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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文怀成

企业家父子创新“钢铁国际超市”

作为一家集冶炼、压延及制造行业的综合性中型企业，赵锋

深深懂得“企业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他在对企业深入研

究之后，认为只有采取“用发展战略思维来超越传统竞争”的策

略，才能真正为企业的发展赢得先机。他发现，随着我国经济的发

展，特种钢市场的需求迅速增长。为此，赵锋抓住市场发展的机

遇，2009年 6月在父亲赵秀森的支持下，投资 3000万元成立了年
产量 3万吨的远成板簧分厂，拥有国内一流水准的汽车钢板弹簧
生产线。当年落成当年获利。据介绍，预应力连轧生产线可生产 6伊
40mm 至 20伊150mm几十种规格型号的弹簧扁钢，材质主要有 65
锰和 60硅二锰，该产品是汽车、农机弹簧及链条产品的优选材
料。销售网络覆盖北方多个重点汽车配套及配件市场，产品主要

销往东北三省、内蒙古、山东、河北等地，该产品被广泛应用于东

风、解放、重汽、陕汽、欧曼、微型车等多种车型。

正是因为大强钢铁在国内行业的影响力，不久前我国汽车行

业协会决定“2013年国家汽车板簧年会”在天津召开，由天津大强
钢铁有限公司承办。

2010年，大强钢铁又投资 8000余万元，引进拉丝生产线 4
条，捻线生产线两条，改造原生产线，提高工艺水平，增加产品品

种和加大了加工范围，使产品实现了差异化。目前，可以根据国家

及国际标准生产 1伊7-渍15.24、1伊7-渍12.7、1伊7-渍17.8、1伊7-渍21.6
等十几种规格产品。赵锋介绍，预应力钢丝主要用于制作各种张

拉工艺和结构形状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如大型铁路、公路桥梁、

屋架、吊车梁、工业及民用建筑预置板、墙板和预应力混凝土电视

塔、核电站等工程建设。产品已遍布全国 30多个省市、自治区，广
泛用于大型桥梁、高层建筑水泥制品等建筑领域，譬如北京奥体

中心国际会议中心、青岛跨海大桥、葛洲坝云南糯扎渡电站等国

家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据透露，大强钢铁还是北京首钢的直供客

户。

赵锋认为，企业的发展要适应、满足市场的需求，必须及时调

整发展思路。企业要做大做强，必须同时抓好国内、国外两大市

场，瞄准国际同行的高标准，作为自己企业发展的目标。目前，大

强生产的弹簧扁钢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80%以上，预应力钢绞线年
产量 60万吨。据赵锋介绍，目前在国外的路桥建筑工程中预应力
钢绞线的使用率达 95%，基本取代了钢筋，而现在中国该类建筑
中钢绞线使用率仅为 9%。鉴于预应力钢绞线产品在大型工程中
显现出的优势，低松弛预应力钢绞线在中国建筑中应用潜力巨

大。

赵锋始终把产品定位抉择的重点放在“创造性”、“差异性”以

及“延伸性”上，为企业的稳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12年，钢铁行业步履艰难，让大强钢铁也感到了“丝丝寒
意”。赵锋说，“我们不能左右市场，但我们能左右自己的工作。”在

严峻的市场形势面前不能丧失斗志，迷失方向。

对于钢铁行业的未来，赵锋信心满怀。国家《钢铁工业“十二

五”发展规划》中指出，“十二五”末，钢铁工业结构调整取得明显

进展，初步实现钢铁工业由大到强的转变。赵锋认为，虽然现在钢

铁业处在低谷，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好转和钢铁行业自身的调结

构上水平，钢铁行业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国企经营依靠订单，在大强钢铁不要订单，随时进厂取货，

产品选择范围大，和大型超市购物一样，自由便捷。”赵秀森在谈

及营销模式“钢铁国际超市”时，又向记者道出了大强钢铁成功的

秘诀，“连续多年良好的销售业绩，前瞻性的产品定位和节约型的

科学生产，使企业运转资金充足，自然没有后顾之忧。”

“我俩到欧美国家考察时，仔细看了看人家那些百年老店怎

么开的……我相信，大强钢铁未来一定能成为中国第一家钢铁民

企的‘百年老店’，应该不是问题。”平日低调的赵氏父子此刻相视

一笑，坦然自信。

赵秀森、赵锋这对钢铁父子，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双手，使大强

钢铁有了像巨人一样的钢铁脊梁，坚韧不拔、顶天立地，撑起了从

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的强国梦。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前苏联

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

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讲述的主人

公保尔·柯察金的成长道路告诉人

们：一个人只有战胜自己，战胜敌

人，才会创造出奇迹，才能真正成长

为“钢铁战士”。

80 年后的今天，在天津静海就
流传着一个钢铁传奇故事，有这样

一对父子———赵秀森、赵锋，他们是

满怀钢铁强国梦的企业家，二十年

如一日，以农民的勤劳朴实、吃苦耐

劳和惊人毅力，用自己的智慧与双

手，精心打造了一个绝无仅有、全天

候 24 小时服务的“特种钢制品国际
超市”。

从北京奥运鸟巢到迪拜摩天大

楼，在产业升级后不到 7 年的时间
里，以“大强”为品牌的钢铁产品，已

经遍布全球各地，凭借自身雄厚的产

品实力，不仅赢得了国内同行的尊重

和客户的信赖，还通过引进国际先进

技术，拉动产业升级，甚至屡屡征服

订单要求极其苛刻的海外采购商。

农民出身的赵秀森，早就盘算

着如何和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要

知道那段时间一个劳动力每年的收

入不超过 150元。显然，光靠那几亩
薄地永远断不了穷根、翻不了身，必

须另辟蹊径才能摘掉贫困的帽子。

1992 年他辞去了村干部职务，
凭借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决心到新

领域、新行业闯一闯，在实践中摸

索，在沙漠中寻路。

1994 年，当时轧钢厂里只有 20
人左右，虽然条件简陋、设备落后，

加上员工普遍经验不足，但或许正

是因为没有过多、过重的历史包袱，

在一片全新的天地间、一个轻松的

氛围中，一群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

创业者，显露出越挫越勇的昂扬斗

志，面对困难敢打敢拼……铁杵磨

成针，到 1996 年，钢厂的好消息接
踵而至：员工翻了一倍，达到 40 多
人；首次扩大生产规模；日均生产量

突破 30 吨。
“20 人起步的小轧钢厂，当时产

品市价大约 2000 元一吨，按照平均
年产 3000 吨计算，年产值不过 600
万元人民币。”头脑冷静的赵秀森认

为，“一期扩建的规模还是有限，虽

然开工时一天能有 30 多吨的产量，
但受到订单等方面的市场因素，实

际上也很难实现天天开工，导致年

产量在 2000—4000 吨起伏不定。困
惑之余，当时能做的只是咬紧牙关

坚持着，并期待着什么……”

记得 1999 年冬天，腊月二十
六，厂里对引进的一套设备进行试

车。白天试车还运转正常，可每到夜

间凌晨两三点钟，设备竟然“准时”

跳闸，天天往复，这下可严重影响了

生产计划，急得工人好像热锅上的

蚂蚁。赵秀森和工人们开始冷静分

析起原因来：这套设备虽然是厂里

才引进的，但实际上是转让方 1993
年停工的旧设备，线路可能存在老

化问题，加上白天电压低（用电量较

大）、晚上电压高（用电量较小）的外

部影响，或许是导致电路打火、烧坏

变压器的原因。于是决定重新购置

设备、配件，稳定电流电压。果然，问

题迎刃而解，夜间试车很快恢复了

正常。“当时克服这个困难，高兴地

放了几挂鞭炮！”赵秀森笑着说。

靠生产弹簧钢这种单一产品，

谋求钢厂的再扩大发展，赵秀森觉

得长此以往肯定行不通。于是他开

始到全国各地考察，寻找新的商机。

很快，赵秀森在广东一家企业里发

现一台与众不同的“怪物”，站在跟

前久久不愿离去，原来这是一台生

产无氧铜杆的机器，是这家企业投

巨资刚从德国进口的新设备。

从广东回到天津的赵秀森失眠

了，一边暗自赞叹着这套价格不菲

的德国机器，一边憧憬着自己的工

厂有一天也能生产无氧铜杆。当时

在国内市场，无氧铜杆还属于新生

事物，巨大的商机对于任何创业者

来说都是莫大的诱惑。

“在扩租新建的 30 亩地铜厂，
从 2000 年 3 月 23 日开始，召集了又
一班人马忙碌起来。冶炼、化铜水，

生产铜盘条，制造朝思暮想的无氧

铜杆。即使每天花三四万元做试验，

也无法生产出想要的产品质量。”赵

秀森又一次仰天长望，回忆着，“屡

次的试验失败，眼睁睁看着借来的

钱像河水一样哗哗地流淌，亲戚朋

友都坐不住了，一起劝说自己马上

罢手，不然要跳楼出人命啦……那

一段时间，是自己最难忘、最煎熬

的。”

郑板桥在《竹石》中曾经这样写

道：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

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

风。用这段描绘来还原当时的赵秀

森，或许再恰当不过了。

赵秀森知道蛮干是行不通的，

先进的科学技术离不开渊博的专业

知识。于是他公开悬赏 120 万元，先
后请来了北京、洛阳、江西、广东和

天津本地的多位专家进行反复论

证，但结果都无功而返。厂里的技术

骨干更是始终蹲守在试验现场，天

天啃着馒头，从化水查到浇注，从设

备查到工艺，在屡败屡战中摸索推

敲，试车一直坚持到 10 月 30 日这
一天，终于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

息：合格的无氧铜杆生产出来啦！而

此时，试车周期已超过 7 个月，试验
费更多达 500万元人民币。

自此，赵秀森更加深刻地体会

到知识的无穷力量，谁掌握了先进

的科学技术，谁就能赢得市场，使企

业充满活力。

赵锋作为赵秀森的独子，在父

亲的指点和支持下，高中毕业后漂

洋过海，远赴英国留学，到发达国家

和先进企业学习科技知识和管理理

念。

2000 年 9 月，静海一中高中毕
业的赵锋，满怀着抱负并带着父辈

的嘱托只身赴英国留学，就读于英

国伦敦城市大学商业管理专业。

2007 年 6 月毕业后，他放弃了在英
国定居工作的机会，毅然回到生他

养他的静海县西翟庄乡，子继父业，

进入父辈创建的企业———天津大强

钢铁有限公司。

赵锋是家里的独子，从小就明

白自己肩负了家族企业繁荣发展的

使命，高中毕业后选择出国留学攻

读企业管理专业。儿子留学期间，赵

秀森远赴欧洲探亲，又先后到英、

法、德等发达国家的钢铁工厂参观

考察，对现代企业有了更为直观和

深刻的认识，在规模、资金、技术和

人才等方面寻找自身差距，谋划更

大发展。

2007 年底赵锋不负众望学成回
国，对于接手企业，他清楚自己最缺

乏的就是实践经验，只有了解产品

生产的全过程，熟悉每一个制造的

环节，才能对产品有更深入的认识。

于是，赵锋开始从产品生产的源头

学起，进入冶炼车间，了解钢坯的生

产流程。炼铁生产工艺设备复杂、作

业种类多、环境差、劳动强度大。要

知道，炼铁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各种

危险，比如高温辐射、铁水、机具伤

害、高处作业危险等等。而赵锋和车

间工人们肩并肩，吃住在一起、生产

在一起，不断挑战自我。

“从早上六点半到公司，七点开

早班会，到晚上六点多下班，差不多

每天要工作 12 个小时。”介绍自己
工作情况时，赵锋显得条理有序、踏

实认真。

赵锋认为：“科技日新月异，民企

要发展，关键还是要走科技之路。”

经过与父亲商议并达成共识，

他开始推动“企业革命”，果断淘汰

陈旧设备，大胆采用先进技术。在二

期扩建过程中，投巨资引进全球一

流的冶炼生产线，提高制造水平，使

产品各项指标大幅度提高，其中不

少技术质量标准已远超国家同类产

品的行业标准。

对技术的高度重视，让大强钢

铁的生产技术在行业遥遥领先。

“在大强钢铁，值得一提的还有

这套采用西门子自控系统和电子搅

拌系统的生产线，尤其是二次搅拌

的提纯技术，代表了当今世界上最

先进的钢铁工业制造技术。智能化

的自动控制系统，减少人力成本的

同时，也改善了生产环境、提高了生

产安全。更重要的是，生产效率和产

品质量都得到了实质性的大幅提

升，这正是赢得市场的制胜法宝。”

赵锋介绍设备技术时，如数家珍、信

心满志。

今天大强钢铁的生产线，只见

机器搅拌，不见人工流汗；只见自动

传送，不见人力搬运；只见电脑控

制，不见人海战术……昔日笨拙简

陋作坊式的生产场面，今天已被智

能自动化的生产设备和两三名衣着

整洁、操作系统的技术员所替代。

曾在英国学习企业管理学专业

的赵锋，他知道现代企业管理水平

的高低，也是企业综合实力的一种

体现。除了制造技术提升改造，他又

将自己学到的管理知识，运用到企

业架构、制度建立等工作中，不断完

善企业管理，使生产制造与企业管

理同步发展，比翼齐飞。

走在大强钢铁生产区，在厂房外

檐可以轻易看到一块巨大而醒目的

警醒牌———“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赵锋一边抓产品质量，一边降

低生产成本。从废钢回收利用、高炉

炉料配比、改善关键工序指标水平，

到改造炼钢工艺等方面节约成本，

同时，还发动所有员工为减少浪费、

降低成本出点子，仅 3 天就收到 1
万多条意见和建议。其中，关于用水

工艺的提升改造，每年就能节约成

本上千万元。

对质量的重视，使大强钢铁具

备了超强的市场竞争力，得到了客

户和社会的一致认可。在行业内率

先通过了 ISO9001 和 ISO14001 两项
国际认证，公司连续多年被评为市

级、县级优秀管理企业，被银行部门

评定为“AAA”信用企业。企业生产
的“大强牌”钢绞线获得了国家级免

检产品称号。

在赵锋参与经营管理后，公司

成品炼钢产量逐年攀升，从 2007 年
的 40 万吨，设备升级后，到 2012 年
已突破 120 万吨。目前，“大强钢铁”

占据了国内弹簧钢市场的半壁江

山，较高的市场占有率，更使公司销

售额突破 20 亿元，创造了一个中国
钢铁民企发展的新奇迹。

然而，赵锋并不满足：“大强钢

铁产品的销售量在民营企业中已是

全国第一，我们还要争取行业更多

的第一。”

赵锋二次创业雄心的背后，还

有着对员工无微不至的关心。从解

决外地员工住宿、衣食住行，到子女

入托上学。正是人性化的管理，感动

了员工，为企业留住了宝贵的优秀

人才。

“目前全公司员工有 1300 多
名，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290 余人，占
到 22%以上。经统计，2012 年辞职的
17人，流失率仅有 13译。”赵锋微笑
着讲述自己的企管之道，“这在同行

业，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加强企业

文化建设，才能不断提高企业凝聚

力，让员工感到家的温暖，建立事业

归属感，这难道不就是企业持续稳

定发展的最好保障么？”

“赵锋回国后做了很多努力，不

仅使大强钢铁拥有了世界一流的生

产线，而且还引入了现代的企业管

理体系。”赵秀森赞扬儿子，“企业发

生了重大变化，上了一个大台阶。”

【“动力中国·美丽天津”系列报道之一】

抖落奥运鸟巢和迪拜摩天大楼的繁华，“百年老店”一直是赵秀森、赵锋的不变追求

探索之道
在农民出身的赵秀森带领下，一个只有 20人的小轧钢厂凭借自主研发攻克无氧铜杆国产化难关

在不甘中开天辟地

管理之道
子承父业，赵锋融合国际先进管理理念，使生产制造与企业管理同步发展

在学习中产业升级

创新之道
从单一产品到进军汽车、建筑等特种钢市场，大强弹簧扁

钢占据国内八成市场

在竞争中差异化发展

天津大强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锋

天津大强钢铁创始人赵秀森

天津大强钢铁回收废钢材再利用

天津大强钢铁车间生产现场

mailto:kangyuany@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