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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好的种子撒在沙漠里也不会生根发芽。”
采访中，西排董事长程武超深有感触地说，“政商
关系也是生产力。县委、县政府领导过几天就来
企业看看，问问有没有困难。他们常说企业就是
他们的掌上明珠，企业无小事。平时有什么难处，
只要一个电话，要么领导来企业，要么让我们到政
府当面解决，绝不过夜。这让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我就想着作为企业，我们多生产，让职工有活干，
有钱花，这就是我们对县里的支持，也是我们的社
会责任。”

程武超的话无比朴实，却道出了西峡企业发
展的根源。

“创业环境好，高端人才留得住，这是西峡企
业家共同感受。”孙锋、朱书成、田中青、程武超等
新老企业家表示，在西峡创业经营，企业家的获得
感、归属感、荣誉感显著提升。

“在全县工业大会上，孙耀志、朱书成、程武超
等白金五星级企业家和五星级企业家在主席台就
座，享受礼遇。”采访中，西峡县县长马俊动情地
说，“像尊重老师一样尊重企业家，像尊重科学家
一样尊重企业家。”尊重企业家，已成为全县广大
干群的共识。

“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得实惠，生活上受关
怀，社会上受尊重，法律上受保护。”这是该县对企
业家的庄重承诺。20多年来，西峡领导班子换了

一届又一届，但友商重商的理念始终不变，该县聚
力工业经济发展，聚焦企业家人才队伍建设，倾
全县之力支持企业家干事创业。他们出台了“一
篮子”政策支持企业家做大做强。西峡县委、县
政府自 2005年起连续 16年开展星级企业家、星
级企业评选活动，白金五星级和五星级、四星级、
三星级企业家在县内分别享受正处、副处、正科、
副科政治待遇。县城黄金位置规划建设了占地
30亩的创业家园，为星级企业家发放创业家园
金钥匙。自 2010 年以来县委、县政府每年拿出
3400多万元按照纳税多少对企业家进行表彰奖
励，累计奖励 3亿多元。

西峡县以“请进来、走出去、坐下来、转起来”
的模式精准培育企业家人才，十余年来先后20余
次邀请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行业国家
高层次专家到该县开展讲座、论坛、交流，鼓励引
导企业家学习行业新知识，研究行业新技术。
2016年起每年投入 60余万元，先后组织 158名
企业家和企业高管，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
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学习，提高企业家经营管理
能力，拓宽企业家视野眼界。

西峡县在帮扶企业中，坚持硬件与软件并重，
营造支持企业家发展的“暖环境”。他们以最大效
能提供土地保障，西峡 85%为山地，人均耕地仅
0.65亩，土地成为稀缺资源，为了解决企业发展用

地困境，西峡县实施大企业“上山”，小企业“下
乡”，利用“四荒”土地建设西峡县产业集聚区，利
用荒坡地、河滩地建设了丹水、西坪、阳城、双龙、
田关五个乡镇工业园区，被誉为“荒山上的奇迹”。

县政府还以最惠政策提供资金保障。为了解
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西峡县委、县政府敢于
担责、敢于突破，尽最大能力为企业排忧解难。西
峡县自 2005年起就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
支持企业发展，自2005年起县财政每年拿出600
万元，为 10余家企业发放担保贷款 3000 万元；
2008年县财政投资增加至2400万元，为企业发放
担保贷款1.2亿元，扶持企业发展壮大。2021年设
立企业应急转贷资金池5030万元，帮助企业争取
先进制造业和科技创新贴息资金2378万元。

2021年西峡县成为南阳唯一的河南省新时
代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实践创新示范县，也是全
省10个示范县之一，这是对他们长久以来工作的
最好褒奖。

“过去，有了企业家的艰苦创业才使西峡县域
经济发展壮大；未来，也必将因为企业家群体的传
承创新使西峡县域经济‘成高原’。我们将一如既
往地支持企业、支持企业家，帮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让优秀的人才留在西峡，使更优质的资金技术
投在西峡，以创新赋能发展，以创新制胜未来！”西
峡县委书记周华锋激情满怀地说。9

“西峡能孕育出一批优秀的企业家绝
非偶然。”采访中，西峡人不约而同地给出
答案。

西峡独特的区位、悠久的历史，造就了
西峡人特有的市场意识和经商意识。从地
理位置看，西峡在古代是南来北往的交通
要塞、水运码头，古称“通陕甘之孔道，扼
秦楚之咽喉”，“陆通秦晋，水达吴楚”，

“山产百货风行，千里万商云集”。由此
可见，西峡不但是战略要地，也是商业中
心，商驿、官驿云集，为后人经商积累了
一定的物质基础，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西峡人便兴修
水利，从美国、英国买来发电设备，从长
江运到汉口，然后溯汉江、丹江而上，又
用牛车拉到山上，建造了发电厂、枪炮厂
等，大力发展工业。南阳的第一座水电
站、第一盏电灯、第一部电话、第一辆汽
车都出自西峡。那个时期的枪炮厂等厂
子虽没有保留下来，但留下了一批拥有
制造手艺的产业工人，为西峡发展工业
留下了人才、技术，为企业家群体的形成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可能。

从文化底蕴来看，战国时代西峡一半
属于秦国，一半属于楚国。西峡人的骨子
里既有秦人豪爽执着的一面，泰山压顶不
弯腰，逼到墙角不低头；又有楚人委婉的一
面，和风细雨看曲折，平心静气对得失。正
是基于这样特定的历史地域特点，赋予了
西峡人忍辱负重、开拓进取的性格特征。
先辈们拥有开放的意识和开放的心态，影
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西峡人，使那种吸纳而
不排外、开放创新而不张扬的人文精神，深
深烙印在西峡人骨髓里。

正是有了这片温润的土地，一大批敢
想敢干的行业“开拓者”在这里孕育成长。
他们抢抓国企改制、民营企业异军突起的
机遇，走出了西峡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
从上世纪 90年代末开始，西峡县紧紧抓住
国企改制的机遇，积极改，主动改，大胆改，
是国企改制最成功的典型县之一。进入新
世纪，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西峡工业
开始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工业总量扩大，企
业群体扩张，骨干企业壮大，民营企业家群
体规模初具。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在此成
长，一大批优秀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

根深叶茂源于底蕴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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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作善成始于善抓机遇
22

但西峡毕竟地处八百里伏牛山腹地，尽
管底蕴深厚，但还是缺乏资源优势、区位优
势、交通优势。能够在短短 20多年时间里
建成全国最大的冶金保护材料生产基地、全
国汽车零部件铸造生产基地、全国特厚钢生
产基地，根本原因是西峡县拥有一个庞大的
企业家人才群体，在他们身上最突出的就是

“善抓机遇、善做善成、克难攻坚、抱团发展”
的企业家精神。

人生的道路虽然很漫长，但重要的机
遇可能就那么一两次。做企业也和人生一
样，重要的机遇一去不复返。机遇不会从
天而降，需要一双慧眼去发现。

优秀的企业家都是把握机遇的高手。
上世纪 80年代，程武超临危受命，到玛钢
厂担任厂长。正当企业山穷水尽之时，一
个偶然的机会，程武超得知：山东潍柴和浙
江杭发进口自奥地利的斯太尔排气管急需
国产化，正在国内寻找配套厂家。经过充
分论证，大家一致认为：汽车排气管国产化
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他们立即
找到潍柴厂，几经周折，在得到产品图纸
后，迅速进入研制阶段，经过几个月的艰苦
摸索和几十次的反复试验，终于如愿以偿，

送往潍柴的样件检验合格，并实现批量供
货。经此一役，企业扭转局面，开始在行业
崭露头角。

2008年，已在汽车配件行业打拼二三
十年的田中青关注到：汽车市场开始逐渐
流行带涡轮增压器的车型，这项技术可以
增加动力、降低油耗，有效提高燃油经济性
和降低尾气排放，完全符合汽车节能减排
要求。但是，这项在国外已发展数十年的
技术，在国内却是“一片空白”。

“别人做的我们也可以做。”满怀自信，
加上对市场的前瞻判断，田中青只有一个
想法，创办一家新的企业，专攻涡轮增压器
技术，把“卡脖子”的难题解决了。

正是抢抓了这一机遇，10年间，西峡县
众德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已经实现了从营收
千万元到 13亿元的飞跃，其中涡轮增压器
分总成占全部产品的三分之二以上，销量
河南第一、全国第二。

《孙子兵法》有言：“善战者，求之于
势。”西峡的企业家们凭借对机会的敏感度
和清晰的方向感，能够在关键的时候做出
决断。他们善于思考与观察，谋定而后动，
抓住了一次次机遇，实现了弯道超车。

抱团发展方能克难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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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国第二大水电站金沙江白鹤滩水
电站主体工程开工。电站枢纽由拦河坝、泄洪消
能设施、引水发电系统等主要建筑物组成。其左
右岸地下厂房内各布置 7台 1000MW 立式水轮
发电机，对包括西峡汉冶特钢在内的国内特钢行
业又提出了新的挑战。

“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生产出来的钢
板，厚度为 355mm，压强为 355 兆帕，这种厚度
对于机组的后期安装，难度太大。所以怎么样才
能把厚度降下来，抗压能力提上去？”汉冶特钢总
经理许少普回想起当时的情况，至今还感慨不
已。“我们经过反复实验，利用自主研发、具有独
家 知 识 产 权 的 水 冷 模 铸 生 产 线 ，生 产 出 了
265mm厚，压强 555兆帕的特种钢板。”

汉冶特钢凭借着自主创新，成为水电用钢的
主要供应商。水冷模铸生产线已获得和受理申请
48项国家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经中钢协评定为
国际领先技术，生产的100—350mm特厚板可以
替代进口产品。

几十年来，孙耀志、朱书成、程武超等企业家
不断钻研行业技术，成为本行业的技术专家和管
理行家，成为各自领域的引领者和推动者。

宛西制药创始人孙耀志被评为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西排集团董事长程武超被中国铸造协会
评为“中国铸造行业终身成就奖”专家，南阳汉冶
特钢公司总经理许少普被评为中原产业创新领军
人才。

面对煤清洁高效利用这一国际技术难题，龙
成集团董事长朱书成带领科研团队，吃住在研发

车间一线100多天，一举突破了相关技术瓶颈，震
惊全国同行。西排集团董事长程武超带领技术团
队制定了《排气歧管铸铁件》和《奥氏体铸铁件》两
项“国家标准”。宛西制药董事长孙锋率先建成了
河南首家中药配方颗粒自动化生产线，公司研发
的仲景天智颗粒成为国内首个获批治疗轻中度血
管性痴呆的中成药，受到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的高度评价。众德公司总经理田龙积极推行TPS
精益生产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利用“互联网+”
实现了质量管理数字化，带领企业成功入选“国家
专精特新”企业。

同行不是冤家，对手也是朋友。
在西峡企业界，还有个更突出的特点，那就是

抱团发展的意识更浓，谁有困难，一呼百应，纷纷
帮忙。

创业初期，他们互相扶持、不离不弃。程武超
讲了一个感人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初，企业的
排气管产品刚刚起步，为找客户他跑遍了全国各
地，终于有一家南京的企业答应到厂里考察。程
武超从五里桥乡政府借了一辆二手车，在火车站
接到客户开出没多远，汽车就在路边“趴窝”了。
维修多时，汽车还是不能发动。客户一气之下，乘
坐火车直接返回。

找到一个客户不容易，此后程武超求爷爷告
奶奶，再次请回了这家客户，可交通问题仍无法解
决。此时，他得知宛西制药刚购买了两辆进口面
包车，那时他和孙耀志关系并不熟，抱着试试看的
想法，他给孙耀志打了电话。没想到孙耀志爽快
答应了：“车提回来还不到一周，你开去吧。咱干

企业不容易，得互相帮衬。”结果一用就是一周。
事情已经过去 30年了，如今提起，程武超依然感
动不已。

近年来，不断成长的西峡民营企业家自发形
成了一个以孙耀志、朱书成、程武超等为代表的松
散型企业家联盟，大家互相帮助，以大带小，以强
带弱，抱团发展，形成了互帮互助、团结协作、肝胆
相照的企业家群体。

孙耀志十余年来定期在家里设立企业家餐叙
交流宴，用自己的成功经验手把手教青年企业家
如何发展，成为企业家人才的培育者。通宇集团
原董事长王庆来突发心脏病去世，正在上大学的
儿子王勇源临危回家接班，两眼一抹黑，在不懂管
理、不懂技术的情况下，孙耀志、朱书成、程武超等
企业家主动承担起培养责任，手把手教管理、教运
营，目前王勇源已顺利接班，并开启了新能源汽车
产业的新征程。

做企业谁也难免有手头紧的时候，所以西峡
各企业之间资金相互担保已成为常态，龙成集团
和西保集团目前仍有互保贷款。宛西制药曾经给
原西峡县汽车水泵厂担保贷款3000万元，使这个
步履维艰的企业走向新生，成为年产值10亿元的
上市公司。宛西制药还带出了西铸公司、张仲景
山茱萸公司等企业群。同时，龙成集团带出了西
峡石灰厂、特种材料公司等企业群。在宛药、龙
成、西保、西排等龙头企业带动下，一些大个头企
业也纷纷为中小企业担保贷款，帮他们渡过难
关。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让西峡企业家们快速
成长。

尊商重企早已蔚成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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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栖伏牛 展翅山巅
——解码西峡“企业家现象”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娟 李栀子

全国最大的冶辅材料生产基地、汽车
水泵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发动机排气管
销售额全国第一、全国最大的浓缩丸生产
企业、多项国家行业标准的缔造者……

地处伏牛深山的山城西峡，既无交通
优势，又无资源禀赋，乍一看不像是发展工
业的上乘之选。然而在这里，却涌现出多
个国家级单品冠军，一批“专精特新”企业
纷纷在这里扎堆，这在南阳乃至全省也极
少见。

目前，西峡县工业企业总数达 1024
家，税收超亿元企业3家、超千万元企业20
家，工业经济总产值连续 16年位居南阳市
首位，其中 8家重点企业完成工业税收超
13亿元，占2021年该县财政收入的68%。

企业要成长壮大，离不开企业家的艰
辛付出。西峡企业扎堆成长的背后是一大
批企业家打拼奋斗、由弱到强的感人故

事。以孙耀志、朱书成、程武超等为代表的
一代领军企业家老骥伏枥，以孙锋、李伟
锋、程景胜、王勇源等为代表的青年一代已
经崭露头角。在他们中间，1名企业家被评
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名企业家被评为
河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名企业家被评
为省领军人才。在 2021年度南阳市功勋
企业家和星级企业评选中，朱书成、孙耀志
等被评为南阳市功勋企业家，龙成集团成
为全市唯一一家五星级企业。

为什么这些优秀企业能够在西峡这片
看似普通的土地上长成参天大树？为什么
这些普通人能成长为具有战略眼光的新型
企业家？当地党委、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到
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冒着酷暑走
进西峡，一家家看，一个个问，一次次听，希
望从中解开西峡企业家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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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西峡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9 ▶西峡特钢产业产销两旺。9 均为刘禾摄

中药制药产业是西峡县主导产业之一。9 陈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