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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好一个项目不容易，管好一个工期紧、任务重的项目更不容易。他以一种永
不服输、永争第一的状态，不断去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而支撑他执着追求的精神
力量，是他对企业的耿耿忠心、对事业的高度责任和对工作的满腔热忱。

李奇峰：
爱啃硬骨头的项目经理
谢永彬 欧阳奋放/文

任正非：缔造“狼性华为”
（上接第九版）

经过两年多的起草、酝酿，八易其
稿，1998年，由公司总裁任正非倡议的
《华为公司基本法》正式出台。《基本
法》分为宗旨（核心价值观、目标、成
长、价值分配）、基本经营政策（经营
模式、研发、营销、生产、财务）、基本
组织政策（组织方针、组织结构、高层
组织）、基本人力资源政策（基本原
则、员工权利与义务、考核、管理规
范）、基本控制政策（管控方针、质管
体系、全面预算、成本控制、流程重
整、项目管理、审计、事业部、危机管
理）、接班人与基本法修改等六个主
要方面，采用法律条文的书写方式编
写。

在《基本法》中，对基本的价值观
和共同的远景作了清晰而系统的演
绎。如“华为追求的是在电子信息领
域实现顾客的梦想，并依靠点点滴
滴，锲而不舍得艰苦追求，使我们成
为世界级领先企业。”“决不让雷锋
吃亏，奉献者定当得到合理的回
报”，“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
华民族的振兴，为自己和家人的幸
福而不懈努力。用我们卓越的产品
自立于世界通讯列强之林；我们不
单纯追求规模上的扩展，而是使自
己更优秀……”

华为公司的《基本法》把华为人
心底的呼唤明白表达了出来，使之明
确化，发挥了强大的作用。正是华为
的远大抱负，吸引和凝聚了一大批优
秀的有雄心壮志的人才。
《华为基本法》近 2万字，对华为

内部原有的文化进行了一次梳理，在
传承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对行为准则具
体化。袁宝华评价说：“华为有了基本
法，就做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华
为基本法》是中国民营企业第一次面
向未来的系统总结和全面思考；作为
中国现代企业里最早、最系统、影响最
大的文化大纲之一，成为之后企业制
定类似企业内部文件的典型范本，对

中国企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独树一帜的华为文化

《华为基本法》使得华为原有的
“狼性”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升华。倡导
高度进攻性的文化依然推动华为的事
业不断壮大。然而，个性突出的《华为
基本法》却无法为华为成为跨国大企
业提供更多的帮助。一方面由于《基本
法》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而华为的人员
规模、销售额更加庞大，“华为由于短
暂的成功，员工暂时的待遇比较高，就
滋生了许多明哲保身的干部。他们事
事请示，僵化教条地执行领导的讲话，
生怕丢了自己的乌纱帽。”（任正非
语）；另一方面，华为开始大规模进军
海外市场，试图成为一家国际化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任正非进一步摸索出
了能够帮助华为提升管理能力，培养
管理人才的办法。

以人为本的文化。公司给予员工
充分的信任，帮助员工通过组织实现
自己的需要，为人们追求成功提供必
要的条件渠道，使得员工对于所在的
组织具有极高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从
而在行为上表现得更有主动性，更愿
意合作，更具有责任心和奉献精神。公
司的管理因而也能够采取高度灵活
性、较少监督的方式却能够达到高效
率。

鼓励创新的文化。华为公司不断
地强化员工的危机意识，任正飞发表
过一篇文章《华为的红旗还能打多
久》，指出公司所处的领域强手林立，
变化迅速，公司必须不断地创新，要做
好准备迎接变化。在公司的所有层次，
被要求要开展创造性的工作。公司鼓
励员工自我批评，自我否定，防止经验
主义，从而实现一次次的升华。华为鼓
励员工去“犯错误”，当然不能犯重复
性的错误，而是要犯因为创新、因为探
索未知领域而不可避免的错误。什么
都不做，则永远不会有错误发生；要创

新，不要怕犯错误。
因此，华为公司的内部刊物上，可

以见到员工勇于暴露问题，剖析自己，
把经验教训与大家分享。在这种气氛
下，华为员工的创新热情很高涨、思维
活跃。好的想法和创意、改进等源源不
断地涌现出来。

开放的文化。一个高效创新的组
织，对内对外都必须有开放的态度。乐
于接受新鲜的事物、乐于接受彼此不
同的思想，愿意相互合作、资源共享是
非常重要的。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利于
开放的原因之一就是目光专注于组织
的内部，而内部条块分割，本位主义限
制了合作。华为公司开放的文化表现
为：对外，华为公司强调要倾听顾客的
意见，并与广大的顾客和合作单位结
成了利益共同体；对内，则强调部门是
公司的资源要向大家开放，实现资源
共享。在它的办公场所中，各个部门的
办公室的门永远是打开的，走廊一侧
的墙是落地玻璃，造成一种开放的感
觉而又不被来访人干扰工作，人们可
以自由出入进行交谈。主管与一般工
作人员使用同样的办公桌，坐在一起
办公，随时和大家交流，不再独门独
室，显得高高在上，神秘莫测。在这种
气氛下，大家之间的隔膜明显消除，互
相之间更愿意袒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合作的文化。无论是在团队的内
部还是在整个公司都必须展开紧密的
合作。公司促进合作，激发对话、产生
创意、在创新过程中能够更好地综合
各人的能力和技巧。华为公司强调“集
体奋斗”，强调资源共享，强调充分利
用求助系统，正是建立在对于创造活
动群体动力特点的认识基础上。公司
要求员工要相互合作，避免单兵作战，
避免个人英雄主义，要在集体奋斗中
实现自己的价值。“胜则举杯相庆，败
则拼死相救”正是华为合作文化的生
动写照。公司把合作的群体称为“狼
群”，在创新实践中表现出强大的威
力。

关心的文化。华为明确地将“爱祖
国、爱人民、爱事业、爱生活是我们凝
聚力的源泉”落到实处，培养员工从小
事开始关心他人，要尊敬父母、帮助兄
弟姐妹、对亲人负责，在此基础上关心
他人。认为惟有平常关心同事以及周
围有困难的人，进而修养好个人，才会
关心祖国前途。在华为，公司关心员
工，领导关心下属，员工相互关心、关
心公司、关心客户成为一种常态，关心
的文化使公司呈现出一种大家庭的氛
围。

奉献的文化。产业报国一直是华
为人的共同追求，也是华为企业文化
的重要内涵。华为公司以其宽阔的胸
怀、直率和无私，坦荡地提出为所在的
社区做贡献，要为自己家人的幸福而
努力。在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民族的
振兴、以科技兴国的神圣使命的驱使
下，华为人表现出了极强的奉献精神。
在华为，员工不计报酬，自愿地加班加
点工作、赶进度是家常便饭。正是这种
奉献精神，使华为获得了超过其他企
业的发展速度。

华为所打造的是新锐的网络技
术，所建立的是透明而现代化的企
业总部，所追求的是高度竞争的企
业文化，但任正非却用中国最传统
的方式管理华为。革命化的团结大
动员、唱军歌式的管理模式在华为
是一种有趣的特殊现象。电信是一
个竞争残酷的行业，世界上任何电
信公司不是发展，就是灭亡，没有第
三条路可走。华为同样如此，要生
存，就得发展。

事实上，华为就是任正非，而任正
非就是华为，正如“文如其人”一样，企
业也“如”其创始人。在这里，军人的风
格被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任正非曾
说过：“资源是会枯竭的，只有文化才
会生生不息。”而正是这条无形的、生
生不息的、充满思辨色彩的、不断升华
不断完善的文化线，牵引着华为人走
向更加成熟的未来。

中国君仁爱心工程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是
全国性非盈利（系统内部非社团）公益组织，是在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广泛、深入的开展建设
社会主义新中国和拥军爱民活动的大背景下，由
一大批关心国家建设、国防建设、热爱人民军队，
积极倡导“拥军爱民”公益事业的老领导、老将
军，与一批爱国、爱军、爱民的企业家、慈善家和
志愿者，遵照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共同发起，在中
央有关部门正式备案，并于 1950年 11月 19日
成立的内置（单位）机构。

协会自成立以来，一直以服务部队为主要职
责。2009年 6月 8日重新核定服务的宗旨是：服
务复转军人。

协会服务宗旨转为服务复转军人后，坚持为
复转军人提供广阔的就业与创业咨询服务平台，
并联合在京的知名大专院校、职业院校和技校，
根据复转军人文化教育提升的需求和就业的不
同择业特点，依据地方和用人单位的要求，量身
打造各类人才，从高管型、管理型、技术型、普工
型着手实施培训，帮助复转军人做好就业前的技
能培训工作，对培训合格的复转军人颁发国家统
一的技能等级证书、技能上岗证书、学历证书，让
广大复转军人在脱下军装走出兵营后，尽快实现
其奋飞的理想。其法定配套工作机构为：北京君
仁爱心创业咨询服务中心。同时，协会始终把关
注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并于
2009年 12月 12日在四川德阳绵竹市筹巨资，捐
建了第一所“四川德阳青少年心理健康活动中
心”，协会将其作为示范，向四川全省乃至全国推
广。

协会遵照国家政策、法规，接受赞助款物，开
展公益活动，赞助人享受国家在税务等方面的优
惠政策和本会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同时帮助企业
（公司）进行发展研究，开展各种项目选择、产品
营销与会展策划、融通资金、业务咨询、高层公关
及法律维权等服务。其工作理念和总体思路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依赖国家投资、不占用政
府编制，发动和组织以企业家为主体，包括社会
各界人士参与复转军人就业工作，坚持以“培训
服务于就业”，也就是：“定向选拔———专项培
训———对口就业的一条龙‘订单’模式”；提倡“创
业带动就业”，也就是：“重点扶持自主创业，因
‘创业已解决自身就业’，并且，其创业者的企业
所需员工，就自然解决与带动了新的就业”，从
而，积极做好探索我国复转军人就业创业新模式
的工作，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
贡献力量。

中国君仁爱心工程协会

热心服务复转军人

陕西改扩改工程———西潼高速公路一景

在当今“揽活难、干活更难”的建
筑施工领域，承建工程所面临的艰辛
和风险已是众人皆知的事。但越是充
满挑战的市场，越能显现出一个人的
智慧与勇气来。中国中铁五局机械化
公司副总经理兼蓝（田）周（至）A7标项
目经理李奇峰就是这样一个敢于知难
而上的人。由李奇峰担任项目经理所
组织承建的国家重点工程，都是“最难
啃的硬骨头”。面对造价低、工期紧、要
求高、技术新、外部施工环境干扰大和
种种艰难困苦，他胸有成竹、迎难而
上，带领参建员工昼夜突击、顽强拼
搏，创出一个又一个一流质量的工程
项目，在业内树立了良好的信誉和形
象。

技术改造奠定后盾

1997年，李奇峰从兰州铁道学院
毕业，此后在施工一线一干就是 14
年，从一个中国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
的见习生一步一步成长为技术主管、
项目总工、项目常务副经理、经理、公
司副总经理兼蓝（田）周（至）A7 标项
目经理，参建的工程项目达 13个。他
勤学肯干，在工作中逐步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并通过自学获得国家一级建
造师资格，先后荣获江西省高速公路
建设先进工作者、陕西省优秀项目总
工程师、中铁五局集团“十大科技新
星”、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2011
年 6 月 22 日，他被中国中铁授予“优
秀青年项目经理”。

1998年 7月，李奇峰调入机械化
道面公司。由于道面公司成立时间短，
路面施工技术经验积累有限。初出茅
庐的他，面对工作压力，以不服输的牛
劲一头扎进书海里，边学习边实践，不
仅很快胜任了工作，而且逐步成为路
面施工技术骨干。

2001年 7月，他被聘任为中铁五
局机械化公司道面 G327 路面改建项
目部总工程师，开始了对沥青路面施
工深层次地技术研究和对项目的精细
管理。此后，他先后担任了 3个项目的
总工程师，据不完全统计，技术创新项
目直接经济效益达 1000多万元，所管
理的项目均实现盈利。

在山东日竹路面项目，通过配合

比优化设计、改进施工碾压工艺及加
强现场施工控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
下，节约成本 40万余元。在昌泰路面
项目，他组织了“沥青混凝土面层横向
接缝的处理”、“自行加工高速公路路
面用碎石”等技术攻关课题，将选择加
工碎石所需的筛网、加工工艺应用到
了施工中，以一流的施工生产质量获
得认可。在重庆渝邻高速公路路面项
目，他参与修建国内少有的 OGFC 排
水性沥青混凝土路面，创新了集料加
热温度控制方法，解决了粗骨料加热
温度过高及施工工艺难等问题，达到
了国内先进水平。

精细管理创造效益

在公司承建的陕西子靖高速公路
第一合同段，他针对全线普遍存在的
桥面突变点和桥头接缝跳车影响平整
度现象，采用机械刨去突变点、人工提
前摊铺处理以及全桥面加密挂线等施
工工艺，提高了桥面摊铺平整度，在业
主开展的路面平整度专项评比中屡获
第一，累计获得奖励达 200余万元。施
工后期，他被任命为常务副经理负责
项目全面工作。他率领项目部人员精
心谋划，科学施工，被评为竞赛优胜单
位，获奖金 305万元。全线建成通车仪
式在第一合同段隆重举行。陕西省领

导对项目部进度、质量和队伍作风再
次予以高度评价。

2008年 3月，公司中标位于 205
国道山东滨州市境内大修项目第 2合
同段全长约 21.1公里路面大修工程，
李奇峰任项目经理。他结合大修工程
的特点，强化精细化管理和工地安全
文明建设，及时组织开展了“大干 100
天，向奥运会献礼”、“安全保畅迎奥
运”的劳动竞赛活动。项目施工日进度
达到了每天 2 公里。2008 年 8 月 15
日，项目部安全优质地完成了全合同
段工程施工任务，比业主下达的工期
计划提前了 15天，受到业主的高度好
评，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西（安）潼（关）高速公路改扩建
工程是陕西省境内第一条四车道改
八车道的工程，其中陇海铁路是全线
施工难度最大的工程，工期仅一年，
合同价由原来的 3.51 亿元施工变更
为 4.1亿元。时间紧、任务重不说，一
进场，征地拆迁就给了他第一个下马
威。作为项目经理的李奇峰立即做出
决定，以征地拆迁为先导，打开施工
突破口，项目从元月初进场，2 月 5
日便正式施工，比业主下达的 2 月
15 日开工令整整提前了 10 天。

项目工期紧不说，施工难度极大。
这是给他的第二个下马威。合同段内

有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工程、上
跨交通十分繁忙的陇海双线铁路和省
道公路的悬灌大桥，全桥必须保证在
11月前实现合龙，工期才有保证。李奇
峰没有被眼前的一个又一个难题所难
倒，而是以百倍的信心去从容面对。自
项目进场后，立即制定和完善了《西潼
项目安全施工手册》、《西潼项目经理
部绩效工资考核办法》等一系列便于
操作的管理办法和措施。同时强化协
作队伍管理。由经理部根据现场进展
和工期目标，给每个施工协作队伍下
计划，立责任状。对按时完成的给予重
奖，对未完成的按奖励金额的 50%予
以处罚。在业主组织的社会主义劳动
竞赛中次次获重奖，截至去年 12月底
共获得奖金 1100万元。实现了安全质
量生产无事故。

管好一个项目不容易，管好一个
工期紧、任务重的项目更不容易。李奇
峰以一种永不服输、永争第一的状
态，不断去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而
支撑他执着追求的精神力量，是他对
企业的耿耿忠心、对事业的高度责任
和对工作的满腔热忱。如今，在激烈
竞争的建筑市场和火热工地上摔打
了 10 多年的他，多了几分沉稳，多了
几分成熟，多了几分坚毅和信心。不
论前方的路多长，风雨多骤，他都能
笑颜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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