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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转型———
做可以卖到全世界的

产品

曾维柏，雪峰山下走出来的优秀
邵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离开老
家洞口县高沙镇，和家人一起远赴广
西、贵州做服装和大米生意，掘得了
人生的第一桶金，获得了打拼商场的
宝贵历练。 也是在这个时段，曾维柏
的经营天赋被激发出来。

2001 年，曾维柏的人生之路迎来
一次重大机遇。 原洞口县第三水泥厂
面向社会寻求租赁承包。 该厂是一个
面临倒闭、年产量不足 3 万吨的乡镇
小水泥厂。 曾维柏了解到国家正处于
高速发展时期，随着城市建设的急遽
扩张、高速公路和城乡路网建设的大
规模铺开， 水泥产品需求量十分巨
大，而且会维持较长一段时期。 他当
机立断， 大胆地承包了该水泥厂，从
此走上了投资实业之路。

2003 年 9 月，曾维柏将稍显生机
的洞口县第三水泥厂的经营所有权
买断，更名为“洞口县为百水泥厂 ”。
取名“为百”，既与“维柏”谐音，又表
明了“为百姓服务”的发展理念。

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企业，曾维
柏大干工业的雄心被激发起来。 他不
甘心做一个年产 3 万吨的小小水泥
厂的老板，决心把企业做大做强。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但曾维柏喜
欢跳跃着前行。 曾维柏牢牢抓住水泥
行业朝大规模、新技术方向迈进的机
遇，不惜东贷西借，投入巨资，以超常
规手段加大技改步伐。 从 2003 年开
始，他总共投入 1.5 亿元，对原生产线
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采用国内最先
进 、环保 、节能的 DCS 控制的 JT 窑
水泥生产技术和设备工艺，全程实现
了电脑化、自动化和信息化。 公司产
能每年以 50%左右的速度大幅递增，
产品质量也跃上新台阶。 到 2010 年，
公司生产规模达到年产 150 万吨以
上，相当于接手之初的 50 个水泥厂！
“为百” 一跃成为邵阳市 3 个大型水
泥制造企业之一，是洞口县民营经济
当之无愧的领头雁和首屈一指的纳
税大户。

曾维柏并未就此停步。 不断开拓
创新被他视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永
葆青春活力的不竭动力。 2009 年和
2011 年，“为百” 以水泥厂为中心，抓
住商机相继成立了为百化工建材有
限公司和为百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市场紧缺的研制水泥助磨剂、商
砼添加剂和国家全面推广的商品混
凝土，形成了上有矿山、化工建材，下
有混凝土搅拌站的立体式产业，进一
步增强了企业抗风险性能力和综合
竞争力。

短短 9 年 ， 曾维柏像魔术师一
般，把一个乡下不起眼的小厂，神话
般地变成年产值过 4 亿元、年创税费
近 3000 万元的多元化集团公司，“湖
南为百集团”应运而生。 多年来，企业

荣誉加身，先后获得省“质量兴湘百
佳单位”、“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湖
南省质量信用等级评定 A 级单位”、
“湖南省水泥质量 50 强企业 ”和 “湖
南省名牌产品”等称号，连续五年被
县政府评定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红旗
企业。

到 2011 年， 正是曾维柏从事水
泥建材行业的第十个年头，此时企业
蒸蒸日上，事业红红火火。 可是，他一
方面完善、 延伸着上下游产业链，一
方面又萌生了转型发展的念头。

曾维柏深知，水泥是一个区域性
很强的普通商品，它的运输成本要占
价格组成的相当一部分，运输辐射半
径基本在 150 公里以内 。 再好的产
品，也难以走出这个圈子。 同时，传统
产业的发展空间最终会受限制，企业
要可持续发展，必须实行产业升级或
转型。 曾维柏暗下决心：“我一定做一
样可以卖到全世界的产品！ ”

捕捉商机———
向高科技产业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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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做企业多年，曾维柏养成了时刻
关注国家政策和时代变迁的良好习
惯。 他意识到，当前全球进入一个创
新密集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
国家也在大力扶持新型工业特别是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曾维柏审时度
势，在心中做出一个睿智而富有远见
的决策：突破行业局限，进军高新技
术产业！

惊喜总是青睐有心人。 2011 年 4
月份，曾维柏在深圳出差，顺便做市
场调查，无意中了解到“显示屏功能
玻璃面板（俗称“玻璃视窗”）”广泛使
用于手机、MP3/MP4、电脑、电视、导
航仪等电子产品身上， 供不应求，利
润空间大。 由于上述电子产品方兴未
艾，成为未来人们工作、生活中必备
的主流消费品，与之配套的玻璃视窗
作为极具成长性的朝阳产业，前景非
常广阔。

调查中还得知，目前手机市场只
有不到 50%的手机使用超薄超强钢
化玻璃做成的视窗屏，很大一部分被
树脂镜片代替。 但树脂镜片易划花，
透光率不高，且画面不够细腻。 而玻
璃视窗的主要原料是光学玻璃，性质
优越，折射率高，不容易划花。 所以在
未来， 玻璃视窗将取代树脂视窗，这
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目前全球手
机玻璃视窗市场需求异常火爆 ，且
80%由中国生产， 但目前上规模的企
业不多，产能也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
求，特别是曲面玻璃视窗。

曾维柏心中一动，“为百”的希望
之路就在眼前！ 经过深入的调查和缜
密的分析，他决定立即上马玻璃视窗
项目。

想好了就动手干。 曾维柏深知，
办高科技企业，最需要掌握技术的高
科技人才。 借得天梯，可摘仙桃。

2011 年 6 月份，曾维柏开始马不

停蹄地到深圳、 东莞等地广揽贤才。
经人介绍，他在深圳认识了某大公司
从事玻璃视窗屏生产、研发的技术骨
干杨首成。 几经了解，他认定这个不
到 40 岁的青年才俊就是自己未来科
技型企业的技术带头人。 为此，曾维
柏以“三顾茅庐”的精神多次南下深
圳，登门拜访杨首成，和他推心置腹
地交心谈心， 希望杨首成到湖南、到
洞口和他一起开创一番事业新天地。
杨首成感动于他的真诚、赞赏他眼光
的超前、更敬佩他决心大手笔投资玻
璃视窗的胆识和雄心，毅然从南国大
都市来到了内陆小县洞口。 来时，还
带来一批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 一下
子， 曾维柏拥有一支 40 多人的以来
自深圳的技术人员为主的科技团队。

曾维柏常说：“办企业，不一定自
己懂技术， 但一定要善待身边的人
才。 人才是企业的支撑，自主创新是
企业的生命。 ”爱才如命的曾维柏给
了杨首成发挥才能的宽松空间和条
件，任命他为即将诞生的新公司的总
经理和技术总监。

有了杨首成团队做坚强的技术
后盾， 胸有成竹的曾维柏果断投资，
拿出 4000 万元采购了大量目前世界
上最先进的相关机器设备，用于研发
和生产智能触控玻璃视窗。 同时在为
百集团的大楼内腾出了 3 层楼房，加
以改造后作为新公司的生产和研发
场所。 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为百
集团神话般建成了一个现代化工厂。

今年 5 月 31 日， 几乎在外界事
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湖南为百科技
有限公司在洞口县宣告正式成立，并
推出了自己生产的玻璃视窗。 这犹如
一声春雷，震动了宝庆大地，引起国
内相关行业的密切关注。

树立优势———
不怕起步晚，就怕手中

无好牌

在国内，生产显示屏功能玻璃面
板已有好几年历史。 刚刚上路的“为
百科技” 如何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打开自己的市场？

曾维柏显得信心满满。 他说：“起
步晚一点不可怕， 只要手中有好牌，
不怕赢不了。 ”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为百科技坚
持走 “起步晚 ，定位高 ；规模暂时不
大，但创新力要强”的道路。 公司不是
简单地搞低端产品的生产，而是研发
优先， 依靠科技创新抢占市场制高
点。 同时挖掘和突出自己的优势和特
色，坚持走差异化之路。

曾维柏祭出了他手中两张具有
“为百”特色的王牌。 第一张是曲面视
窗屏。

相比平面视窗屏，曲面视窗屏性
能更为优越， 造型更为美观和时尚。
目前国内外的手机生产厂家纷纷推
出曲面视窗手机。 但由于该产品在全
球还刚刚兴起，作为玻璃视窗屏头号
生产大国的中国，其生产曲面视窗屏
也处于初始阶段。 复杂的加工工艺和
相关设备的缺乏，使得曲面视窗玻璃
难以形成大批量生产，根本满足不了
手机厂家的需要，以致延迟了多款曲
面视窗手机上市的时间，包括诺基亚
等大品牌。

曲面玻璃视窗的生产有何之难？
难就难在它在一块薄薄的玻璃片上，
通过抛光等工序，使其有弯曲 、有厚
薄、有立体感。 目前国内外尚无专门
的抛光设备。 而采用传统的抛光设备
生产， 设备和人工投入都非常大，导
致产量低、成本高，企业接不了单也
不愿接单，但无形中又抬高了曲面玻
璃视窗的价格。 只要把成本降下来，

利润自然十分可观。
困难往往和机遇并存。 曾维柏心

想，为百科技如果能抢抓先机 ，攻克
难关，在短时间内形成批量生产曲面
玻璃视窗的能力， 占领市场制高点，
那将为此项目日后做大做强、走出国
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于是为百科技在筹备成立之前
的 2011 年 6 月份开始， 曾维柏就组
织技术团队主攻曲面视窗屏的生产
技术。 经过近半年的攻关，成功掌握
了生产曲面玻璃视窗的有关核心技
术，并于当年底生产出新型抛光机样
机， 命名为双轴单面研磨抛光一体
机，一举填补了国内和国际空白！ 与
传统抛光机相比 ， 它具有专业性更
强、技术更先进、劳动生产率更高、效
益更佳的优势。 目前该产品已申报国
家专利。 此外，还有 7 项技术已通过
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核，显示了公司不
俗的研发实力。

据研发带头人、总经理杨首成介
绍，该产品的研制成功，将使曲面玻
璃视窗的大批量生产成为现实。 同样
是日产 1 万片镜片，采用传统设备生

产需要 200 台设备和约 300 名工人，
而新设备只需 17 台及 20 个工人，可
谓云泥之别。

目前，为百科技决定先期制造的
24 台抛光机中，已做成 9 台 ，其中 4
台已投入生产，为公司大规模生产曲
面玻璃视窗打下了坚实基础。

曾维柏手中的第二张王牌，是当
地生产、营商的低成本。 首先是拥有
丰富、稳定、低廉的劳动力资源。 当前
沿海招工难、工价贵的情况下 ，作为
劳动密集型的科技企业，建立一支稳
定的工人队伍十分重要。 邵阳是我省
第一人口大市，810 万人口中可提供
产业熟练工人约 300 万人。 何况还有
邻近的怀化市、湘西州和贵州省作为
“后援”。 一位洞口籍的职工说，虽然
洞口的工资水平低一点，但各项开销
更低，同时在“家门口上班”更方便。
公司现有的 200 多名职工中，从广东
等地回来的邵阳籍熟练工人已有 30
多名。

与劳动力资源相匹配的，是当地
的土地、 水电等生产要素也相对低
廉。 可供开发的土地总量大，地价远
远低于沿海发达城市。 非工业电价和
普通工业电价每度只有 0.63 元，大工
业电价每度只有 0.39 元， 工业用水、
用气价格不到沿海地区的三分之二。
同时，洞口县境内沪昆高速和洞新高
速纵横交织， 贯穿境内的怀邵衡铁
路、 洞溆高速和相距只有 20 公里的
武冈机场即将开建 ， 交通已不是问
题。 此外，地方政府的支持、重视力度
更大，企业享受的各种优待比沿海城
市更多。 曾维柏认为，该产业放在邵
阳这样的中西部地区最合适，可实现

各种要素、资源的最佳组合。
技术领先加成本低廉这两张王

牌，充分彰显出为百科技无可比拟的
优势。 曾维柏把它们视为“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 做大为百科技的信心也
更足。

果然，产品投产不久 ，就优势显
现、声名鹊起，一些玻璃视窗厂家和
终端客户找上门来。 深圳一家手机厂
闻讯后，主动与为百科技接洽 ，并签
订了生产一款 5.8 寸的曲面触摸屏的
合同。 到 12 月上旬，公司已实现产值
近 2000 万元，纳税 200 万元。

目前， 为百科技已拥有集开模、
设备开发、工艺开发、CNC、研磨、强
化、印刷、镀膜、激光、热压 3D、冷磨
3D 等于一体的全制程研发和生产技
术。 公司专业研发、生产的 2—12 寸
规格电阻、电容式触摸屏用钢化玻璃
盖板能应用于手机、平板电脑、电视、
电子相框等多媒体电子产品中，产品
俏销全国。 公司已通过 ISO9001 质量
管理体系和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 具备日生产 5 万片的能力，全
线达产后月产值可达 1500 万元。

做大企业———
打造邵阳电子工业的

航母

在曾维柏的眼里，为百科技的现
状，仅仅是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他
的梦想是 “打造邵阳电子工业的航
母”，不但规模做到最大，而且形成从
研发到生产、从触摸屏等配件到手机
整机的完整产业链。

梦在心中，路在脚下。 既有抱负、
又崇尚务实的曾维柏在追求之路上
脚踏实地，步步为营。

在加紧研发和制造生产设备、扩
大产能的同时， 为了寻求一个更大、
更合适的发展平台，曾维柏把目光投
向了位于县城的洞口县经济开发区，
拟在此建立规模宏大的为百科技生
产基地。

曾维柏的设想得到了洞口县委、
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作为
洞口县发展新型工业的重点工程。 开
发区一路绿灯，尽量充分满足为百科
技的选址需要 。 各相关部门通力合
作，力促项目早日上马。今年 10 月 23
日，为百科技与洞口经济开发区正式
签约，入驻工业园。

平溪江畔，最新最美的蓝图已经
绘就。 为百公司新基地命名为“为百
信息科技产业园”，计划分两期投资，

总投资达 42 亿元。
一期工程占地 200 亩， 拟投资 8

亿元，总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其中
包括智能设计生产车间。 预计 2013
年开始投入生产， 具有专业日产 20
万片曲面视窗玻璃加工生产能力，提
供就业岗位 3000 个以上 。 预计到
2014 年销售收入将突破 10 亿元，实
现税收 0.8 亿元。

二期工程规划占地 2000 亩 ，计
划投资 34 亿元，总建筑面积 50 万平
方米，其中生产车间 30 万平方米，设
计规模为日产 100 万片曲面视窗玻
璃。5 年内投产，预计将实现年销售收
入 100 亿元 、年税收 5 亿元 ，提供就
业岗位 3 万个以上。

为百集团副总经理舒增光介绍
说， 为百信息科技产业园规划起点
高、理念超前，参照欧美标准，请广东
一家设计院设计，将成为洞口县和邵
阳市现代化企业的一个标杆、对外宣
传的一张名片。

2012 年即将翻完最后 10 多页日
历，“为百信息科技产业园”的开工筹
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一万年
太久，只争朝夕。 曾维柏的团队，为了
一个宏大的梦想，正在和时间赛跑。

审视规划图，憧憬着为百科技美
好的未来，曾维柏不禁心潮澎湃。 打
造为百品牌、 进军国际市场和争取
3—5 年内上市是“为百”下一步的战
略目标。 曾维柏袒露心声：“远大的梦
想是激励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我希望
把为百的产品做成中国的‘苹果’，在
全国乃至世界具有一定影响力。 ”

一场将影响中国信息产业领域
的项目建设大戏，就要启幕。 人们期
待着，敢想敢干的曾维柏在高科技产
业领域的表演将越来越精彩！

结束语：
“思路决定出路 ， 奋斗铸就成

功。 ”这是曾维柏最喜欢的一句话。曾
维柏成功了， 但又在不断地奋斗中。
他先后荣获 “中国优秀湘商”、“当代
湘军人物”、“建国 60 周年邵阳市十
大贡献经济人物 ”、“邵阳市劳动模
范”等荣誉称号，先后当选为洞口县
人大代表和邵阳市政协委员。 最近又
获得了 “全国建材行业劳动模范”的
嘉奖。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值盛年、48
岁的曾维柏，在雪峰山下定会书写更
加辉煌灿烂的人生篇章。

———湖南为百集团董事长曾维柏挺进电子信息产业纪实

心有多大，舞台
就有多大。

———题记

2012 年 12 月中旬，古城
邵阳迎来了规模空前的邵商大
会。 来自海内外的 800 余名邵
商齐聚一堂， 共谋家乡发展大
计。在众多优秀邵商中，一位来
自洞口县的民营企业家曾维柏
引起了媒体记者的关注。

12 月 12 日下午，邵阳华
天大酒店。 在洞口县投资说明
会上， 曾维柏作为洞口籍优秀
企业家代表上台发言。话语中，
他致力建设家乡的桑梓情怀，
他追求卓越的远大志向， 他进
军高科技领域的豪情壮举，掀
起阵阵感动的浪潮， 赢得人们
热烈的掌声。

令许多人料想不到的是，
曾维柏， 人们印象中的一家水
泥生产行业的老板， 居然在倏
忽之间投产了一家颇具规模和
优势的电子产品触摸屏制造企
业，而且大规模扩建在即。在新
兴的电子信息产业和新材料领
域赢得了发展先机， 占领了有
利地形。

“在洞口这么一个欠发达
的内陆小县， 居然冒出了曾维
柏这样站得高、看得远、在高科
技领域有所作为的民营企业
家。佩服，佩服！”一位与会嘉宾
的话，引起大家的共鸣。

曾维柏，是如何迅速实现从
水泥厂老板到科技创新型企业
带头人的华丽转身的呢？ 巍巍
雪峰山，清清平溪江，见证了这
一奇迹的诞生。

制 高 点抢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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