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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 31 日，一舉奪得 4 個世界第一的湖南湘西
天險區矮寨大橋順利通車。一橋飛架南北，天塹

變通途。矮寨大橋的通車，不僅改寫了中國險惡地勢
橋樑架設史，也為當地人民帶來最大的福音——近在
幾尺，兩座群眾對岸千百年來卻不得相通的歷史一去
不復返。而此，通車那天，當地各族人民盛裝歡呼，
一派節日景象。

地勢險惡，峽谷跨度 1176 米的湘西矮寨山谷，千
百年來，一直成為當地人民走出深山不可跨越的天
險。矮寨大橋通車前，過往車輛穿越矮寨坡必須經過
一段7公里長，地勢陡峭，號稱 「天路」的盤山公路。
正常情況下通過矮寨坡需要1至2小時，如遇上堵車，
少則幾小時，多則一兩天。矮寨大橋的勝利通車，將
原本需要少則2個小時，多則數個小時的盤山公路，縮
短為不到5分鐘的路程，並且極大的化解了當地的交通
安全隱患。

矮寨大橋建成通車後，極大地改善了目前湘渝兩
省市原來的交通狀況，對兩省市乃至中西部的對接起
着極重要的作用。同時，對整合湘西州豐富的旅遊資
源，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也將發揮重要的作
用，將國家西部開發戰略與中部崛起戰略兩大戰略有
機聯繫。矮寨大橋在今後產生的社會經濟效益將是無
可估量。

這一中國橋樑建設史上的里程碑，就是湖南路橋
集團鑄就。他們以精湛的技術，驕人的業績，以及高
度的政治責任心和社會責任感，奪得大橋建設項目招
標。

先後獲3項魯班獎 6項詹天佑獎
葉新平介紹，湖南路橋建設集團公司成立於 1954

年，係施工總承包特級資質企業。目前，公司現有員
工5500名，其中，有職稱工程技術人員2600名，總資
產70億元。公司的業務範圍涉及公路橋樑、房建、市
政、隧道、房地產開發、礦產開發、BOT（BT）項目
投資經營等建築業上中下游等多個領域。

公司曾先後承建了馳名中外的安徽銅陵長江大
橋、南京長江二橋、南京長江三橋、矮寨特大懸索
橋、荊岳長江公路大橋、山西仙神河大橋等一大批具
有國際國內先進水平的特大型橋樑，以及常張、邵
懷、懷新、常吉、廣西南友、廣深沿江等一大批高速
公路。企業在橋樑大型雙臂鋼圍堰施工、大直徑深水
基礎施工、大跨度橋樑施工和大斷面隧道施工等領域
形成核心技術，先後獲得1項國際橋樑林德恩斯大獎、
50 多項國家優質工程金獎和國家、省部級科技進步
獎，32 項國家專利技術，5 項國家級工法，3 項魯班
獎，6項詹天佑大獎。

尤其是矮寨大橋創造的軌索滑移法，創造了世界
第五種橋樑架設方法，為中國由世界橋樑大國向世界
橋樑強國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這些成果的取
得，創造了良好地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進一步鑄就
了 「路橋湘軍」品牌。

打造 「十二五」 跨國集團
葉新平介紹，黨的十八大已經勝利召開，為中華

民族的進一步繁榮和昌盛描繪了新的藍圖。作為肩挑

社會責任的湖南路橋，同樣邁入了 「調結構、轉方
式、促發展」的關鍵時期。近年來，湖南路橋以新思
路、大追求，制定了發展戰略、創新了發展理念、抓
住了發展機遇、營造了發展環境、凝聚了發展力量、
彰顯了企業形象，最終實現了老牌國有企業的跨越發
展、轉型發展。近年的發展成就可以用四個 「顯著提
升」來概括，那就是多元發展創效能力顯著提升，科
技創新能力顯著提升，質安管理能力顯著提升，企業
品牌效應顯著提升。

隨着業績的進一步發展，以及社會對湖南路橋的
高度認可，目前，公司年承接業務100億元以上，年施
工產值80億元至100億元，年創利稅5億元以上。湖南
路橋如今正以提質發展為主題，以強主業、轉方式、
調結構為重點，以做強做大做新集團、提升核心競爭
力為目標，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以效益為中心、以改
革為動力、以科技為支撐，以 「一體兩翼」為基本產
業經濟發展模式，努力打造一個 「以資本經營為龍
頭、以生產經營為基礎，集項目投資、設計、開發、
施工、營運為一體」的跨國集團。

為正當十八大後的排頭兵，進一步承擔起更大社
會責任，目前，湖南路橋已經開展了徵文、攝影及演
講比賽等主題實踐活動，大力開展 「創先爭優」活
動，注重實效，深入開展黨建品牌創建，以此大力推
進 「文化興企」戰略。

最後，葉新平表示，作為國有企業，就理應為國
家和民族擔責，盡可能去實現一個企業的社會價值，
因而，就必須創造更大業績，以抓好創新、發展為第
一要務。同時，全力確保安全這個 「第一前提」，堅
決落實穩定這個 「第一責任」，不等待，不觀望，以
時不我待的精神真抓實幹，以改革創新的責任做出實
績，營造湖南路橋穩中求進的發展態勢。

葉新平表示，在未來的工作中，將循着18 大的步
伐，率領湖南路橋全體員工，以時不我待的精神真抓
實幹，為湖南路橋再鑄輝煌，為中國路橋建設史再添
華章。

湖南路橋建設集團公司（簡稱湖南路橋）董事長葉新平在此間就 「企
業的社會責任」 接受訪問時指出： 「身份和榮譽只是個稱謂，我所想的、
所作的就是幹好一份事業，擔好一份責任。」 正是因為這樣，被譽稱為
「路橋湘軍」 的全體員工是這樣評價他們的 「葉董」 的：因為責任，他義
無反顧，誓要救國企於水火之中；因為責任，他卧薪嘗膽，重塑湖南路橋
行業品牌、民族品牌；因為責任，他為民請命，用雙手托起希望、用真心
回報社會。 文： 劉巧雄

就 「企業家的感悟」在接受香港大公報專訪時，
湖南路橋建設集團董事長葉新平說，作為企業家，要
講 「三立」，即立功、立業、立言。即：要把企業的
具體工作做好，尤其是企業的工程質量安全、成本管
理、效益、職工隊伍建設等重要工作抓好，抓好每一
項工作，就等於 「立功」；作為一名合格的企業家，
必須把企業發展作為事業來做，要為企業的發展在產
業上定好位，布好局，起好步，使企業基本產業結構
合理，符合企業自身發展要求，符合市場對企業的要
求，此乃 「立業」；並不斷地充實和提高企業自身發
展的理念，構建符合企業實際的優秀文化，使員工、
客戶對企業發展有信心，企業要定好位，要有自己的
發展思路，此則 「立信」。

人無信則不立 國無信則衰
葉新平指出，早在兩千多年前，偉大思想家老子

指出： 「人無信則不立，國無信則衰」。他說，一個
國家的強盛，首先是取信於民；作為一個企業家而
言，首先要講誠信，對市場講誠信、對客戶講誠信、

對員工講誠信，也只有樹立良好的企業誠信形象，才
能得到市場的認可，才能得到職工、客戶的認同，哪
怕有什麼困難和問題都會得到理解和支持，所以必須
要講誠信。

在 「誠信」的前提下，企業家還要講奉獻。要當
企業家，首先要更多地付出，要受到方方面面的壓
力，很多情況下要做好表率作用，要求員工不做的事
首先自己不做，要求員工做到的事自己必須首先做
好。這就對企業家提出了要求：要比別人付出的多，
得到的少，也就是奉獻精神。

同時， 「一個企業家要帶領好自己的團隊，管理
好自己的企業。第一，要靠真理的力量；第二，要靠
人格的力量。」這是葉新平經常說的一句話。他認
為，真理就是制度、體制、市場行為的約束、國家的
法律法規，人格的魅力就是靠領導的表率和帶動作
用，來凝聚人心、帶好隊伍。只有讓職工在發展中得
到實惠，使發展的成果能夠較好地惠及到每一位員
工，員工才會把個人的發展、個人的價值觀與企業的
發展和企業的核心文化有效地結合起來，認同企業，
與企業融為一體。

履行責任 回饋社會
另外，據記者了解，因為高尚的品德，莫大的社

會責任和使命感，2007年，葉新平還被當選為全國第
二屆十大民間禁毒人士。其中，他支持建設的天劍魔
戒大院，目前在國內仍然有很大的影響，而且得到了
聯合國禁毒委的高度重視和充分肯定。

在如何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方面，湖南路橋應
該也是問心無愧的。就近年的業績來說，湖南抗冰救
災、四川的抗震救災、湖南的抗洪救災，湖南路橋總
是衝鋒在前，付出了很多，從來沒有計較過這方面的
得失，也充分展現了湖南路橋良好的社會形象。

對此，葉新平指出，一個好的國有企業，尤其是
大企業，不僅僅是自己要發展，更重要的是應該承擔
更多的社會責任，來回報各級政府對企業的支持，回
報社會各界對企業的理解和認同，也使企業本身，包
括企業員工，既有一種責任感，更有一種光榮感。

葉新平：企業家就是立功立業立信

在就 「新時期湖南路橋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接受
大公報的專訪時，湖南路橋建設集團董事長葉新平先
生指出， 「因為有着 『路橋湘軍』的美譽，湖南路橋
在今後工程建設中的責任是可想而知的。有遠慮才無
近憂，湖南路橋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是要結合我國交通
基礎設施建設的現狀和需求量來綜合考慮」。

葉新平說，中國高速公路的發展已經由高峰期轉
移到常規期建設，尤其是中國西部地域地質情況，周
邊環境越來越複雜，在橋樑、隧道、路基等各個方面
對施工企業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適應這些複雜
環境下工程建設的需要，是湖南路橋面臨的首要問
題，這對湖南路橋的技術實力和管理能力都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作為一名科研工作者，葉新平則有一個更高的要
求。他說，在科學技術越來越發達的今天，競爭對手

可以複製產品、服務、技術以及流程，但是他們無法
複製一個卓越品牌。湖南路橋要把品牌當作企業重要
的無形資產來培植，將 「創精品工程」作為塑造企業
品牌的重要突破口。

企業最重要的是科技創新
葉新平說，不管是企業，還是個人，都必須清楚

自己應該幹什麼！湖南路橋的核心競爭力是路橋的技
術水平和隊伍建設。作為為社會做出過傑出貢獻的
「路橋湘軍」，不能躺在過去的安樂椅上乘涼，而應

該尋思 「科技創新」。
葉新平指出： 「『科技創新』是湖南路橋最光榮

的傳統，也是品牌價值所在。再窮不能窮研發投入，
再苦不能苦技術創新。」湖南路橋要保持這種競爭力
的優勢，就要不斷地總結技術成果，不斷地進行新技
術、新材料、新工藝和新設備的研究與應用，加大技
術專業隊伍的培訓，要提高隊伍的整體素質。在技術
領先和科技進步上要建立起保障機制，保障人才、資
金、物質設備、科研場地方面的投入。使技術進步和
科研工作能夠得到健康持續的開展，不斷地提升自己
的技術水平，繼續保持行業內的領先地位，從而保持
和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

正是如此，近年來，湖南路橋先後承建了常張高
速公路、邵懷高速公路、常吉高速公路、吉茶高速公
路、山西仙神河大橋、重慶巫奉大橋、荊岳長江大
橋、湘西矮寨特大懸索橋等重大工程項目；特別是在
非洲、菲律賓等海外地區，參與承建了多項重大工程
項目，樹立了一批享譽海內外的樣板工程。

葉新平：有遠慮才無近憂

▲憑着質量和信譽，湖南路橋拿下廣西崇左高速
公路。董事長葉新平（前排中）、黨委書記方聯民
（前排左七）與崇左地區領導在開工儀式上合影

▲

2008年南方冰凍災害，湖南路橋組織的 「鐵
軍」 始終堅持在第一線，董事長葉新平（第二排左
五），黨委書記方聯民（第二排右六）

創造了神奇價值的、由湖南路
橋承建的湘西矮寨大橋氣貫長虹

全國政協主席賈
慶林在湖南考察工作
時，專程前往湖南路
橋視察。圖為董事長
葉新平（右）向賈慶
林（中）彙報工作

葉新平向前往矮寨大橋視察領導介紹工作的
建設質量和領先技術

所有建設工地，葉新平（中）均會率領相關領
導班子前往工地考察

承擔社會慈善事業責任始終是湖南路橋的發展使命

A1湖南專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