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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尽管很久以来，中国交通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交集团”）
董事长周纪昌为工作无法坚持跑
步的爱好，他出差必带的跑鞋也只
是偶尔出现在酒店的健身房———
但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位 62
岁的央企老总，没有一天停止过奔
跑。

中交集团如今正奔跑在世界第
一的跑道上，被其甩在身后的，既
有央企沉重的旧包袱，也有竞争路
上的新对手，而一路随行的是中交
集团不断树立起的“中国标准”。

2012 年 1 月，周纪昌获选“中
国企业十大人物”。从 2005 年 12 月
出任中交集团董事长那天起，周纪
昌带领着这家世界 500 强企业，以
勇往直前的姿态奔跑在路上。

这条路是国有企业走向资本化
之路。

这条路也是中国企业走向全球
之路。

55岁踏上新跑道
2005 年的周纪昌经历了“天天

都有头疼的事”，在不到一年时间
里，他顺利完成了自己的重组重
任。

2007 年，周纪昌荣获首届国家
基础设施建设终身成就奖。这一名
曰“终身成就”的奖项，并非就此为
周纪昌的事业征程画上终止符，正
相反，他又踏上了一条新的跑道。

在那之前的 2005 年 12 月，55
岁的周纪昌出任中交集团董事长，
受命重组中国港湾建设 (集团)总公
司与中国路桥 (集团 )总公司，这两
家大型企业以强强联合、新设合并
方式组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2006 年 10 月 8 日，中国交通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交股
份”）正式成立。在当时，像这样大
容量资产的两家大型企业重组绝
无仅有，周纪昌是功不可没的领跑
者。

在路桥系统，周纪昌从实习
生、助理工程师、设计室副主任、副
院长、副总经理，一直做到总经理、
董事长。1994 年，时任中国公路桥
梁建设总公司总经理的周纪昌被
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
专家”。那一年，周纪昌 44 岁。

没有人会怀疑这个不惑之年的
总经理将会带来更多的“突出贡
献”。

2005 年重组，2006 年在香港整
体上市，2007 年进入世界 500 强。
中交集团的飞跃发展，成就了闪亮
的“中交模式”，在这当中离不开周
纪昌的运筹帷幄。

2005 年的周纪昌经历了“天天
都有头疼的事”，在不到一年时间
里，他顺利完成了自己的重组重
任。周纪昌带领团队按照国际规则
改革公司治理结构，使中交集团重
组 8 个月后即成功在香港整体上
市，成为中国第一家成功实现境外
整体上市的特大型国有基建企业。

在这同时，周纪昌带领中交人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业务结构
和市场结构的调整，通过一系列方
式不断地提升竞争能力，改变企业
的发展方式，将这家老央企发展成
为当今中国建筑行业最具代表性
的企业。

创新为奔跑加速

这位中交集团的掌门人，正带
领他的企业成为世界公路、桥梁、
港口建设市场上的领跑者。

在周纪昌办公室，墙上挂着一
幅条幅，上面书写着“让世界更畅
通”。

时至今日，这不是周纪昌用来
欣赏的口号，而是真实存在的现
状。这位中交集团的掌门人，正带
领他的企业成为世界公路、桥梁、
港口建设市场上的领跑者。

73 个国家、120 多个港口———
中交集团占据了世界港口机械市
场 78%的份额。

全世界排名前十位的桥梁，有
55%是中交集团建设的。

中交集团参与建设的工程不仅

反映了当代中国最高水平，也反映
了当今世界的最高水平。
“我们公司的实力，我不是在

中国排第一，我在世界都是排第
一。我们之所以能够占据世界上这
么高的市场份额，是靠我们的技术
创新。”周纪昌如是说。

周纪昌带领企业用创新为中交
集团的奔跑不断加速。

2005 年至今，中交集团形成了
独有的自主创新体系框架制度，公
司被国务院国资委授予“科技创新
特别奖”，并入选“全国创新型企
业”。
在周纪昌引以为豪的技术创新

中，其中最让他津津乐道的是公司
自主创新的“航测及遥感专业设计
实验集成技术”。
“我们已经可以把地球搬回

家，坐在家里搞设计了。”周纪昌
说。

2010 年，“全国最后一条通县
公路”西藏墨脱公路最重要的控制
性工程———嘎隆拉隧道全线贯通。
全长 3330 米的嘎隆拉隧道是全线
建设难度最大、工程技术要求最
高、生活环境最苦的唯一一座隧
道，也是迄今为止国内穿越断层最
多、地应力最强、逆坡度最大的高
原隧道。中交设计人员先后攻克大
塌方、大纵坡、大涌水、大断层等我
国高原隧道建设世界性难题，为打
通墨脱公路嘎隆拉隧道提供了强
有力的技术支撑。

除了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自
主知识产权，中交集团内部数十家
从事港口建设、疏浚和路桥建设的
子公司形成的完整产业链，不但使
资源配置有了更大的空间，而且形
成了系统“一条龙”的团体优势。
“创新对于一个企业特别重

要，我们现在提出来，不仅是科技
创新、技术创新，还提出了理念创
新和管理创新，创新始终是推动企
业不断进步的灵魂。”周纪昌说。

征战海外零亏损

7 年来，周纪昌带领“走出去”
的中交人不再“走麦城”，而且成为
全球市场的“常胜军”。

2011 年 11 月 29 日，在马来西
亚槟城生活了几十年的华人李先
生，觉得特别开心，因为在这一天，
中交集团承建的槟城第二跨海大
桥项目 276 个水上承台施工顺利
结束。

眼看着这座由中国企业参与建
设的大桥离完工之日越来越近，李

先生和他的华人同乡们都感到特
别自豪，并且充满期待。

与李先生有着同样期待的还包
括远在中国的周纪昌。

作为中交集团掌门人，企业在
海外的每一个工程、每一个项目都
牵引着周纪昌的神经。

槟城第二跨海大桥项目是中交
集团海外诸多工程中的一个。作为
世界 500 强企业，中交集团主要从
事港口、码头、航道、公路、桥梁、铁
路、隧道、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和
房地产开发业务，业务足迹遍及世
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若是闪回至 2005 年底，当中国
港湾集团和中国路桥集团重组成
立中交集团之初，中交的海外业务
还不似这般姹紫嫣红。当时达 2.3
亿元人民币的亏损，成为周纪昌的
心头刺痛。

7 年来，周纪昌带领“走出去”
的中交人不再“走麦城”，而且成为
全球市场的“常胜军”。
“关键是理念，我们必须转变

经营理念，创新经营模式。”周纪昌
如此阐述制胜秘诀。

仅在 2011 年下半年，4.9 亿美
元的喀麦隆克里比深水港项目开
工，5.2 亿美元的委内瑞拉卡贝略
港集装箱码头项目签约，8.8 亿美
元的卡塔尔多哈新港项目开工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项目在非、拉、亚“遍地开花”，
并且实现了零亏损。
“走出去”也促进了中交国内

业务的转型升级。在国内市场，中
交集团的主要资产由原来的施工
装备，变为现在的经营性投资资
产，资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企
业竞争力大大提高。

让中国标准走向世界

制定标准是创新的制高点。推
广中国标准也是中交人追求的制
高点。

2011 年，美国《工程新闻记录》
杂志发布世界建筑企业排名，中交
股份连续 5 年居全球最大国际工
程承包商中国企业第一名。近年
来，国际金融危机扰动全球经济，
国际工程承包出现减速的苗头。

根据商务部统计，2010 年中国
对外工程承包新签合同额约 1300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约 900 亿美
元，中交股份占比均超过了 8%。中
交不但逆势而上，而且无一亏损。

在周纪昌的中交战略中，海外
业绩是一个绝好的开头，下一步要

做的事是“在海外市场树立中国标
准”。
“我们现在已经对国外输出技

术没问题。我们想让中国的标准逐
步走向世界去。标准是象征企业强
大的标志，一流的企业一定要造标
准。”周纪昌说。
在周纪昌看来，一流的企业卖

标准，二流的企业卖技术，三流的
企业卖产品。
在很多海外建设项目中，虽然

项目的资金、技术、材料、人员、施
工都是中国的，但却要采用西方的
标准建设，由西方监理公司负责监
理，中国企业常处于受人牵制的被
动局面，技术效应和经济效益难以
得到有效保证。在路桥行业奋斗半
生的周纪昌深深懂得交通建设市
场技术标准的意义。

制定标准是创新的制高点。推
广中国标准也是中交人追求的制
高点。

2009 年 6 月，由中交设计、施
工总承包的印度尼西亚泗水—马
都拉大桥项目，不仅项目优质按期
完成，而且由于全部采用“中国标
准”设计建设，还拉动了中国装备
5.6 亿元人民币的出口，中交也通
过 EPC 总承包的顺利完成取得了
很好的经济效益。

2011 年 7 月 12 日，中交集团振
华重工建造的世界上最大单塔自
锚抗震悬索钢桥美国旧金山奥克
兰新海湾大桥成功交付，这是发达
国家桥梁建设市场首次向中国企
业敞开大门。
从“施工交活儿就走”到全产

业链服务，从“败走麦城”到与国际
大公司平起平坐并不断超越领先，
周纪昌带领中交人走过了一条中
国标准之路。
“我们追求的是成为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的世界顶级企业。”周纪
昌说。

2012 年 1 月 30 日，中交集团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以及吸
收合并路桥建设的申请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标志
着公司 IPO 正式启动。按计划，中
国交建将在 2 月 15 日启动发行程
序。

6 年前的 2006 年 12 月，在一派
浓郁圣诞气氛的香港，周纪昌“坐
立不安”，那是中交股份上市的前
夜。

6 年后，回归 A 股。
已经流露初春颜色的北京，周

纪昌的心情被掩在大幕之后。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又一条新

的跑道正铺设在周纪昌面前。

本报记者 汪静赫

周纪昌：中国标准领跑者

可以从网络上搜索到周纪昌简历，文中必有这样一句：
“从实习生到董事长，周纪昌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七
分勤奋，三分机会。”

周纪昌的勤奋成为其在公众视线中的主要印象。
外表儒雅的周纪昌常被外界认为是温和的企业领导人，

然而他自认为性子很急。在周纪昌看来，作为央企领导人，除
了有责任、有思路，还应该有激情，“在激情当中，就包含着一
种你稍微加快一点速度，你什么东西都慢腾腾的怎么能做得
成呢？”

勤奋努力、不断进取，这是一种宝贵品质，也是人生赛道
上奔跑的动力。

对于企业，对于泱泱国企，莫不如此。
2005年底，中交集团重组诞生；2006年，中交股份正式上

市；2008年，中交集团进入了世界 500强企业。有一种说法是
“用三年的时间，再造了一个中交”。中交集团的飞跃发展，成
为备受国资委推崇的“中交模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交集
团密集的海外项目，却无一亏损，既塑造了中国形象，也创造
了中国奇迹。

在周纪昌的视线中，海外业绩为下一步“在海外市场树立
中国标准”开了好头。因为在他看来，“标准是象征企业强大的
标志，世界一流企业一定要造标准”。

创造中国标准，同时也在传达中国精神。
“我觉得中交之所以发展除了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我们始

终有一种非常好的精神来推动着中交集团的发展。”周纪昌如
是说。

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 2011年 2月的利比亚。
中交集团在利比亚有中国籍员工近 5000人。利比亚安全

形势发生动荡之后，中交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将 4893
名在利员工全部安全撤离回国。

中交人充分发挥央企骨干作用，积极疏通海上撤退通道。
先人后己，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别人。认真做好国家
财产的保全工作，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提下，把财产损失降到
最低……在动荡中的异国他乡，中交人用人文关爱塑造着中
国精神。

中交集团的企业使命是“固基修道、履方致远”，周纪昌如
此描述这八个字的含义：“固基修道”意为企业的发展要打好
基础。“履方致远”意为通过践行，使我们目标更远大。

中交集团自重组以来始终把技术创新放在企业发展战略
的核心地位，不断加大技术创新力度。

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世界上一次建
成线路最长的高速铁路———京沪高铁、世界最大在建单体围
海吹填工程———曹妃甸工业区围海吹填陆域形成工程、世界
最大隧桥结合工程———上海长江隧桥工程……这些世界“之
最”彰显着中交集团的科技实力与创新精神。

种种“第一”的头衔在周纪昌和他的同事们看来，是继续
奔跑的动力。在中交人面前，创新进取是一条永无终点的跑
道。

这正是勇往直前、创新进取的中国精神。

马铭

中国标准和精神

特写

荫中国的企业不能总是关起门来称大王，要到国际上去赚
外国人的钱，才是最牛的。

荫公司治理机构是保证企业健康发展一个最根本、最基础
性的问题，然后是人的问题。轻松因为是制度的轻松，劳累是因
为制度的劳累。制度设计的不合理，是过去形成的，要改变。

荫过去我们想资本化，根本没有条件，而现在就具备了这
个条件。国有企业一旦进入资本市场，体制包袱甩得更彻底，竞
争力更强，资本收益自然更好。

荫企业产品延伸到哪里，人才队伍结构调整就拓展到哪
里。

荫我们在自主创新方面最大的亮点就是特别重视推广中
国标准，在标准制定方面先走了一步。在自主创新方面，如果能
够做到这点，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企业的一个突破。中交是央企，
更是能够把握全球市场机会、应对国际市场挑战的国际化企
业。

荫一流的企业卖标准，二流的企业卖技术，三流的企业才
卖产品。我们现在已经对国外输出技术没问题。我们想让中国
的标准逐步走向世界。标准是象征企业强大的标志，一流的企
业一定要造标准。

荫企业的竞争力其实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竞争实力。中国企
业如果在国际市场上不能称雄，很难说实现中国的真正复兴。

荫有时我会一个人在厨房安静的角落里抽上一支烟，爱人
每次见到都会说，“你又在想心事。”这个时候，我正在分析白天
收集到的信息。

荫责任是国有企业领导人需要具备的第一要素，比如说，中
交现在结构转型的成果可能要 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
体现，如果没有责任感，只考虑眼前利益，什么都不干那怎么行？

荫我一天都不敢停下来,我喜欢挑战，并且不断地给自己、
给企业设定具有挑战性的目标。我经常在心里对自己说，看看
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如果能，下次再去够一个更高的目标。

荫一家企业的领导者不是考虑企业现在怎么样，而是考虑
10年后、20年后，这个公司怎么样，这才叫企业家，企业家第一
要长远考虑，把企业做成百年老字号，要尽社会责任，这是必须
的。

荫创新对于一个企业特别重要，我们现在提出来，不仅是
科技创新、技术创新，还提出了理念创新和管理创新，创新始终
是推动企业不断进步的灵魂。

荫除了技术实力与管理能力，适应能力也是硬功夫。央企
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必须尊重并建立一套适应当地
制度、文化的企业管理制度。这是企业做大、做强、做久的必由
之路，也是中交从跨国经营到跨国公司的必经之路。在这一过
程中，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也会得到提升。

语录

周纪昌，1950 年 12
月出生在江苏省丹阳市
的一个农村家庭。现任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同时兼任中交
股份两家上市子公司上
海振华港口机械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和
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1973年 8
月，周纪昌进入同济大
学，学习路桥隧道建设专
业。1977年 1月，周纪昌
进入路桥集团第一公路
勘察设计研究院工作。
1994年，周纪昌被国务
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2007 年荣获
首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终身成就奖。2008 年当
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
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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