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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七局三公司总经理谢宝琎

企业家之路进无止境
赵亮 罗亚锋 王新华

二十多年的职业之路，
他以美
国诗人穆尔“胜利不会向我走来，
我必须自己走向胜利”诗句为信
条，从技术人员干起，一步一步走
到领导岗位，
并用短短三年将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建筑施工企业，
从年
营业额、开发额 50 亿元左右，提升
为两项指标双双突破百亿元，
从而
成功跻身中国中铁 395 家三级综
合施工企业 20 强的建筑强企。他
就是中铁七局三公司总经理谢宝
琎。
谢宝琎
琎 更是用坚守和执著在
中国基建领域留下一片足迹。他
所参与的工程都被标上了内实外
美、优质的标记，他带领企业在祖
国大地画出建筑者最美的轨迹。

为梦想筑路四方
实现三次华丽转身
1999 年，谢宝琎
琎 从辽宁工程
技术学院毕业，
进入中铁七局三公
司的前身中铁一局三公司工作。
渝怀铁路，
记录了他职业生涯的开
始。
最初，
这个曾经在大学里挥斥
方遒的学生会主席，
面对大山深处
的艰苦和清淡，也曾迷茫和动摇
过。可是，
沸腾的工地展现出的昂
扬奋进景象，
又让他胸中燃起了一
团火。于是，谢宝琎
琎 卸下一身骄
傲，
从零开始，
内心坚定了
“为梦想
筑路”
的决心。他背起测量仪器开
始在崇山峻岭间穿梭，
在工作中虚
心求教，
不因自己是大学生而恃才
傲物；他“主动找事做”，不因麻烦
和劳累躲避推诿；他深入现场，不
因繁琐辛苦而在办公室里清闲度
日。最终，
众口一词的赞赏让他在
众多见习生中脱颖而出，
优异的表
现让他提前半年定职，
并在一年实
习期刚满就被破格提拔为工程队
队长。
可以说，
谢宝琎
琎的职业之路刚
刚踏上征程就取得了不俗战绩。
这算得上是他第一次华丽转身，
让
他从一个基层技术人员很快成长
为施工一线的管理者。
第二次华丽转身发生在世界
屋脊——青藏高原。
2003 年 ，公 司 中 标 青 藏 铁
路。无疑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是
历史赋予一个建筑企业的最高荣
誉和重大使命。此时的谢宝琎
琎经
过 4 年的历练，先后担任了工程队
队长、
技术主管、
项目总工、
项目经
理等重要岗位工作，
当年那个毛头
小伙儿已经蜕变成一名身经百战
的
“建设者”
。
谢宝琎
琎 被任命为三公司青藏
铁路副指挥长，这一次他领兵出
征，
无愧于军中
“首将”
。深知困难
和挑战是何等巨大，
他知道自己必
须在战略上高瞻远瞩、
在战术上精
益求精、
在执行上毫不含糊。
开工动员大会上他动情地说：
“作为建设者，不是人人都有机会
站在这里，我们唯有不辱使命，完
成任务，才能骄傲并有底气地宣

中铁七局三公司总经理谢宝琎
称，
我是青藏铁路的建设者！
”
“缺氧不缺精神、暴风强意志
更强、
海拔高追求更高。
”
在谢宝琎
琎
的带领下，
三公司人在青藏线的建
设工地展现出了中铁人的豪情与
担当，
书写了新的史诗篇章。
这之后，
谢宝琎
琎又转战黔桂铁
路、
贵遵高速、
商漫高速，
以集团公
司工程指挥长的身份主持修建了
沪宁城际铁路和昆明枢纽铁路，
为
他第三次成长蜕变奠定坚实基础。
第三次华丽转身是 2013 年 11
月，谢宝琎
琎 被任命为三公司总经
理。这次，
他需要从一名一线施工
管理者向国有大中型建筑施工企
业全面战略把控的企业家转变。
这之间的跨度可谓巨大。在这之
前，
他多次参加知名大学举办的培
训班，
工作之余阅读大量有关企业
管理的书籍，
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对
企业管理知识的学习上，
使自身的
文化修养、知识储备、思考深度早
已达到一名优秀企业家的标准。
“知行合一”的他很快进入角
色，
三公司在谢宝琎
琎的带领下也驶
上了高质量发展的“高铁公路”。
而作为企业家，硕果累累、成绩斐
然正是得益于他的人格魅力。

为事业心无旁骛
展现三大人格魅力
“失败者都有相似的问题，成
功者一定各有各的成功之处。”这
些特质让谢宝琎
琎 在当今甚嚣尘上
的社会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纷繁复杂的人生境遇中
“心无旁
骛、
专注执著”
。
一以贯之，努力“让优秀成为
习惯”
。作为大学里校园里的学生
会主席，
堪称
“优秀大学生”
的谢宝
琎 参加工作后对知识的渴求从未
减退。他 2013 年至 2016 年间在母
校深造取得了岩土工程博士学位，
同时还取得了国家一级建造师、
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等证书。
他本着工匠精神钻研技术撰
写的《青藏铁路高原动土区路基施
工技术》、
《青藏铁路高原动土区爆
破施工技术》、
《高原高寒地区小临
建施工技术》、
《多功能长效路面研
究动态及控制技术研究》、
《3 台阶
7 步开挖法在下穿高速公路中的
应用》等一大批高质量论文在国家
重点学术期刊发表。
“优秀工程师”
之于他可谓实至名归。

作风扎实，信奉“细节决定成
败”
。谢宝琎
琎认为任何事在微观层
面都可以无限深入下去，
他经常告
诫员工
“可以再细一点”
。
“每次公司《行政工作报告》
的撰写过程对于我就是一次‘思
想洗礼和管理跨越’的过程。”公
司办公室主任李军对此有着切身
的体会。
因为在谢宝琎
琎的主持下，
这份
报告要经历几十次会议讨论、
近百
次的修订，
往往在大会召开前一天
才定稿。他全程盯控，
逐字逐句审
阅、不断提出新思路、重要段落自
己执笔。经过千锤百炼的报告翔
实、
全面、
精彩，
成为公司过去一年
的总结和下一年度各项工作的行
动纲领，为公司发展定准基调，找
准方向。
他就是这样将极度专注细节
的“工匠精神”贯穿于工作的方方
面面，以行动影响他人，为公司内
形成人人争当“工匠”的氛围做出
表率。
事必躬亲，
让任何情况都尽在
掌握，谢宝琎
琎 精于专业更勤于实
践。在修建黔桂铁路那马隧道时，
谢宝琎
琎 主导制订了详细的施工计
划，
实施爆破的那天，
他亲自布眼、
装药、
连线……
“打铁还需自身硬。
”
谢宝琎
琎深
知只有自己掌握了施工环节的每
一道工序，才有能力管理好现场，
才有资本对他人提出要求。

为企业殚精竭虑
祭出三大改革高招
谢宝琎
琎就任总经理的第一年，
公司经营开发额为 26 亿元，产值
不到 50 亿元。而 2015 年，这两项
指标均突破了 50 亿元，公司以良
好的经营业绩冲到中国中铁 385
家三级子公司 20 强第四名。2017
年，
两项指标更是双双突破百亿元
大关。在谢宝琎
琎任期内，
公司员工
收入以每年 10%以上的速率递增，
参与了全国 10 余条高铁、近 30 座
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
高速公路修
建里程突破 1000 公里，
捧回 3 座鲁
班奖、3 座詹天佑奖。这份闪耀的
“成绩单”
的取得，
正是得益于他在
公司祭出的三大改革高招。
抓定位，精心布局，谋求科学
发展。
上任之初，谢宝琎
琎 就企业发

展战略进行深入梳理研究，制定
了公司从资质升级、经营开发、施
工产值、经济效益、资金积累，到
安全质量和职业健康、科研、人才
储备、基地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
的具体奋斗目标。
他将投标承建项目视为龙
头，确定了通过强化考核激励、重
视投标项目筛选和标后评估、全
面调动全员开发的具体措施，开
发工作实现了良性发展。如今公
司承建项目已涉及全国 16 省 24
市（县），海外版块实现了由非洲
刚 果（金）向 南 美 玻 利 维 亚 的 延
伸。近三年，公司累计实现新签
合同额 215 亿元。
建机制，强化管理，确保持续
发展。
针对公司经营规模迅速扩
张，管理难度加大的问题，他制定
实施领导班子分片管理、技术专
家分片督导等措施，公司所承建
的各重点项目均按期完成。近三
年，公司累计营业额达到 180 亿
元。
在企业内控管理上，他提出
“成本控制，提高效益”的目标，从
抓细节控制、深化系统管理、严格
制度落实入手，对各项管理实施
持续改进，公司逐步形成了健康
完善的管理框架。
他 带 领 团 队 在 合 同 、物 资 、
设备、财务、技术、安全、质量、进
度、开发等方面出台或修订了管
理制度和办法，管理责任制进一

部级以上工法 9 项，有 26 项专利
获得授权。
讲人文，凝心聚力，推动和谐
发展。
为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公司
分系统公开选拔并建立了人才
AB 数据库，采取重点培养、严格
考核和逐级晋升的方式，实现了
人才梯队建设；在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方面，通过集中培训、取证培
训、跟班轮训、技能大赛、企校联
合培养等方式，构建了技能人才
库。
通过不断优化分公司、综合
作业队和施工班组管控模式，公
司进一步理顺了层级管理，提升
了企业专业施工能力。特别是在
隧道施工、地铁盾构、路面摊铺、
桥梁运架等方面三公司可谓“术
业有专攻”。
建立了合理的薪酬、休假等
待遇体系，修订了《绩效工资考核
实施办法》，将定性考核与定量考
核结合起来，激励员工变“被动工
作”为“主动工作”。
全面践行“以企业为家庭、视
员工 为亲人 ”的“家文化 ”理 念 。
公司先后开展了“春华秋实 50 载
建家纪念、安全之家、质量之家”、
健康体检、四季关爱、金秋助学、
扶贫帮困、单身青年联谊、家事爱
心服务等系列主题活动；采用公
积金最高标准，企业年金制度，切
实改善基地人居环境等一系列措
施，真正让“家文化”落地生根，公

谢宝琎到湖潮安置点项目检查
步细化。其次他主持完善了风
险防范体系，大力开展风险排查
和评估，制定防范措施和应急预
案，及时编制和上报了企业风险
管理报告。目前，风险管理已经
覆盖了企业生产经营所有管理
的关键环节。另外，他主导的效
能监察、查办案件、审计、行政工
作检查等活动，以检查促制度落
实，企业内控能力不断提高。更
重要的是，他紧盯成本控制不放
松，卓有成效地开展各级成本分
析工作、合同管理、二次经营、物
资 集 中 采 购 、设 备 管 理 、法 律 事
务和项目前期策划工作，企业盈
利能力进一步增强。他非常重
视工程质量控制、科研开发和技
术管理工作。任职期内，公司已
竣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获得
3 项国家级优质工程奖项，获得
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 6 项，省

司内部形成“一家人、一条心、一
股劲”的良好氛围，为企业发展提
供了强大的文化支持。
谢宝琎
琎 任职总经理的四年多
时间里，在通往优秀企业家的道
路上进无止境。他殚精竭虑、运
筹帷幄、事必躬亲，让公司品牌效
应逐渐形成，社会美誉度不断提
升，员工收入稳步提高。一个管
理高效、文化深厚、步伐稳健、势
头强劲的现代化国有大中型建筑
施工企业初具规模。
重新审视谢宝琎的从业历
程，可以看到一个把心交给企业，
专业精、管理强、讲人文的企业家
形象跃然纸上。他的目标是把三
公司建设成为“中铁领先、行业知
名”的建筑企业，他相信只要将现
代化企业管理制度坚持好、落实
好，企业就能走向真正的永续发
展、基业长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