
断增强，它已逐步被社会和军队所认
知。目前，军之星注册资金301万元，
建筑设计甲级资质。现有专业技术人
员40余人，其中高级工程师12人，工
程师13人，各类注册师13人。军之星
已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并与意大利ARTES设计事务所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承担国内外各
类建筑工程的设计、项目管理和相关
的咨询服务。

创建军之星是朱春涛人生二次
创业的初衷，创建“军之星”品牌，是
他回报部队、回报社会的最终目标。
六年来的创业经历，令朱春涛深深
地感悟到，人生就是不断选择、不断
接受挑战的过程。如今每当他静下
心来回顾自己所走过的人生历程
时，他对每一个阶段所作出的选择
都从没有后悔过。用他自己的话说：
“不管是顺利还是挫折，我都以《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激励自己，‘向
前，向前，向前’，直至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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