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负使命担当 锐意改革攻坚
——记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宋志平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予阳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40 年来中

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书写了世界发

展史上的传奇故事，中国企业也在这场伟

大变革中披荆斩棘，强势起飞，在世界经

济舞台上快速崛起。特别是对国有企业

来说，能有今天的成绩正是因为改革开

放，如果没有改革注入的源头活水，没有

开放带来的崭新机遇，国企的发展和壮大

就无从谈起。

现在，有观点认为国企不用改革照样

可以搞好。但回顾自己近 40年来搞企业

的经历，我可以明确地说没有改革就没有

国企的今天。从我先后任职的几个企业

看，北新建材从极度困难的境地发展为闻

名遐迩的上市公司，中国建材从一家资不

抵债的央企成为世界 500强企业，国药集

团从一家规模偏小的贸易型公司发展为

医药健康产业的领军者，这一切改变都源

于改革开放。正是改革开放，把国企的基

因和市场的环境相融合，并使得二者迸发

出强大的力量，助力今天中国经济的

腾飞。

不少人把我看作是改革的痴迷者，其

实我并非天生喜欢改革。改革意味着变

化，意味着利益再分配，往往伴随着伤痛

和眼泪。那为什么还要改革呢？我觉得，

这一切源于责任，我们有责任解决社会经

济发展过程中的各项难题，而改革正是奔

着解决问题展开的，既然重任在肩，既然

别无选择，我们就必须一次次勇敢地迈

步，哪怕前方荆棘密布也要一路向前，永

不回头。

改革从来不是繁花似锦，从来不是漂

亮的口号，只有践行者才能理解改革的艰

辛。但也正因为我们经历了艰辛困苦，最

终才能用汗水和智慧实现国企凤凰涅槃

般的新生，破解国有经济和市场有效结合

的世界性难题。

回顾 40 年改革历程，国企领导人更

要坚定创新、担当、责任的企业家精神，满

怀信心，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努力培育一

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

贡献。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改革从来不是漂亮的口号
宋志平

中国建材位于埃及的水泥生产线。

（资料图片）

中国建材自主研发的千吨级 T800 碳纤

维生产线。 （资料图片）

中国建材铜铟镓硒薄膜太阳能玻璃生产

线。 （资料图片）

中国建材位于草原上的工厂。 （资料图片）

从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到成为两个“世界
500 强”的央企“掌门人”，中国建材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宋志平在国有企业工作了
近 40 年，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
40 年。1979 年，宋志平从一名普通技术员
做起，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一步一个脚
印，最终成长为掌管25万名员工、近6000
亿元总资产的央企负责人，并带领中国建材
与国药集团两家央企进入“世界500强”。

近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在
中国建材集团的办公楼里见到宋志平时，
他刚刚完成了一篇论文，主题是国有企业
体制机制变革。谈及这个话题，宋志平颇
有感触地说：“一直以来，社会上有着两种
错误认识，一是认为国有企业搞不好，没
必要存在。二是认为国有企业在竞争领域
没有竞争力，应该退出。但改革开放 40 年
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国有企业一样能搞好，一样能形
成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改革就是要脱胎换骨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
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国有企业改
革的大幕也由此徐徐拉开。

次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国家建材
局在紫竹院的新型建筑材料示范房屋时提
出，“把用新型轻质建筑材料建造的房屋质
量搞得好上加好”。新型建筑材料总厂 （北
新建材的前身） 得以加快建成。也正是在这
一年秋天，23 岁的宋志平大学毕业，成为
该厂的一名普通职工。

在计划经济的长期束缚下，当时的国企
面临着两个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
加快改革，尽快解决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迈
向市场经济的难题；二是如何加快开放，解
决长期封闭的国有企业怎么引进世界先进技
术的问题。

成立之初的新型建筑材料总厂也面临着
同样的痛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刚走出大学
校门的宋志平被选派到瑞典等国，学习当地
企业先进管理经验，特别是市场经济观念和
意识。回国后，为了让自己学有所用，他自
告奋勇做了一名推销员。这一干，就是 10
多年。

当宋志平被任命为北新建材厂长时，他
刚刚 36 岁。作为一厂之长，机制老化、资
金匮乏都是摆在宋志平面前的难题。而最要
命的，还是人心的涣散。1993 年春节后上
班的第一天，宋志平站在厂子的大门口数迟

到人数，竟然多达280多人！
宋志平决定，以此为切入点，解决人心

涣散的问题。于是，他每天第一个到工厂，
站在大门口，记录职工的出勤情况。6 天
后，迟到的人数变成了0。

宋志平说：“出勤率只是一个形式，关
键是，我想通过这件事，点燃职工干事创业
的热情。”他有一张自己在工厂举着火把点
火开工的照片，就放在他的办公室里。“这
是我内心的一种表达，我其实最想点燃的是
职工心中的火。”

重拾了人心，资金难题又迫在眉睫。由
于当时政府部门已停止对部分国有企业划拨
资金，北新建材的信用等级又不够，银行拒
绝贷款，资金匮乏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怎么办？宋志平带头，请全场职工集资。短
短几个月，就募集到了400万元。企业得以
重新运转，恢复生机。

仅仅一年时间，北新建材不但实现了赢
利，还及时归还了职工的集资款。宋志平在
实践中认识到，企业管理说复杂也不复杂，
只要把大家真正关心的事弄清楚、解决好，
职工的热情就会被调动起来。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此后国企改革步伐
不断加快。1994 年，国家遴选出 100 家国
企推进试点，探索建立“产权清晰、权责
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
制度。国家建材局旗下只有一家单位被选
中，那就是北新建材。时任国家经贸委副
主任的陈清泰同志指出，试点是改革的尖
刀班，改革就是要脱胎换骨。宋志平对这
句话印象深刻，感受颇深：“脱胎换骨的改
革意味着勇气、责任和担当，还意味着痛
苦和付出。”

按照上级制定的国企改革方案，北新建
材要从 2000 名职工中精简下岗 550 人。当
时北新双职工非常普遍，下岗会牵涉家庭生
计。宋志平苦思冥想：是不是还有另外一条
出路？经过深思熟虑，他提出“再上新项
目，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富余职工通过培训
转岗”，让每一个人都有活干，每一个人都
能创造价值。一场危机由此化解，550名职
工最终没有一个下岗。

1997 年，北新建材成功上市。当年，

宋志平作为党代表参加了党的十五大。“党
的十五大一个重要议题是国企改革，结合
北新建材上市实践，我的体会是，引入社
会公众股东不是私有化，上市加强了国有
资本的控制力，也壮大了国企的实力和竞
争力。”宋志平说。

做水泥行业的整合者

2002 年初，北新建材的母公司中国新
型建材集团遇到了重重困难，债务高企。宋
志平临危受命，出任集团公司总经理。与职
工第一次见面会上，宋志平正慷慨激昂地发
表着就职演说，办公室主任一路小跑，递过
来一张纸，宋志平瞟了一眼——银行冻结集
团财产通知书！也难怪，当时中新集团年销
售收入只有 20亿元，而企业负债却高达 32
亿元。

对于一家在充分竞争领域的央企而
言，要想在市场上活下去、活得好，除了
在市场上找食吃之外，别无他途。宋志平
常说：“我们没有含上金钥匙，也没有捧
着金饭碗，只有扔掉侥幸心理，坚定改
革，才能新生。”不少中新集团老员工至
今还记得他那时的话：“我们这群曾经落
魄、失败的人，必须用改革改变自身命
运，即便遍体鳞伤，也要擦干眼泪爬起
来。”上世纪 90 年代末，国企攻坚时期一
批老国企倒了，但也有一大批新国企在改
革中重获新生。

还是用一年时间，宋志平带领大家将企
业债务重组完毕，其中的艰苦，只有宋志平
知晓。2003 年 4 月 16 日，中新集团正式更
名为中国建筑材料集团 （简称中国建材）。
宋志平把建材系统的一些老同志请来，向他
们请教企业下一步的发展方向。老同志们异
口同声：做水泥。

可在当时，中国建材旗下几乎没有水泥
企业，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是一个工厂一个
工厂地建，还是联合重组？中国建材选择了
后者。2006 年 3 月 23 日，中国建材股份公
司成功在香港上市，募集资金 21 亿港元。
同年7月，中国建材用上市募集到的一半左
右资金，收购了当时国内最重要的水泥行业
龙头企业徐州海螺水泥。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一个更宏大
的计划，在宋志平脑海中渐渐成形。

2007 年 4 月的一天，宋志平把浙江水
泥、三狮 水 泥 、 虎 山 水 泥 、 尖 峰 水 泥 4
家企业负责人，请到杭州西湖边上的一
家饭店喝茶。为何是这 4 家？当时中国
水泥市场被数千家中小企业分割，布局
分散、无序竞争。南方市场更是一片混
乱，恶意压价已将浙江水泥企业逼上绝
路，水泥价格从每吨 400 多元一路狂跌至
100 元。而仅这 4 家企业，就占据了浙江
水泥市场一半。

说是喝茶，其实是谈判、博弈。当时，
宋志平提出了央企与民营资本合作“三原
则”。一是价格公允，一律请中介机构评
估。二是民营企业拥有 30％股权。三是企
业经营管理层全部留下，经过培训转为新企
业的职业经理人。最终，四位民营企业“掌
门人”接受重组方案。

随后一年多，一场跨区域的“合纵连
横”在六省一市展开。中国建材重组了大大
小小900多家水泥企业。之后，中国建材又
展开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联合重组行动，最终
一跃成为全球水泥行业龙头企业。这些重组
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巨大反响，被写进了哈佛
大学的企业案例。

山东枣庄有“中国水泥第一大市”之
称。中国建材在重组枣庄的水泥厂后，为淘
汰落后产能，下决心炸掉了原有的9条立窑
水泥生产线，爆炸的轰鸣吹响了全国淘汰落
后小水泥的号角。这次行动震动了行业内
外，被称为“中国水泥第一爆”。不久之
后，一个新型水泥工业生态园在原址建了起
来。历经 10 年左右规模宏大的水泥重组，
中国建材不仅自身获得了巨大效益，也为推
动行业结构调整和健康发展作出了巨大
贡献。

带出两个“世界500强”

2009 年 4 月，宋志平正赶去机场准备
出国路演，路上接到了来自国资委的电
话，让他去委里一趟。到了才知道，上级
部门在经过充分考量后，想请他出任国药
集团董事长。当时的国药销售收入不高，
综合实力较弱，没有制造和研发业务。宋
志平没有多想，接受了职业生涯中的又一
次挑战。

在中国建材工作期间，宋志平结合央企
的特点和市场的规律，提出了“央企市营”
的概念，即央企市场化经营。所谓央企，是
指作为央企要保持4个属性，坚持党组织的
领导核心作用，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
策，主动承担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
任，创造良好经济效益为国有资本保值增
值。关于“市营”，宋志平概括了五点内
涵，包括股份多元化、规范的公司制和法人
治理结构、职业经理人制度、内部市场化机
制、外部市场化运营。

可以说，国药的发展复制了中国建材
“央企市营”的做法，跟民营企业搞混合所
有制改革，建立起国药销售的网络。2009
年 9 月 23 日，国药控股公司顺利在香港联
交所挂牌上市，募集 60 多亿港元。之后国
药集团通过联合重组在全国建立起庞大的医
药健康产业平台。

2013 年 ， 国 药 集 团 与 中 国 建 材 集
团，一同进入美国 《财富》 杂志评选的

“世界 500 强企业”行列。那一刻，酸甜

苦辣都涌上心头。情感很少外露的宋志
平难掩激动之情，拿着两个“世界 500
强”的证书拍了张照。他感慨地说：“中
国企业由名不见经传，到世界 500 强企
业成规模出现，这是中国企业快速崛起
的一个象征。”

此后一年，宋志平主动请辞，离开国药
集团回归中国建材。为增强中国建材国际竞
争力，宋志平又迎难而上，推进中国建材与
另外一家央企中材集团的合并重组。2016
年 8 月，“两材重组”正式获得国务院批
准，中国建材与中材集团合并组成新的中国
建材集团。宋志平称这是他职业生涯要完成
的最后一个作品，要把这项合并做好，让它
成为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2018年5月3日，新中国建材H股正式在香
港联交所上市交易。

宋志平对记者说，中国要想发展好必
须有雄厚的实体经济作为支撑。中国建材
一直深耕实体经济，没有挣过虚拟经济的
热钱和快钱。2017 年企业销售收入超过
3000 亿元，利润总额超过 150 亿元，而利
润、税费、薪酬、利息合计社会贡献总额
达 668亿元。

多年来，宋志平养成了在工作之余读
书、写作和思考的习惯。在他的床头有一
个大筐，里面放着的都是他近期想要读的
书，睡前拿上一本就可以阅读。他通常是
晚上 10点开始看两个小时书，12点以后开
始写作，有时一写就是两三个小时。国企
改革是他思考最多的问题之一。

宋志平说，“从最初的放权让利到经
历‘断奶’的阵痛，再到探索公有制的实
现形式，与民企合作进行混合所有制改
革，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一步步走来殊
为不易。今天的国企已经不是过去的国
企。拿中国建材集团的改革实践来看，我
们毅然走市场化之路，把混合所有制改革
进行到底，用 30%的国有资本撬动 70%的
社会资本，实现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
赢”。

宋志平在企业工作了 39 年，他坦言
这些年有很多离开企业的机会，但他更
希望一生做好一件事，做一个终身的企
业 家 。 近 年 来 ， 宋 志 平 在 日 常 工 作 之
余，也在不断总结自己对企业的管理思
路 ， 写 了 几 部 关 于 企 业 改 革 和 管 理 的
书，还多次走进校园，和大学生们分享
自己的经验。在北大讲课时，宋志平最
喜欢到未名湖畔走一走。“据说当年为未
名 湖 起 名 字 时 ， 北 大 颇 费 了 一 番 脑 筋 ，
各种名字比来比去无法定夺，后来干脆
叫未名湖。我时常在想，中国国有企业
的企业家们也有点像这未名湖，他们创
造了美好的事业，但从不需要耀眼的名
字。”宋志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