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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曰：君子坦蕩蕩
時光切換到 2004 年底，鄧崎琳執掌武鋼 「帥

旗」。
嚴格地說，他是在武鋼 「土生土長」起來的。1975

年從武漢鋼鐵學院畢業後，歷任技術員、工長、車間主
任、副廠長、廠長、集團公司生產部長、總經理助理、
副總經理兼武漢鋼鐵有限公司總經理，一步一步，成為
優秀的冶煉專家和特大型國有企業的出色管理者。

2004年的武鋼，有着近50年文化和技術積淀。
但是，陳舊落後的觀念和管理，使武鋼步履沉重，

顯露了潛在的危機。
武鋼地處內陸，所需礦石80%以上依賴進口，運輸

成本奇高，每噸鐵比近海的鋼廠高200多元。
還有環境成本的壓力，重工業在大城市中的環保容

量有限。
早先的武鋼，在武漢市屬遠城區。可後來，武漢發

展擴張，總投資140億的武漢火車站離武鋼廠區只有一
箭之遙。

當時的武鋼只有800萬噸鋼規模， 「十一五」規劃
未編制審批，發展方向難以明確。

前景不容樂觀。
怎麼辦？鄧崎琳認真思索着。
那是一個早春的夜晚，鄧崎琳來到廠區，走在寬闊

的林蔭道上。發黃的桐葉在夜風中飄蕩，遠處，不時傳
來生產線上咣咣的聲響。

幾代武鋼人的奉獻，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現狀，未
來的路指向何方？作為武鋼這個特大型鋼鐵企業的新
「統帥」，他認真地思考這些問題，也從火熱的生產線

汲取前行的動力。
來到現場，鐵水奔流，紅光滿天，他頭腦中想起了

岳飛的《滿江紅》——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
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神游八荒。
沒有思想觀念的轉變，就不可能有創新的思路和舉

措。
不久後，他撰寫了《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推進武

鋼第三次創業》一文，首次提出了第三次創業的理念、
奮鬥目標和總體思路，這篇文章被稱之為武鋼改革發展
的總綱領。

他認為，武鋼第一次創業，建立了中國鋼鐵工業的
基礎。武鋼第二次創業，開創了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裝
備的先河。

第三次創業探索中國鋼鐵工業向更高水平發展和由
內陸向沿海布局的新模式，由 「滾動式」發展變為 「跨
越式」發展。

那麼，由單純的生產經營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由
「一業為主」向 「一業特強、適度多元」轉變，由內陸

發展向沿海、國外發展轉變這樣的 「三個轉變」，就成
為第三次創業的核心內容。

第三次創業的發展路徑是推進武鋼中西南發展戰
略。

武鋼採取了三個不同的形式進行了國有企業戰略重
組，基本實現中西南戰略布局。集團公司產能達到
4000萬噸，是2004年的4.4倍。

重組鄂鋼，是在與地方政府利益一致基礎上的國有
資產無償模式重組；

重組昆鋼股份，是調動企業積極性，採用增資擴股
的模式重組；

重組柳鋼，則是以防城港項目和地方經濟發展為主
線，採用吸收合併組建新公司的模式重組。

武鋼的戰略重組過程，其實是一個科學的系統工
程。也是鄧崎琳這位紋枰高手精心部署的三招妙棋。

2005年4月，鄂鋼成為武鋼旗下具有獨立法人資格
的控股子公司，湖北省國資委保留49%的產權。這是中
西南戰略的開山之作。

重組以後，武鋼主導了鄂鋼的技改。2007 年 11
月，鄂鋼1500mm冷軋薄板工程竣工投產，這是重組後
的第一個重點工程，結束了鄂鋼沒有板材的歷史。

2005年12月19日，武鋼與廣西壯族自治區國有資
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正式簽署《武鋼與柳鋼聯合重組協議
書》，共同出資設立武鋼柳鋼（集團）聯合有限責任公
司。這是我國中部鋼鐵企業首次重組西部鋼鐵企業。

更加重要的是，武鋼柳鋼（集團）聯合有限責任公

司將作為向國家申報核准防城港千萬噸級鋼鐵基地項目
的業主，計劃投資 600—700 億元，興建一座現代化鋼
鐵聯合企業。借助武鋼的技術、資本、人才優勢，結合
廣西的資源、區位、政策優勢，武鋼柳鋼（集團）聯合
有限責任公司將努力打造中國鋼鐵行業強勢品牌，創建
世界一流企業。

2007年8月，武鋼戰略重組昆鋼股份。
至此，武鋼的中西南戰略布局基本實現。集團公司

產能達到4000萬噸，是2004年的4.4倍。
早在4年前，一家國外鋼鐵巨頭就盯住了昆鋼，頻

繁拋來橄欖枝。迫於國家產業政策的壓力，昆鋼也急需
借助外力，加快品種結構優化調整步伐，實現工藝、技
術、裝備和產品的全面提升。

重組昆鋼前，鄧崎琳專程拜會雲南省領導，表達武
鋼願望。

他說，振興民族工業，武鋼責無旁貸。有着 50 年
積淀的技術、產品、人才、裝備優勢的武鋼，也需要一
個能力釋放的空間和平台。

隨後，雲南省政府派員考察武鋼。緊接着，鄧崎琳
一遍遍催問結果。他的理由是，雲南省選擇是對的，可
以 「嫁個好婆家」嘛。可是，拖是不行的，昆鋼 「拖不
起」，鋼鐵行業 「拖不起」。

雲南省政府沒有正面回答。只是很快對武鋼進行了
第二次考察。

鄧崎琳立馬再訪昆明，向雲南省長 「索要」時間
表。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給雲南省領導留下了深刻印
象。

與昆鋼同行談判時，鄧崎琳的籌碼，除了武鋼的技
術優勢，很重要的一點，是他的坦誠。

向昆鋼頻繁拋橄欖枝的那家國外鋼鐵巨頭，幾乎答
應昆鋼的每一個要求，他們並不具備硅鋼生產能力，卻
違心地承諾想辦法。

鄧崎琳則說，做得到的我做，做不到的，不符合產
業政策的，堅決不做。重組對武鋼有利，對地方經濟發
展有利，對民族工業有利，所以重組後，我一分錢不拿
走。武鋼是一個負責任的中央企業，要對雲南省、對昆
鋼、對昆鋼老百姓負責。

鏗鏘話語，擲地有聲，贏得合作者的尊敬與信賴。
重組昆鋼時，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佳話。
那年 5 月，昆鋼集團一位領導約鄧崎琳在北京相

見，這位領導從懷裡掏出一幅絲綢面料的東西，小心翼
翼地攤在地上，只見一幅昆鋼地域的實景地圖映入眼
簾。隨後，仔細地拂去灰塵，方方正正地疊好，鄭重地
遞到鄧崎琳手上。那情景，很有點《三國演義》 「張松
獻圖」的味道。

時常感動他人的鄧崎琳也被感動了。兩雙大手緊緊
相握，半晌無言，兩顆心一起為民族工業的振興而搏
動。

二、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
鄧崎琳非常喜愛岳飛的《滿江紅》，不單是出於對

古詩詞鑒賞的偏好，也不是因為他身上理想化的詩人氣
質，更多的是他的報國志、民族情與岳武穆精神的共鳴
與契合。

硅鋼有鋼鐵藝術品之稱，而取向硅鋼更是號稱 「工
藝品之花」，其生產技術代表着冶金行業最高水平。

早在武鋼引進 「一米七」時，武鋼就想引進 HIB
鋼技術。2002 年，武鋼再次提出引進要求，結果被斷
然拒絕。

特變電工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國重大裝備製造業核心
骨幹企業，也是武鋼的老客戶。這家公司分管原料採購
的副總經理說，以前，我們需要的 HIB 鋼完全依賴進
口，價格貴不說，還經常被人 「卡脖子」。你要 100
噸，它只供應 50 噸，或者乾脆就不賣鋼材，讓你連變
壓器一起買。

為了硅鋼這個民族品牌，武鋼人通過消化吸收，發
展到以開發創新為主，積累了豐富的生產、科研和管理
經驗。成功攻克200多項專利，先後獲得3項國家發明
獎，最終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硅鋼生產核心技術。而以前
100%依賴進口的頂尖HIB鋼，從2004年的市場零佔有
達到了國內三成的市場佔有量。

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使得鄧崎琳給人專注工
作、不茍言笑的感覺。他的 「嚴」是出了名的，批評人
時常常讓當事人下不了台。

一次，在生產經營分析會上，一位部長彙報的經濟
數據前後矛盾，鄧崎琳當即打斷，不要說了！自己沒弄
明白，部下的材料你還看不懂，彙報什麼？糊弄我可
以，在座的可都是專家！一時間，那位部長面紅耳赤，
張口結舌。從此，在會上照本宣科的現象再也沒有
了。

會後，他的一位副手對他說，鄧總，你其實應該給
人留點面子的。他頭一扭，甩了句：你以為批評是溫良
恭儉讓，還要講客氣？

有一段時間，武鋼的產品質量出現較大波動，用戶
頗有微辭。

在他的授意下，武鋼電視台就這些問題走訪用戶、
生產線的上下工序，請現場職工分析原因、責任部門和
責任領導，製作成系列批評報道。他的要求是，問題剖
析越細越好，批評力度越大越好，整改措施越具體越
好。當這些報道連續在每月一次的月末會上播出後，相
關責任領導一個個臉熱腮紅。

這時就有人說了，老鄧這手太絕了，還不如在他辦
公室被他臭罵一頓。

2008年2月，中國鋼鐵工業協會質量標準化委員會
換屆大會在武漢召開，鄧崎琳當選主任委員。針對有關
部門脫離實際，國家質量標準遠低於企業內控標準的情
況，鄧崎琳用武鋼適應市場需求，用企業內控標準創造
世界級鋼鐵品牌的經歷，毫不留情地批評這個他剛剛履
新的委員會墨守成規。

沒想到，他的發言換來的卻是經久不息的掌聲。
我國鋼鐵產業集中度低，對海外鐵礦石資源的依賴

性卻逐年上升，武鋼所需鐵礦石80%依賴進口，鐵礦石
談判十分被動。連年上漲的礦石價格，令武鋼苦不堪
言。

2008 年全國 「兩會」期間，鄧崎琳在接受國內外
媒體採訪時直言不諱地說，礦石商殺雞取卵，完全失去
「理性」。既背離市場原則，也毫無道義可言。

也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鄧崎琳敏銳地抓住金融危
機給世界經濟帶來重大調整的時機，從 2009 年開始，
以較低成本投資開發加拿大、巴西、澳洲、利比里亞、
馬達加斯加等國的鐵礦石項目，鎖定權益礦資源數百億
噸，獲得豐厚的投資回報。隨着項目的投產，每年可獲
得優質鐵礦石6000多萬噸。

武鋼已成為全球鋼鐵製造商中最大的鐵礦石資源擁
有廠家。極大地增強了資源保障能力，可有效打破礦石
巨頭壟斷，維護國家利益，同時也顯著提升武鋼的國際
影響力。

2010 年底，當武鋼與加拿大 ADI 公司商討合作項
目時，鄧崎琳發現這家公司的礦藏圖鄰近區域有很大的
一片礦脈。他立即讓我方工作人員詳細了解情況。證實
這是屬於一家叫世紀公司的礦藏，而它的主人是一名加
籍華人，正在國內聯繫合作意向。

鄧崎琳說，同是華夏子孫，溝通應更加容易。盡可
能快地以我的名義請他參觀武鋼。武鋼的盛情相邀，讓
這位剛剛在多倫多機場落地未穩的礦主立刻轉機，返回
國內。

鄧崎琳對資源開發業務細緻得近乎苛求，資源開發
部副部長肖金髮說。

當加拿大CLM項目的前期考察報告交給鄧崎琳時，
已經臨近下班了。第二天一大早，這本報告上被貼滿了標
籤，鄧崎琳提出的問題多達百條。比如，巴拿馬運河擴建
工程何時動工，竣工後的通航條件？比如魁北克最大的湖
泊多大，水產資源如何？林林總總，五花八門。

面對這樣的領導，武鋼的專業團隊也不含糊，疑問
逐一解答。就連巴拿馬運河的船閘的製造商是武昌造船
廠這樣的細節也不露掉。

2011 年初，擁有數百億噸資源量的 ADI 項目和世
紀項目上市公司股權交割和項目合作協議簽署，武鋼成
為這兩個上市公司的重要股東，邁出了構建海外礦產資
源戰略體系的新步伐。

這一切，都是為了他的民族工業和他的鋼鐵情懷。

三、孟子云：達則兼濟天下
對於武鋼職工，鄧崎琳俠骨柔情，充滿愛心。
80 年代中期，34 歲的鄧崎琳掛帥二煉鋼廠，成為

當時武鋼最年輕的二級廠廠長。在一次退休職工懇談會
上，一位老工人問，廠長，我們的工作服還差幾個月就
到期了，能不能最後再領一套？

按規定，工作服有嚴格的領取時限。可鄧崎琳說，
辛辛苦苦一輩子，臨退休想要套新工作服，給自己的職
業生涯留個紀念，合情合理。從那時起，退休職工每人
一套新工作服的規矩在該廠保留至今。

人們說，一套工作服所承載的回憶與情感，是其他
任何物質也無法替代的。

一次，鄧崎琳到礦山考察，信步走進職工夏國清家
中。見老夏神情憂鬱，患骨髓癌的妻子面目憔悴。鄧崎
琳將身上所有的錢掏出來遞給夏國清說，要樹立信心，
積極治療，組織上也會幫你的。

不久， 「5年內基本消滅貧困戶」的目標，寫進了
武鋼 「十一五」規劃。明確要求武鋼工會和相關部門制
定具體措施，按進度完成這一目標。武鋼工會曾經有一
本特殊的名冊，上面登記着全公司515戶貧困戶的詳盡
生活狀況以及針對每一戶分別制定的脫貧辦法。

截至 2010 年 12 月，515 戶建檔貧困家庭全部實現
脫貧。

武鋼的漢陽鋼廠是在洋務運動時期建成的百年老
廠。廠區的一隅，有一個棚戶區，大部分是危房，居住
條件差，環境也十分惡劣，曾經因現場的鋼渣迸濺出過
傷人事故。2006 年初，鄧崎琳到漢陽鋼廠檢查工作並
看望200多戶棚戶區居民。一位姓齊的退休工人動情地
說，廠裡效益不好，幾十年就這麼過去了，真怕哪天房
子垮了。

鄧崎琳當即責令有關部門解決問題。
協調政府，置換土地；內部調劑、劃撥資金；安排

隊伍、組織施工。當年10月，6幢成本價住房建成。
鄧崎琳親自參與了新房驗收，發現沒有紗窗。他

說，不能因為考慮成本，降低職工的生活質量，想辦法
解決這個問題，好馬配好鞍嘛。

交鑰匙那天，舉行了隆重儀式。多年蝸居在危房裡
的該廠幹部、總調度室副主任張國勝第一個從鄧崎琳手
中接過鑰匙，激動得半天說不出一句連貫的話，喃喃
道，兌現了，好，新房子，謝謝啊。

緊接着，礦山地區、青山地區的所有棚戶區相繼改
造，2000多戶職工家庭住上了盼望多年的樓房。

鄧崎琳在基層工作多年，身邊有眾多的工友和同
事。儘管大家體諒他工作太忙，沒有人去找他聊天，也
沒有人和他擺上車馬炮捉對廝殺了。可是一旦廠子裡有
什麼事，報喜也好，報憂也罷，總有人給他寫信。是好
事，他看看也就罷了，如果有什麼問題，他一定不會放
過。

有的基層領導對此常常一頭霧水——他是怎麼知道
的呀？所以有人曾說，不怕老鄧 「發炸」，就怕老鄧調
查。

武鋼經營財務部副部長龔正剛說，鄧崎琳總經理重
視國家利益，也關注職工收入水平。2011 年確定集團
的利潤指標時，鑒於市場環境，財務部門把增長率定在
較低水平。結果被否決多次。鄧崎琳說，一方面，我們
是鋼鐵脊樑，要自加壓力，為國家經濟做出最大貢獻；
另一方面，利潤增長幅度小，按國資委規定，職工工資
增長幅度就小。所以，提高利潤指標，就皆大歡喜嘛。

從2005年開始，武鋼已上繳國家利稅835億元，與
此同時，青山本部職工人均工資增長2.66倍。

2012 年 2 月，在十二屆五次職工代表大會的報告
中，鄧崎琳承諾，在提高職工工資水平的同時，今年還
將為職工辦六件實事，繼續實施職工工資 「十二五」倍
增計劃；建立規範的職工補充養老保險制度；完成北湖
棚戶區改造一期工程；提高貧困邊緣戶建檔標準……

會上，鄧崎琳為他的鋼鐵王國確定了 「一大目標、
三個轉變、五項理念」的戰略。從職工代表的掌聲中，
我們知道，打造 「質量武鋼、創新武鋼、數字武鋼、綠
色武鋼、幸福武鋼」，建設一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
一流企業，是武鋼人的期待，也令他們神往。

是啊，武鋼一定會有更多的神話。
上世紀七十年代，鄧崎琳曾經東渡日本，在 「新日

鐵」考察過，和他一起共事的日本員工感到十分自豪。
有人時不時會拿出當年的合影照片，向別人炫耀道，
「瞧，這是鄧，了不起的。」

他們有理由自豪。當年的青年人已經成為優秀的冶
煉專家和一名出色的企業家，在中國鋼鐵行業舉足輕
重；當年那個獨自吟哦古典詞曲的人，現在已成為嫻熟
的交響樂團指揮家。在他的指揮棒下，流淌着武鋼乃至
中國鋼鐵工業博大恢宏的華美樂章。

▲ 鄧崎琳在
全國兩會接受媒
體採訪▲

武鋼公司
辦公大樓

2011年，鋼鐵行業一片霧霾。排在前面的幾大鋼鐵
巨頭，不是虧損就是利潤大大降低。唯有武鋼，一枝獨
秀，逆勢增長。銷售收入、利潤分別比上年增長
14.3%、17.4%。

2011年，在世界500強企業的最新排名
中，武鋼位居第 340位，比上一年勁升 88
位。

一個國家投資僅60多億元的武鋼，從
2005 年起開始，上繳國家利稅 835 億
元。而處在內陸腹地的武鋼，僅進口礦
石運輸成本便要高出同行 20 多億
元。

人們說，這像是一段傳奇，更
像是一個神話。

於是，我們將目光聚焦武鋼，
看看創造神話的武鋼人，看看武鋼
總經理鄧崎琳——這位身材魁梧、
舉止從容、目光犀利的鋼鐵漢子。

通訊員 白方 記者 李曉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