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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一个业务排名全国第三
的公司———北新建材，在 2012 年 9
月 27 日，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石膏板
产业集团，其标志性事件则是其淮南
5000 万平方米石膏板生产线的建成
试产。

至此，北新建材拥有了全资和控
股的大型石膏板生产线 54条，石膏
板产业规模达 16.5亿平方米，超过世
界 500强法国圣戈班集团的 15 亿平
方米，跃居为全球最大的石膏板产业
集团，并打造了石膏板行业领导品
牌———龙牌。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
志平高度评价集团旗下的这个 A 股
上市公司是“一个企业带动一个行
业、成就一个行业的典型范例”。

33年创业，赢取全球最佳
承载着邓小平“要尽快把中国新

型建筑材料厂建起来”的重要嘱托，
1979年，北新建材在北京市海淀区创
立。1982年，全套引进了中国第一条年
产 2000万平方米石膏板生产线，实现
了石膏板的规模化生产，开创了中国
现代石膏板工业的新纪元；1997年，在
北京自主设计和建造了国内第一条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年产 2000万平方
米石膏板生产线，首次实现了石膏板
的生产线“中国制造”。经历了 20年市
场培育，北新建材积累了丰富的技术
和人才，构建了遍布全国的营销网络。
2004年，按照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央企
要强化主业、做强做大的指示精神，北
新建材对中国石膏板行业的现状和发
展前景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制定了以
石膏板为主业，用 3年时间将石膏板
业务发展到 3亿平方米成为中国第一
的战略目标。彼时，北新建材只有北京
的两条生产线，年产能 4500万平方
米，业务规模在中国排第三位。
正是以此为起点，北新建材依托

在石膏板行业的多年积累和领先优
势，确立了从北京西三旗一平方公里
的大基地模式走向全国进行石膏板产
业布局的发展模式，同时进行了组织
机构的调整和业务流程再造。2005
年，通过对山东泰和（现已更名为泰山
石膏有限公司）进行联合重组，实现强
强联合、优势互补。2007年，北新建材

联合泰山石膏大规模启动石膏板项目
的全国性布局和项目建设；2008 年，
项目建设全面开花，石膏板在覆盖全
国主要市场区域的梯队形产业布局基
本形成，除在北方市场继续保持绝对
领先优势外，在华东、华南等地区建设
的多条大规模现代化生产线相继投产
进入市场。2010年北新建材石膏板产
业规模达 10亿平方米，成为亚洲最大
的石膏板产业集团。目前，北新建材已
经拥有遍布全国的 54条石膏板生产
线，业务规模达 16.5亿平方米，通过 8
年持之以恒的不懈奋斗，北新建材从
中国第三发展成为世界第一的石膏板
产业集团，企业连续 8年实现产业规
模和经济效益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全
球石膏板产业发展的奇迹，被全球石
膏行业大会连续两年评为“全球石膏
板行业最佳年度企业”，赢得了世界同
行的认同和赞誉。

品牌加技术创新，双管齐下

品牌建设和技术创新作为北新
建材发展的两大战略引擎，通过技术
创新、品牌创新政策激励职工开展自
主创新、争创名牌等措施，加快了技
术创新和品牌建设的步伐。

作为中国石膏板行业的领军企
业，北新建材及龙牌在获得“中国名
牌”、“中国驰名商标”后，相继囊括
多项行业顶级荣誉，如“全国建筑工
程装饰奖选材之最”、“中国五星级
饭店首选品牌”、“中国建材行业引
领绿色消费十大品牌”、蝉联全球石
膏大会颁发的“全球石膏行业年度
公司”大奖、连续三届入选世界品牌
实验室发布的“中国 500 最具价值
品牌”百强企业，品牌价值从 2009
年的 76.33亿元，位列第 95位，提升

到 2012年的 168.92亿元，排名第 83
位。北新建材的龙牌产品也是中国
为数不多的在技术、质量、价格方面
都超过外资世界 500强同行的高端
自主品牌。奥运会、世博会等全国所
有的地标建筑和国家重点项目绝大
部分都是采用了北新建材的龙牌石
膏板系列产品。
在石膏板生产线设计与建设领

域，北新建材通过设计创新，实现了
工艺布置简约、投资成本低、综合能
耗低、运行成本低、产品质量高、技术
含量高的综合效果，进一步提升了北
新建材石膏板生产线关键生产技术
和装备制造技术的创新水平。石膏板
生产成型速度从第一条生产线 40米/
分钟提升到 60米/分钟，再到目前全
国最高速度超过 100米/分钟；另外，
通过优化工艺设计，北新建材积极探
索节能减排的技术工艺和方法，开发
余热利用技术，极大节约了生产过程
的能耗；北新建材所有石膏板生产线
采用国际先进水平的工艺方案和技
术装备，无论是产能，还是在能耗和
环保方面均达到一流水准。2010年北
新建材获得国家科技部等多部委联
合认定的国家级创新型企业。

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转化成了
北新建材产品优势：从耐火极限 4小
时、隔声量 66dB高防火、高隔声墙
体，到酒店、学校、医疗、家装等各行
业的专业系统解决方案以及参加中
国标准院《轻质吊顶隔墙施工规范》
图集、国家标准《家装精装修》等各种
行业规范编制，打造了“系统解决方
案专家”的品牌形象，石膏板制造技
术、应用技术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真正实现了品牌建设与技术创新“双
管齐下”。

从北京两条生产线年产 4500 万
平方米到覆盖全国的 54条生产线年
产 16.5亿平方米，从每分钟 40米的
生产速度到每分钟 100米的生产速
度，北新建材不断在向世界彰显着中
国品牌和中国技术创新的力量。淮南
生产线试产后，北新建材在全国拥有
石膏板生产线 54条，产能达到 16.5
亿平方米，跃居全球最大的石膏板产
业集团。加上正在建设的 4条生产线
和拟开工的 2条生产线，合计 60条生
产线，将提前完成全国 20亿平方米的
石膏板产业布局。

本报记者 梁隽妤

北新建材：出手是“龙牌”

每一天，全球有 1万威高人怀着
一颗“良心、忠心、诚心”为人类健康、
社会和谐奉献爱心。

每一天，全球有 2000 万医护工
作者携同威高，开创健康未来。

每一天，全球有 1000 万人因使
用威高产品减轻痛苦或恢复健康。

山东威高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
一次性使用医疗器械制造商、国家
863产业化基地、国家火炬计划重点
高新技术企业、山东省首批诚信示范
企业，它不仅仅瞄准了“亚洲领先、世
界领先”的强势目标，可贵的是，它将
造福人类的使命时刻铭记在心里，用
慈善行动阐释着“最受人尊敬”的企
业公民的内涵。山东省十八大代表陈
学利，正是这家声名远扬的良心企业
的创始人和董事局主席。

自主创新，步步登高

1988年，时任威海市环翠区田村
福利院院长、党支部书记的陈学利，
将自己的人生坐标搬进了商界，以
2.5万元创办镇办输液器小厂———威

海国营医疗器械厂一分厂。当时，输
液器、注射器等一次性医疗耗材市场
上，国内企业主要围绕价格进行恶性
竞争，而国外企业则凭借高端产品独
享超额垄断利润。对此，他深刻认识
到，仅满足低端产品必输无疑，只有
依靠科技创新，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才
能立于不败之地。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人才是关
键。为此，陈学利通过技术入股、设立
研发公司、建立博士后工作站、制定新
产品开发奖励政策等方式，先后聘请
上百位院士、国内外知名专家担任顾
问，引进 16名博士和博士后等高端人
才，使公司迅速形成了自己的研发平
台与优势，先后建立了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医用植入器械国家工程实验
室、院士工作站、“泰山学者”实验室等
研发机构，并在国外建立了多个研发
基地。同时，公司还与国内外知名院
校、科研机构联合组建技术联盟，开展
产学研合作，共同研发攻克前沿关键
技术。

2005年，威高集团开发的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心脏
药物涂层支架面世，各项技术指标均
达到国际标准，彻底改变了该产品长
期被欧美企业垄断的局面。

2009年，中国首个血液透析器自
主品牌———威高“聚砜膜”透析器正
式发布上市，再次打破国外厂家在这
一领域的垄断地位。

目前，公司已取得自主专利 200
多项，其中发明专利 60多项，100多
种产品打破国外垄断。

近 5年来，公司主要经济指标年
均增长超过 40%，去年销售收入达到
132亿元，利税 26亿元。在过百亿元
的年销售收入中，高科技含量、高附
加值产品达到 80%以上，高新技术产
品的贡献达到 90%以上。

在陈学利的带领下，经过 24年

的砥砺奋进，威高集团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已发展成为下辖 30多个子
公司，职工 14000多人，总资产 200多
亿元，年销售收入突破百亿元，全球
品种最全、全国最大的医疗系统解决
方案制造企业。

扶危济困，回馈社会

不仅创业成功，陈学利还体现了
新时期企业家的高尚情怀，是企业扶
残的楷模。作为集团董事局主席，陈
学利的工作千头万绪，异常繁忙。但
是，不管多么忙，他对慈善事业都坚
持亲自抓亲自问。

陈学利出身农村，深知困难群众
生活的艰辛与不易，对社会弱势群体
格外关注。当得知还有很多白内障患
者无钱医治时，他决定每年捐款 100
万元开展“威高光明行动”，对生活贫
困的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

2004年，在市委和市残联的协助
下，“威高光明行动”启动了，首次捐
款 100 万元帮助 500 名贫困白内障
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手术在市立
医院和市立二院进行，由市残联与医
院共同筛选，确定受助人。

当患白内障病的 75岁老人品兰
香从陈学利董事长手中接过免费复
明服务卡时，她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在荣成，75岁的肖秀模老人有幸成为
受助者，她儿子激动地说：“俺娘的眼
原来真没希望了，没想到威高光明行
动能为俺娘免费做白内障手术。”

目前，“威高光明行动”已成为慈
善事业、公益事业一个响亮的品牌。
已累计投入 1500 多万元，上万名白
内障患者受益。

2006年，威高骨科公司在中华慈
善总会的帮助下，在北京发起了“威
高爱心工程”。每年捐助 700万元骨
科器械，为全国 100名脊柱侧弯患者
实施免费手术，使他们挺直腰杆。方

式是在全国建立定点医院，由中华慈
善总会和定点医院筛选患者，实施手
术。目前，中华慈善总会在全国已经
确立了 30多家定点医院，捐助器械
价值 5000多万元,已累计向社会捐款
捐物价值达 3亿多元，大批脊柱侧弯
患者得到了治疗，不少患者纷纷来电
来信感谢威高。湖南怀化市麻阳苗族
自治县舒家村中学学生刘攀经威高
爱心工程救助后，来信感谢：“我由于
家庭经济困难无法支付就诊费用，一
直得不到治疗。是中华慈善总会、威
高集团、南华大学让我挺直了腰杆，
从此自信地做人。”

威高扶残义举得到盛赞，陈学利
先后被授予威海市“最具爱心慈善楷
模”、全国“扶残助残”先进个人等荣
誉称号。“慈心耀大地，光明辉万家”
是受惠于“威高光明行动”的 500 名
复明患者赠送给他的一面锦旗，代表
了群众对这位十八大企业家代表真
挚的感激之情。
“能够参加党的十八大，我感到

非常激动和自豪，更感到肩上的责任
重大。“陈学利说。他还曾经是党的十
七大代表，作为山东省民营企业家两
届党代表，陈学利感慨颇多。党的十
六大的代表名单上，首次出现了 7名
民营企业家代表，十七大，这一群体
的代表人数增加到 17名，到了十八
大达到了 24名。“从无到有，从少到
多，名单变化的背后，这是对民营企
业家的无声鼓励和有力支持。”陈学
利说，威高集团将生产出更多、更安
全有效、老百姓用得起的医疗产品，
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服务，并把支
持慈善和公益事业发展继续作为威
高的义务和责任，为社会和谐稳定多
做贡献。
（陈学利，1951年生，籍贯山东威

海，现任威高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
席、党委书记。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劳动模范。）

陈学利：广慈博爱每一天

本报记者 蒋皓

年产 5000万平方米高档大型生产线建成试产，跃居全球最大石膏板产业集团

———记山东威高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陈学利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在淮南 5000万平方米石膏板生产线
建成试产仪式上 董刚/摄

正当钓鱼岛成为全球关注焦点的时刻，我国第一艘航空
母舰“辽宁舰”正式交接给海军入列，昂首驶向蓝色的海洋。
“辽宁舰”除了外壳之外，全部是由我国科研人员自主研

发的。从动力系统到控制系统，从武器装备到辅助设施，在 6
年多的时间里，众多企业和科研单位通力合作，创造了多项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完成了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
的建造和试验试航任务。
“辽宁舰”的研发成功正是近 10 年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和产业升级的缩影。如果没有我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大幅
度提升以及以信息化为基础的产业升级，我国就不会具备
研发和生产航母技术的产业基础。

上有“神九”下有“蛟龙”

2012年显然是中国企业创新史上最光彩夺目的一章。
6 月 18日，载着 3名航天员的神舟九号飞船与天宫一

号目标飞行器实现自动交会对接，这是我国实施的首次载
人空间交会对接。

6 月 24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的下
潜实验中成功突破 7000米深度，再创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
在为这些“上天”和“探海”的壮举感到自豪的同时，中

国人更是深切地体会到高铁速度带来的直接便利。
9月 28日上午 9 时，武汉站开往郑州东站的 G502 次作

为郑武高铁首发车。全程 536公里的距离只用了 2个小时，
比 1951年的 16个小时快了 14 个小时，比 10 年前快了 12
个小时，比此前的动车又快 2 个小时。目前，中国已经是全
球高铁技术最发达的国家。
和高铁速度同步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研发能力。数据显

示，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已连续多年保持 10%的增速，目前
每年的研发支出超过 15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 4000 亿美
元而位居世界第二。

2002 年，我国专利申请量为 25 万件，到 2011 年，我国
专利申请量突破 163万件，是 10年前的 6.5倍；2002年，我
国授权的发明专利仅 2.1万件，而 2011年发明专利授权量
则达到了 17.2万件，是 10年前的 8.5倍。

在专利数量和质量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我国知识产权运
用水平也明显提升。2007年至 2011年，我国专利、集成电路
布图设计技术合同申请登记数量从 3194件增加至 6924件，
合同金额从 174.3亿元增至 408.5亿元。
研发投入和研发能力的不断增强，使我国高新技术制造

业规模不断扩大，为我国未来向高技术产业强国迈进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内生“海尔”外购“沃尔沃”

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荣提出的“微笑曲线”理论，形象生
动地说明了研发和品牌处于产业价值链的高端，而加工制造
环节则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除了提升研发能力外，中国
制造要想获得并保持持续的全球竞争力，还必须有许多在全
球叫得响的品牌。
今年 8 月的一个下午，生活家地板的德国代理商惊喜地

给生活家集团 CEO刘硕真打来电话：他在美国纽约时报广
场的大屏幕上看到了生活家地板的宣传片。
现在，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登上了这个顶级公

司云集的竞技场。包括格力、五粮液等众多中国品牌选择在
纽约时报广场做广告的方式，来提高品牌的全球影响力。
事实上，海尔是第一个到国外做广告的中国企业。当海

尔的广告灯箱矗立在日本东京银座的那一时刻，这个中国
公司的品牌梦想已经彰显无遗。目前海尔的产品已经销售
到全球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企业中最早进入全球
品牌 100强名单的企业。

2005 年 5月 1 日，联想以 12.5 亿美元和 18.9%股权收
购了 IBM全球 PC 业务。这一并购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最成
功的品牌并购案例。通过对 IBM 全球 PC业务的收购，联想
实现了由本土公司向跨国公司的跨越，目前已经发展成为
全球第二位的 PC厂商。
回首 10多年前，很多中国企业还都以能够和国外企业

合资为荣,10 年之后，中国企业已经成为海外品牌并购中的
当红主角。2008 年，中联重科并购了意大利 CIFA公司，实现
了在技术、品牌和国际影响力方面的大幅度提升，。2010 年，
吉利汽车把总收入超过自己 20倍的豪华车巨头沃尔沃收入
囊中，这是中国企业通过并购拥有的第一个世界级品牌。
2012年 9月 4日，大连万达集团在洛杉矶宣布，已经完成对
美国第二大院线集团 AMC 娱乐控股公司总计 26 亿美元的
收购，这意味着万达已经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影院运营
商。

东部升级 西部承接

中国企业整个竞争力的提升，不单纯是某个企业技术和
品牌实力的提升，更是完整产业链条的形成和提升。2010
年，中国制造业产值首度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在全
球制造业产值中的比重为 19.8%，领先美国 0.4 个百分点。
中国也被视为全球制造业高、中、低三个产业链均比较完整
的少数国家之一。

2006年，经济学家郎咸平提出了“6+1”产业链理论。郎
咸平认为，中国企业在应对外部竞争中仅仅占据了生产这
个“1”的环节，而在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
单处理、批发以及终端销售这“6”环节上却严重缺失。因此，
中国企业只能挣到少得可怜的利润，而“6”所能创造的 90%
的价值都被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企业拿走了。
如今，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已经形成

了高价值的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在新兴产业的布局上，中
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占有了“6”的环节及其所产生的利润。
航天工业被称为经济发展的倍增器。这款经济发展的

“倍增器”正在释放着巨大的能量。粗略估计，由我国航天产
业所辐射出来的产业链，已经达到 1200亿元的规模。
除航天以外，高铁项目、大飞机项目等高端项目都对产

业链的完善和发展形成了巨大的牵动力。中国企业在关键
产业领域以及核心技术方面的突破，特别是产业配套环境
的进一步优化，会使中国企业在未来国际分工中处于有利
地位。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一样，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正
在成为中国企业产业升级的巨大动力。“十一五”时期，信息
技术在工业研发设计、生产过程控制、产品营销管理、节能
减排、安全生产等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化。
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自觉行为，并且形成产业梯度转移的
势头。东部地区正在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体的新产
业集群，而原有产业和产业集群加速向中西部转移，形成了
东部、西部结合的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许多东部地区都提
出了“腾笼换鸟”的政策，由过去的“招商引资”变成“招商选
资”，环保被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单位面积的 GDP 产出成为
重要的衡量指标。

十年调整 亮点纷呈

本报记者 丁明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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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大以来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述评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