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光化工的前身是军工企业，

作为国家军工三线改革脱困试点，

其改制的成功得益于蹇兆旺的担纲

和他坚持的“人人享有企业改革成

果全员持股”的原则。改制后，硝酸

钠、亚硝酸钠做到全国规模最大，硝

酸装置做到同行业运行质量最好，

还发展下游高附加值的硝基系列精

细化工产品。改制 5年以来，还坚持
社会责任建设，把先进的生产工艺

同企业核心技术相结合，建设新型

环保、低耗的生产线，取得了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建设的重大

成果。

蹇兆旺

临沂鲁光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

入选理由：坚持社会责

任带领军工企业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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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鲁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是

国有军工企业，2008年 6月，按照国务院
对军工企业改制的文件精神，重组改制为

民营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改制后，围绕如何实现转型升

级，公司提出了“大、好、精”的发展战

略，采用新技术，把两钠规模做到全国最

大，硝酸生产线做到同行业运行质量最

好，加快发展硝酸下游系列高附加值的精

细化产品。

本着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企

业的原则，公司以打造绿色化工为出发

点，在新生产线的设计和建设中，均选用

了世界最先进的工艺和设备，尤其是注重

节能减排新技术的应用。

比较典型的是两钠生产独家采用双效

真空降膜蒸发工艺，比传统方法节约蒸汽

70%，年可节能折合标准煤 2万吨，采用
壳牌氨还原技术，实现了氮氧化物的零排

放，并解决了还原剂再生循环利用这一技

术难题，该装置成为国内第一套、而且是

唯一在用的氨还原系统，锅炉采用上海交

大新研发的水煤浆型锅炉，烟尘排放降为

零。

近年来，鲁光作为临沂市节能减排和

环境友好的典型化工企业，接受了许多外

地党政考察团的参观，得到了他们高度的

评价。到 2012 年底，公司已经建成浓硝
酸、亚硝酸钠、硝酸钠和化工机械加工制

造等生产装置，完成了以新技术改造提升

传统产品的基本任务。

目前在建的三期项目是：硝酸、硝酸

铵、硝酸磷、硝酸钾、草酸等项目。今年

将陆续建成，投产后可成为国内重要的无

机化工、有机化工、民爆原料和硝基复合

肥生产基地。

公司以“安全化工、绿色化工”为核

心，努力打造安全标准化和操作自动化企

业，使职工工作环境更加安全，更加轻

松，加大安全环保投入，不断进行技术改

造，完全彻底地杜绝工业三废排放，力所

能及地为全社会营造一个碧水蓝天，尽一

个企业应有的义务。

公司继续遵循着军工优良传统，坚持

以经济发展回报社会。连续多年赞助蒙阴

老厂区附近农村的老百姓举办桃花节，推

动该地成为国内优质蜜桃的重要产地。企

业虽然改制为民营企业，但继续承担了原

退休职工及家属的服务职能，及时走访困

难职工，发放救济金，每逢重大节日都为

离职退休人员发放款物，把组织的温暖送

到他们的心坎上。这些做法受到了各级政

府、社会舆论和广大职工的广泛好评。

下一步公司要树立“百年鲁光”的理

念，加快硝基化工下游产品研究开发，发

挥公司近 50 年的军工生产经验，把公司
做成国内技术领先、产能最大的硝酸铵生

产企业。根据科学发展观工业反哺农业，

利用临沂作为全国最大复合肥生产基地的

集群优势，大力发展硝基复合肥，深入研

发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下游产品，拉长循环

经济产业链，把鲁光化工打造成独具特色

的大型化工企业集团，使鲁光成为国内最

大的硝酸、硝盐、民爆原料及硝基复合肥

生产基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促进经

济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系临沂鲁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鲁光化工：
一个军工企业
成功改制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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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

阿里巴巴

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

入选理由：利用互联网的

大数据改造金融业

马云的商业智慧成就了网商帝

国，创造了行业奇迹。在 2013年的
浙商大会上，马云再度将“枪口”对

准银行：现行金融机制不足支撑 30
年，希望利用互联网的大数据去改

造银行业。截至 2013年 12月，仅仅
六个月的时间，余额宝的总资金量

已突破 1300 亿元，开户用户超过
1600万元。这也不难理解马云为何
那么坚信：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改

变银行。2013年“双十一”促销阿里
巴巴取得了耀眼的成绩：一天交易

额达 350.18亿元，已达到 9 月日均
零售商品总额的 50.87%。

在沈文荣的带领下，38年前靠
45万元自筹资金起家的沙钢，如今
已发展成为拥有总资产 1500 多亿
元、主要工艺装备均达国际先进水

平、跻身世界最具竞争力钢铁企业

行列的全国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

2012年，沙钢在中国制造业 500 强
中名列第 14位，钢产量在世界钢铁
排名中位列第 7位，且连续 5年跻
身世界 500 强，2013 年名列世界
500强第 318位，较上年递进 26位。
沙钢的持续发展得益于沈文荣驾驭

复杂局面的智慧与能力以及锐意进

取、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不懈努力。

沈文荣

江苏沙钢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入选理由：锐意进取缔造

中国最大民营钢铁企业

在雷军看来，根据数百万用户

的意见定制手机，这是最大的创新，

并且只在互联网上卖手机。2013年
推出了小米电视，加上小米此前“软

件+互联网+手机”，“铁人三项”布局
初有成果，小米的成功逆袭被解读

为“用互联网思维颠覆传统企业的

游戏规则”。 小米 2012年营收 126
亿元，2013 年营收过 310 亿元，
2014 年仍将保持 100% 的速度，营
收至 700亿元。无实体店仅靠网络
销售的小米已经实现了亿元梦，小

米是中国互联网营销的一个奇迹。

雷军

小米公司董事长兼 CEO

入选理由：用互联网思

维颠覆传统营销规则

步长的事业起步于 1993年，现
已发展成一个以医药产业为主，同

时涉足高科技产业、健康产业、教育

产业等众多领域，多元化经营的产

业集群。其医药板块“步长制药”专

注于中药专利药研发、生产、销售。

公司董事长赵涛和他的父亲创始人

赵步长对“优秀企业公民”有着独特

的理解：做好自己的产业为民造福，

同时大力推行慈善事业，多年来向

社会捐款超过 3亿元，并连续位居
当地民企纳税前茅。

赵涛

陕西步长制药

集团董事长

入选理由：将“企业公

民”之路走得更长

马韵升 1995年任厂长时，企业
正面临经营困局，他从管理制度和

薪酬制度入手，进行积极地改革，当

年扭亏为盈，并走入发展的快车道。

2002年，一个更大的发展战略在马
韵升的头脑中形成，建设京博工业

园，发展多元化产业。10年过去了，
企业从过去单一石化产业发展成为

以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文化艺术与

教育、现代农业四大板块为主体的

战略格局，销售收入增长了近 30
倍，跻身中国企业 500 强。2012 年
公司提出，未来 15 年计划投资 800
亿元大力发展九大产业集团，展开

了更加宏伟的发展蓝图。

马韵升

山东京博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入选理由：多元化布局支

撑销售收入近 30倍增长

马化腾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CEO

入选理由：借微信再出

发布局移动互联网未来

他带领腾讯从零走到千亿美元

仅仅用了 15年。马化腾提出，在移
动互联网面前，腾讯将“归零”再出

发。2013年，腾讯微信用户突破 4
亿，同比增长 4倍。腾讯把微信的公
众平台作为用户与实体世界的一个

连接点，进而搭建一个连接用户与

商家的平台。过去中国互联网都是

跟在西方国家的后面，但移动互联

网给了中国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2013年
以来，腾讯股价急增 86%，成为内地
首家市值逾千亿美元的网络公司。

梅端杰被誉为“中国黑滑石矿

领军人”。他于 2001年创立以黑滑
石开采加工销售为主营业务的方正

公司。黑滑石是一种硅酸盐矿物，广

泛应用于造纸、陶瓷、塑料、油漆、医

药等行业，滑石耐高温陶瓷用于宇

航飞行器外保护层、陶瓷发动机缸

体、高频及超高频电子陶瓷、计算机

陶瓷芯片等高新技术产业。梅端杰

依托国内罕见的高品位滑石矿，立

足于规模化机械化开采和精细化加

工，使企业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一直

居于全国同行业领先水平，长期跻

身行业龙头地位。

梅端杰

广丰县方正非矿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入选理由：技术创新成

就中国黑滑石矿领军人

从全球第二大充电电池生产商

进军汽车产业，10 年来，王传福历
尽坎坷却矢志不渝。F3的热销使比
亚迪坚定了逆向研发的道路，2009
年比亚迪成为销量第一的自主汽车

品牌。2010年遭遇退网风波，比亚
迪陷入了发展低谷。进入 2013年比
亚迪整改措施初见成效，开始进入

“二次腾飞期”。这个一直强调新能

源并坚持一路做下来的中国汽车品

牌如今正处于逐步的恢复时期。比

亚迪势要做中国特斯拉，在倡导节

能环保低耗能的时代，王传福抢到

了第一张牌。

王传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入选理由：整改初见成

效步入二次腾飞期

在苏耀荣的带领下，广东阳江

长江集团有限公司经过 20 年的发
展成为以高科技为龙头，带动着房

地产、装饰工程、旅游酒店和饮食娱

乐等业态共同发展的大型综合集

团。从 2012年起，长江集团积极打
造高端休闲旅游产业，构建国家旅

游局通过的全国唯一的生态度假旅

游实验区———“衢州五龙湖国家生

态度假旅游实验区”项目，总投资

100亿元，建设内容包括生态度假、
商务休闲、养生养老、商住配套、山

地运动等五大区块，全力打造中国

一流的高端休闲生态度假产品。

苏耀荣

广东阳江长江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入选理由：构建全国唯

一生态度假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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