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玉祥是个做事认真! 处事沉稳但

又十分低调的人"

此前#很少见到有关他个人的报道#

不过近日$百度%了$宇通汤玉祥%之后#

竟然发现有
!"#$$

个相关网页# 其中不

乏极富灼见的博客文章"

细想一番后答案也随之而出&宇通#

已是中国客车工业的骄傲# 已是世界客

车行业的知名企业# 它的掌门人自然是

公众关注的人物# 更何况汤玉祥又是一

位把宇通由小变大! 由大变强的传奇人

物呢'

可以这么说# 宇通是中国客车工业

的领跑者# 汤玉祥是中国客车工业的领

军人物"

他带领宇通!演绎出一个
个财富传奇

与他的朴素相一致# 汤玉祥宽大的

办公室陈设很简单&一无名著装点门面#

二无珍宝显示身份"

但他目光犀利深邃#话语简短深刻&

对于企业连年攀升的业绩# 身为老

总的他却毫无骄矜之意#而是归为$赶上

了好时机%"

对于由普通技术员成长为企业家的

传奇经历# 他也只是笑笑说#$赶上了好

时候%"

难以想象#在他朴素的外表!简短的

话语后面#会有一个亚洲最大!最成功的

客车龙头企业"

宇通的前身是郑州客车厂"

!%%&

年

秋# 这个年产值只有
!#$$

万元的企业#

正在盈亏边缘上挣扎"

这个时候# 被提拔为郑州客车厂副

厂长# 同时兼任新成立的股份公司副总

经理的汤玉祥# 开始负责整个企业的生

产经营工作" 此时的郑州客车厂#产品滞

销!资金紧张#员工思想混乱"

汤玉祥没有被困难所束缚# 而是迅

速从产品开发入手# 把企业从产品结构

老化!市场竞争力差的泥沼中带出"

$那时候火车卧铺票非常难买#我们

就尝试着做卧铺客车" %汤玉祥回忆说"

卧铺客车一经推出# 便受到市场青

睐"

!%%'

年和
!%%(

年#在整个行业增长

率普遍下降的情况下# 汤玉祥麾下的宇

通客车销量反而增长了
%#!

# 一时被业

界叹为奇迹"

宇通的成功大门由此打开"

!%%)

年
"

月宇通发行
&($$

万股
#

股股票#一次性融资
&*&

亿元" 随后宇通

客车$开进%郑州郊区的十八里河#并逐

步把这个新厂区打造成宇通工业园区"

!%%#

年
!$

月底# 占地
)$$

余亩!年

产能力达
#$$$

台客车和年产
'$$$

台客

车底盘的技改工程完工投产# 宇通成为

亚洲最大的客车生产企业"

之后的市场巨变! 国外客车巨头冲

击等等# 都没能挡住宇通高速发展的战

车滚滚向前(相反#宇通主要业务指标平

均以每年
($+

以上的速度猛增# 宇通以

及$宇通现象%#成为许多人关注的对象"

汤玉祥也逐渐驾轻就熟地操作着宇

通这艘行业巨轮稳稳前行# 并使它连创

多个行业第一&

业内唯一的一家国家级技术中心和

行业首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业内唯一

进入科技部等三部委联合命名的首批

$创新型企业试点%企业"

,$$)

年$中国

($$

最具价值品牌 %评估中 #以
)'*#)

亿

元的品牌价值第四次蝉联中国客车第一

品牌))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是汤

玉祥的一句经典语录" 而宇通的成功#又

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诠释" 如今的郑州

宇通集团#已是一家以客车为核心!以工

程机械!房地产为战略业务!兼顾其他投

资业务的跨区域!多元化!高科技!国际

化大型企业集团"

他带领宇通!从中国走向
世界

坐落于郑州十八里河的郑州宇通集

团# 近年来一直是中国客车制造商们的

出口标杆"

,$$)

年
"

月
#

日下午两点# 宇通工

业园# 新闻界的聚光灯不约而同地打在

汤玉祥身上***在他签完这笔横跨
&

年!总采购量
(&'#

辆!总价值高达
&*)

亿

美元的古巴出口大单后# 这条新闻便成

为各大网站的头条要闻 # 并被迅速转

载"

据称&$这是近十年来中国汽车工业

出口金额最大的一宗订单合同" %

这一订单的签订# 标志着宇通公司

的国际化战略全面启动" 而国际化战略

的提出者# 自然是宇通企业集团总裁汤

玉祥"

他说&$海外市场作为战略市场的意

义# 在于让公司看到新的增长点和新的

企业战略方向" %

尽管海外市场的诱惑极大# 但汤玉

祥却十分冷静# 选择了一些重点市场来

启动国际化战略"

$我们的原则是集中精力把重点市

场做深做透" %汤玉祥说"

按照这一指导思想# 宇通客车的海

外市场主要集中于欧洲和俄罗斯!美洲!

中东!非洲和东南亚等
(

大战略区域"

在他看来#宇通还处于起跑阶段#在

海外的战线不宜分得过散" 分得过散#售

后服务就难以跟上(售后服务跟不上#最

终会痛失市场" 按照$服务先行%的原则#

进入一个市场之前先把服务网络建起

来#追求品牌形象和经营的持久效率"

为此# 宇通先后斥巨资在全球近
,$

个国家和地区初步建立起外销网络#并

在这
(

大战略区域设立了
'

个办事处!

(

大备件库和多个维修中心" 据悉#每个备

件库的投资为
'$$$

万元#维修中心投资

为
!$$$

万元" 宇通客车的售后服务网点

已覆盖到全球一半以上的地区# 海外专

职服务人员远远超过销售人员# 这在国

内同行业中是没有的"

汤玉祥为宇通出口设定的目标是 #

$经过
,

至
&

年的努力#年出口销量力争

突破
!$$$$

辆# 出口额占总销售额的比

例上升到
&$+

" %

在把宇通带向世界的征程中# 汤玉

祥没有忘记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技术

水平#$要让它们也居于世界顶级水平" %

对于管理的滞后# 汤玉祥着手进行

全面的革新和改进# 首先是借助普华永

道的帮助提升信息化能力"

#

个月后#宇通所有的业务单元都统

一在了
-./

系统里# 决策层可以在最短

时间里看到公司业务的运营状况和财务

数据" 现在#宇通
#$+

的关键配件和所有

的消耗配件基本是零库存"

对于技术的提升# 宇通建起国内客

车行业首家国家级技术中心和首家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每年把销售额的
'+

投入

技术研发#新产品贡献率高达
"$+

#最近

(

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

多项#从而支

撑了企业连续十几年的快速增长"

他带领宇通!锻造出一支
一流的队伍

汤玉祥最引以为自豪的# 是他的员

工队伍"

他坚信 $卓越的企业源于卓越的管

理#卓越的管理源于卓越的员工%"

他倡导$造福社会!兴旺企业 !富裕

员工%的价值观#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企业

文化"

有同行如此评价宇通员工队伍&$宇

通的成长速度非常快# 而且是通过自己

的努力得来的" 宇通员工很团结#很有创

造性#这是一个令人钦佩的集体" %

为锻造 $一个令人钦佩的集体%#汤

玉祥可谓是呕心沥血&

他认为# 一个私心太重的人永远做

不出高质量的产品" 为此明确提出$老老

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其目的就是

倡导一种用劳动创造价值的良好风气#

为企业打造高效敬业的团队精神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在
,$$&

年
!$

月份召开的第十八届

客属恳亲大会上# 宇通出资
($$

万元赞

助" 汤玉祥说#宇通公司具有这个实力和

能力#就应该承担起一些社会责任" 承担

责任能够让宇通人更懂得如何去做好一

名社会人" 这样#每一个员工才会把社会

责任和宇通荣誉看得高于一切# 他们才

会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 完成高质

量!高要求的工作任务"

据说在宇通# 产品质量的控制不仅

仅是靠最终产品的检测手段# 而是靠生

产流程中每一个员工的责任心和使命

感" 因为每个宇通人都深知肩上的责任&

宇通要为社会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

此外#他以学习力!创造力和竞争力

作为培训考核的三大指标# 来全力锻造

宇通团队"

从
!%%&

年起#汤玉祥就在宇通推行

$

'$0'

%制度#即每位员工每周工作
'$

小

时#学习培训
'

小时"

!%%)

年宇通成功上

市后#这种制度不但没有放松#反而得到

了加强#人均学习培训的时间每周超过
"

小时#变成了$

'$1"

%"

他推行半军事化管理# 并有意识地

把这种军事化管理引进到企业管理当

中" 他向手下强调纪律性和执行力#开会

迟到要罚款#连手机铃响也要罚款" 他还

要求新员工接受一个月的封闭式 $军

训%#承受日晒雨淋蚊虫叮咬的痛苦"

$让宇通成为国际客车主流供应商#

,$!,

年争取进入世界客车行业前
(

强" %

这是汤玉祥孜孜追求的一个目标"

如今这个目标#离他和宇通公司#正

越来越近***因为宇通是 $一个令人钦

佩的集体%"

他#屡挽狂澜于既倒#接连出手成功

拯救濒临破产的老国企# 让它们重新焕

发生命的青春(他#率领的职工队伍从几

十人到上千人#一直到今天的
!)

万人#个

个勇争第一#不甘落于人后(面对全球金

融危机#他响亮承诺$发展不减速!项目不

放缓!企业不裁员!员工不减薪!安全不放

松%#并率领中原第一国企逆势而上#在中

原大地资产首破千亿大关#领跑全省"

他就是河南煤业化工集团董事长 !

党委书记陈雪枫"

成长于义煤#经历过鹤煤#盛名于永

煤# 直至目前担负起河南国企最大最重

的一副担子# 陈雪枫的工作似乎始终是

在与煤打交道"

!%#,

年#他毕业于中国矿

业大学#

!%#(

年开始在百年老矿河南义

马观音堂煤矿工作#凭着出众的能力#很

快当选为矿长!副局长#后来#调至鹤煤

集团任总经理"

,$$$

年
)

月#陈雪枫调永

煤集团工作" 也就是在这里#他书写了一

部令世人惊叹的煤界传奇"

缔造"永煤现象#

陈雪枫盛名于永煤" 一定程度上#陈

雪枫成就了永煤# 而永煤也成就了陈雪

枫"

初到永煤时#陈雪枫是个$外人%#他

的一些颇为实际的提议和做法# 曾遭到

过很多人的取笑和阻力" 如看到当时摆

上井下却使不上劲儿的$洋设备%#陈雪

枫提出的 $综采不行上炮采% 就被斥为

$退步%" 他埋头做事不争论#率领一支采

煤队# 当年就创造了全国中厚煤层炮采

工作面最高产量" 同时#他用国内先进设

备对原有综采设备支架顶梁进行改造#

使之适应永煤的地层特点#综采!炮采相

结合#使生产效率成倍增长"

一圈儿人开始对陈雪枫刮目相看"

块煤贵#末煤贱" 陈雪枫曾当着全体

工人面#将整块煤摔碎在地上#随即#集

团开始了块煤!末煤工资含量的改革" 现

在回头再看#所有这些#似乎都已成了很

浅显的道理#但在当时#却只有陈雪枫捅

破了这层窗户纸" 就这样#他一点点儿地

改变了永煤人"

陈雪枫说&$管理绝不仅是定制度 !

立规矩#更重要的是要调整人的思维#解

放人的思想#转变人的理念#从而达到解

放生产力的目的" %

永煤人信服了这位企业的领导人 "

陈雪枫顺势而为#将整套科学!先进的管

理理念和方法# 迅速渗透到了企业的方

方面面#永煤整体脱胎换骨"

他在集团内部全面推行以 $制度

化!规范化!市场化%为核心的$三化%管

理体制 #一下子激发了广大干部 !职工

的自我管理 !提高效益的积极性 (他创

造性地推行了$时间买卖%概念#还为中

国煤炭行业贡献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标

煤 # 彻底摒弃了过去以吨计数的老套

路#将煤炭的$质%与$量%有机地统一在

了一起"

先人一步#遍地黄金" 这是陈雪枫常

说的话#也正是他的独到与战略所在"

在他的带领下#

,$$$

年时还濒临破

产的永煤#到
,$$#

年河南煤业化工集团

重组前#已是一个崛起多年的工业巨人"

它 联 手 宝 钢 # 结 伴 巴 西 淡 水 河 谷

+

23.4

,#形成了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

制的大型企业集团" 其中#最能说明企业

发展水平的利润一项# 已连续几年排名

全省第一# 多项指标在全国行业中也是

非一即二#不出前三"

不仅如此# 在领导永煤走向辉煌的

同时#他还承担国企应尽的社会责任#先

后重组洛轴!开空!铁塔橡胶等濒临破产

的企业# 让老国企重新注入了旺盛的生

命力"

陈雪枫在永煤的一系列成功# 被业

界誉为$永煤现象%#由河南而至全国#影

响甚广"

书写煤化新篇

能力有多大#责任有多大"

,$$#

年
!,

月
(

日# 由永煤集团!焦

煤集团!鹤煤集团!中原大化!省煤气化

集团五家大型国企重组而成的河南煤业

化工集团正式揭牌# 陈雪枫被任命为大

集团的董事长!党委书记"

很多人都替他捏把汗# 也有个别人

说些冷言冷语" 陈雪枫依然低头做事不

争论"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说的!做的同样

令人敬服"

重组最为困难的是如何尽快理顺各

大企业的关系' 如何把原来各自为战的

!)

万职工#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企业

越做越大#出现问题的几率也越来越多#

如何妥善解决'

新组建的集团#光
$%

万职工每个月

的工资支出就要
(

亿元" 而且#这个$河

南老大%也生不逢时&全球性经济寒流日

甚#煤炭产品价格跳水#化工产品价格腰

斩#东南沿海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停工停

产放长假随处可见"

虽然重组有利于资源整合! 产业集

中!统一管理!优势互补及增强煤化产业

的市场定价主导权# 但另外一个事实还

不得不面对&

(

家企业目前除永煤外#都

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 这次重组是以强

辅弱#如何确保成功也是一个大挑战"

这些# 陈雪枫都清楚# 但他更认识

到&惟其如此#企业才更需要通过重组同

舟共济"

接下来就是无数个不眠之夜# 无数

个挑灯夜战" 一次次的调研!一次次的恳

谈!一次次的决策#会议开到凌晨
!

点都

是常事" 有新员工感慨地说&$在国有企

业干了
&$

多年#从没见过这么拼命敬业

的董事长" %

重组能否成功#进而取得实效#最关

键的是管理#而在这方面永煤有优势"

$竞争力是多方面的#有的企业是品

牌#有的是先进的技术#而永煤的核心竞

争力就是管理" %拥有$管理与工程专业

硕士%与$管理学博士%学位的陈雪枫说"

严管理#整个集团一视同仁#令行禁

止#让制度真正发挥威力#集团面貌为之

一变"

领导人身正#以身作则#必然带出集

团的一派正气" 没有了乱七八糟的事缠

手#很多事一下子就顺了"

煤业化工集团一组建# 陈雪枫就宣

布一条$铁律%&今后各单位领导位置如

有空缺#全部在集团内部进行公开竞聘#

让有能力!有水平者上#托人情拉关系者

全部免去资格"

陈雪枫说到做到# 整个集团正气主

导"

陈雪枫的$工作狂%在全行业是有名

的" 在永煤#无论在外地#还是在永煤本

部#工作到夜里一二点是家常便饭" 重组

之后#陈雪枫更是时常都在东奔西走#但

只要在郑州# 他办公室的灯光都是到深

夜才熄灭"

组建河南煤业化工集团后# 他继续

在新集团强力推行 $从零开始! 向零奋

斗%安全理念" 重组前的其他集团#出一

个死亡事故# 矿长可能只做个检讨就过

关了#而现在就要撤职(原来一年到头算

计着出了多少煤# 责任书上可以有死几

个人的$指标%#而现在必须始终锁定零

目标"

对工作近乎苛求#对干部严格要求#

对普通职工他却份外$偏心%"

他有空就往井下跑# 到基层去与工

人谈心!交朋友" 逢年过节#不是干部职

工往他家里跑# 而是他忙着往困难职工

家里送钱!送粮" 职工生病!孩子上学!职

工业余文化生活都上他的心# 每年助病

助学!文化活动资金都是大笔投入"

在重组上#在深度融合中#陈雪枫不

仅将在永煤时已经成熟和见到实效的方

法!措施推广到全集团#而且结合新的实

际又大胆创新" 方法一推广# 措施一实

行#几家企业面貌大变"

尽管处于金融危机之年# 河南煤业

化工集团却逆势增长# 成为经济寒冬里

我省难得的一抹春色" 今年
'

月#集团一

次集中启动了
!(

个重大项目建设#总投

资
,,&*")

亿元#成为河南危机之年$保增

长!保稳定!保民生!保态势%里的坚实力

量" 按照计划#集团今年新上建设项目将

有
)$

多个#总投资可达
(&$

亿元"

年初#陈雪枫给集团确定了$

(!!&$

%

的目标#那就是
,$$%

年#河南煤业化工

集团营业收入将达到
!$$$

亿元#实现利

税
!$$

亿元# 煤炭产量将突破
($$$

万

吨 # 成为河南省第一个煤炭产量突破

($$$

万吨的煤炭基地"而到
#

月底#集团

已实现营业收入
"#$*&&

亿元# 同比增长

&"*!(+

(实现利税
)&*(,

亿元#其中利润

&)*)&

亿(实现煤炭产量
&(,$

万吨#同比

增长
&"*!(+

"

后来陈雪枫说# 当时少算上了一个

$

!

%#那就是集团资产要在全省首先突破

!$$$

亿" 不久之后# 也就是重组半年之

时#省政府新闻办!省国资委在郑州召开

新闻发布会宣布& 截至
,$$%

年
"

月
&$

日#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资产总额已达到

!$!,

亿元# 名副其实地成为目前我省最

大的国企"

这就是陈雪枫# 被省委书记徐光春

所赞誉的$河南真正的企业家%" 一个勇

担责任! 成全大局# 持之以恒地解放思

想!更新理念的领跑人-

汤玉祥!

带领宇通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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