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碎重捏出活力
———中联重科产权制度改革探索

本报记者 唐爱平

中联重科成立之始， 承载的不仅仅是创业者产业
报国的雄心，更承载着中国科研体制改革的历史重任。

22年来， 以股权多元化为核心的公司治理结构变
革，贯穿了中联重科科技产业化、产业科技化、企业全
球化的全过程，实现了股东、社会、国有资产价值的最
大化。

1996年，中联的产品不断得到市场认可，业绩已具
备上市条件。 这一年，詹纯新作为中联的法人代表，还
走上了建机院院长岗位。

“当时改革有两条路径选择：一是中联从建机院脱
离出来，另起炉灶；二是采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

“‘手心手背都是肉’，选择第二条路径！ ”就这样，
詹纯新领导的建机院与中联融合为“唇齿相依、利益一
致”的共同体。 建机院所属研究所(室)成建制地划归中
联，成为其下属各相应子公司的科研开发中心。 科技人
员全力投入课题研究。 很快，一大批技术先进、适应市
场的科研成果陆续问世。

但随着建机院机构和人员并入中联，旧体制下“单
位”的老习气也开始在中联蔓延：论资排辈、因人设岗、
吃大锅饭……几十年累积下来的体制弊端， 制约着这
个新生企业进一步发展。

“我们实行科研体制改革，不能少了一个计划经济
体制下传统的国有科研院所， 同时多了一个传统的国
有企业。 ”詹纯新清醒地意识到，解决深层次矛盾的唯
一办法，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997年，在建设部指导下，中联股份制改造拉开序
幕。

然而从事业单位向股份制企业转变， 却遭到建机
院科研人员抵制。“我今天还是国家干部，明天怎么就
成了企业员工身份———失业了怎么办？ ”

生产力的解放程度， 取决于人的思想观念的解放
程度。 面对着建机院旧有的人事格局，唯有将原有管理
方式“打碎了重捏”，才能迸发出新的活力。

1997年，建机院实行了“全员下岗竞争上岗”的内
部人事制度改革。精简机构，管理部门由14个减为7个；
正式职工的人事档案全部封存，全员竞聘上岗，以岗定
酬；未能上岗的职工，不论原级别、资历，一边参加技能
培训， 一边继续寻找岗位，3年内可以享受基本工资和
社会保险。

1999年，乘着全国科研机构企业化转制的东风，建
机院全面完成对中联的产权结构改革， 将其改制为由
建机院控股的股份制科技型企业———中联重科。

2000年，中联重科成功登陆中国A股市场，成为一
家公众公司。

改制，不可能一蹴而就。
此时的建机院被视为“三不像”：既不像建设部下

面的科研院所，又不像湖南省政府的事业单位；与此同
时，企业管理矛盾逐步显现：国有企业“一股独大”，员
工积极性不高。

我国科研院所改制的“典范”面临新的考验。
2004年11月，建机院分阶段改制开始实施。
2005年10月，建机院完成公司化改造，成为国有

资本绝对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其中国有股占94.1%，
员工持股5.9%（科研院所国有资产增值的政策性奖
励）。

2006年5月，湖南省国资委挂牌转让建机院32.1%
股权。 其中的24.1%转让给管理团队和骨干员工（一方
科技和长沙合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8%转让给弘毅
投资公司。 建机院股权结构转变为：国有持股62%，管
理层及骨干员工持股30%，财务投资者持股8%。

2007年， 建机院向中联重科出售与其主业相关的
经营性资产，实现整体上市。 6月开始清算注销。

2008年的最后一天， 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
了《注销登记通知书》，准予建机院注销登记。 至此，走
过50多年征程的长沙建机院完成了肩负的历史责任，
曾经的国家级科研院所、行业技术发源地，最终完全融
入中联重科。

中联重科， 也因此成为一家没有母公司的整体上
市公司，构建了一个股权多元化、治理结构科学的跨国
运营体系。

2010年，中联重科H股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通过持续的体制改革， 詹纯新领导中联重科完成

了从研究院到国有企业、 股份制公司、 全球化公司的
“三级跳”， 成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唯一一家A+H股上
市公司。

通过对企业进行产权结构改革， 中联重科构筑起
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共同体平台”。

消除了体制性障碍， 科技在现代企业制度下释放
出巨大的威力。 在引入战略投资者后的6年内，中联重
科营业收入由40多亿增至2012年的902亿元， 利税由
7.57亿增至近120亿元。

本报记者 唐爱平 孙振华

22年前，中联重科的前身还是一个单
纯的研究院，靠着微薄的科研经费苦苦支
撑；

22年后，从科研院脱胎而来的中联重
科， 已经成长为中国工程机械的领头羊，
跻身全球同行业前6强；

从50万元借款起家，到身家近900亿
元，数据的跃升看似简单，但背后的故事
却荡气回肠。

20多年的蝶变，一个传统的研究院，
已嬗变为一个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国际
化大企业。 一个全球化的中联，正以稳健
的姿态，与世界共舞。

被逼试水：
“断皇粮”后找米下锅

中联重科的前身，是建设部长沙建设
机械研究院（简称“建机院”）。

1956年成立的建机院是国内唯一集
建设机械科研开发和行业技术归口于一
体的应用型研究院，曾经为徐工等所有的
全国工程机械企业输出技术，被誉为中国
工程机械行业技术的“发源地”。

1985年3月13日，国家科技体制改革
的决定发布，建机院成为国家科技体制改
革试点单位。

“后来我才明白，改革试点就是开始
削减事业经费。 ”长沙建机院老院长陈润
余回忆，“当时所里有500来号人，一年所
有收入加起来也就200来万。 ”

“皇粮”一断，逼着建机院找米下锅。
各研究室“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将自

己的科技成果纷纷有偿转让， 与各生产厂
家成立科研生产联合体。 一时间，那些曾经
代表行业高度并因此获得国家经费和奖励
的技术，成了香饽饽。 科研人员收入明显提
高，建机院过了一段红火的日子。

但到后来， 有的工厂慢慢不兑现承
诺，该给的提成拖着不给，科研院所与工
厂结成的联合体逐渐解体。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开始提倡科
工贸一体化，建机院决定自己搞产业。”陈
润余介绍，当时，大家对搞产业化积极性
很高，建机院一下子冒出20多家小公司，
设了20多个账号。

“然而，这条路很快也走不通了。 ”中
联重科原监事会主席、当年的建
机院副院长龙国键回忆， 那时，
科技人员对短平快的项目趋
之若鹜，而投入大、周期长的
基础性重大科研项目则无人
问津；20多个“诸侯”各自为
战，资金与技术力量分散，能
盈利的屈指可数。 建机院的
管理也畸形化为“室主任领
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整
体实力日趋下降，人才开
始“孔雀东南飞”。

建机院日益窘迫，
而得到了建机院技术
图纸的部分企业却在
迅速崛起。 龙国键回
忆，“山东一家机械厂

仅花了不到1万元的技术转让费， 一年就
做到上千万的‘盘子’；湖南一家机械厂用
不到5万元引进建机院的技术， 当年就做
到了几千万。 ”

不能“守着金饭碗没饭吃”！
1992年9月28日，时任建机院副院长

的詹纯新带着7名技术人员， 借款50万元
组建中联建设机械产业公司，开始探索科
研院所市场化之路，一场破茧成蝶的嬗变
从此拉开大幕。

化茧成蝶：从做产品到做标准

中联成立之时，中国大地正涌动着一
浪高过一浪的建设浪潮。但工程机械市场
却充斥着大量的洋品牌。 其中，混凝土输
送泵海外品牌占有中国市场95%的份额。

中联瞄准混凝土输送泵，很快开发出
适销对路的产品。

1993年，我国第一代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混凝土输送泵在中联诞生。 当
年，创产值400万元，实现利税230万元。

1994年初， 正当公司产品供不应求
时，已售出的混凝土输送泵却出现了质量
问题。

初尝甜头，公司陷入两难：是要利润，
还是要品牌形象?�
� � � �面对技术人员不断“救火”的情形，詹
纯新断然做出决定：挽回客户损失，全面
停产，技术人员都去做售后服务；同时对
产品进行改进。

其时，公司订单络绎不绝，全面停产
意味着“到手的银子打了水漂”。

面对一片反对之声， 詹纯新不为所
动。

经历半年停产的煎熬，中联自主研发
的新一代产品下线。客户一口气买走45台
产品，当年盈利1000多万元。

从那时起，中联的产品开始叫响中国
市场，在全国施工工地大显身手。今天，中
国的混凝土输送泵市场已发生惊天逆转：
以中联重科
为代表的国
产品牌占据
了95%市场！ 国
际品牌也尽数被中
国企业所并购。

曾经的国际技术

壁垒被逐一击破，曾经的国际标杆被逐一
超越，一个又一个填补国内外空白的新品
相继在中联呱呱坠地：

世界第一台采用热风循环的沥青路
面就地热再生综合式复拌机下线；

中国最大吨位QUY3200履带起重机
诞生，彻底打破我国大型液压履带起重机
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

中国最大的BG2100路面冷铣刨机研
制成功；

全球最大的轮式起重机问世；
101米7节臂X6泵车、 D1250-80塔

机， 分别成为全球最长臂架泵车和全球
工作幅度最长的塔式起重机……

创新不断持续， 纪录还在更新。
2008年成功收购全球混凝土工程机

械领域第三大制造企业———意大利CIFA
公司， 将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推向了新
的高度。

独家买断全球顶尖水平德国JOST平
头塔系列产品全套技术， 更让中联重科
塔机技术实现了从中国领先到国际领先
的跨越。

詹纯新说： “企业能不能做百年老
店， 关键在于有没有品牌意识， 有没有
国际竞争意识。”

如今， 这家不愿做“一锤子买卖”
的企业， 研发出了一大批标杆性产品，
覆盖了工程机械行业13大类别、 86个产
品系列， 主导产品达800多个； 而且， 在
每一个类别， 都有全球最高精尖的核心
技术精彩呈现。

市场占有率也在不断提高：
混凝土机械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
环卫机械、 塔式起重机全球市场占

有率第一；
汽车起重 机 国 内 市 场 占 有率第

二……
“一流企业做标准， 二流企业做品

牌， 三流企业做产品”。 致力于科研成果
产业化的中联重科， 并没有放弃基础性、
共性技术的研究。 工程机械耐磨材料技
术、 高强度合金钢焊接技术、 机电液压
一体化控制技术等一大批被行业视为

“拦路虎” 的高端技术， 在中联重科被悉
数攻破。

正因为如此， 中联重科也把标准做
到了极致———从研究院时代起， “行业
技术归口” 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制定标

准， 中联重科修订的
标准， 覆盖了全行业
70%以上的产品。

2012年7月， 成
立于1961年的国际标
准化组织起重机技术
委 员 会 （简 称
“ISO/TC96”） 秘书
处， 从工业革命发源

地 英 国 迁
往 中 国 ，

落户中联重科。
这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第一个ISO

秘书处。
制定国际技术标准，掌控技术金字塔

顶端的话语权，于中国企业而言已不仅仅
是仰望，而是发声和共舞。

摊开世界版图就会发现，中联正在布
下一个“世界局”：

研发中心已覆盖德国、英国、美国、加
拿大、意大利等发达国家；

生产基地覆盖北美、欧盟、东盟、东南
亚；

全球销售、代理销售和售后服务的全
息化业务网络，覆盖全球 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

由17个事业部、15个产业园构成的庞
大产业集群， 正以千帆竞发的浩荡雄姿，
挺进全球！

放眼全球，发力5大产业板块

“国内工程机械高速增长的时代已一
去不复返。 ”日前，詹纯新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已进入低谷。由于
产能过剩、国家基建减少、工程机械保有
量过高等因素，不少工程机械企业步履艰
难。

中国工程机械路在何方？
而中联重科早已开始排兵布阵。
在2013年6月的股东大会上， 詹纯新

表示， 将发展的重点从工程机械板块，转
型为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环境产业、重型
卡车和金融服务五大板块。

中联重科五大板块齐头并进的格局
初具雏形：

创新产品结构，继续巩固工程机械龙
头地位。

2013年12月25日，中联重科成功并购
世界干混砂浆设备领域的第一品牌德国
M-TEC公司。此次并购，使得中联重科由
此成为全球干混砂浆设备领域的第一品
牌。 未来3至5年，中联重科干混砂浆设备
的收入将高速增长，市场占有率有望超过
50%。

2013年12月28日， 中联重科对外宣
布，在重庆璧山县牵头打造百亿农业机械
装备产业集群。

在环境产业方面，中联重科也吹响了
腾飞的号角。 中联重科麓谷第二工业园已
经落成并投入使用。该工业园主要用于环
卫机械、餐厨垃圾处理、高浓度污水处理
等九大类近100个品种的环境产业产品的
研发和生产。 项目达产后，将成为国内最
大型、最先进的环卫、环保设备研发、生产
基地。

资本市场对中联重科也青睐有加：
2014 年 1 月 14 日 ， 摩 根 大 通 耗 资
3307.96008万港元， 增持中联重科股票
476.72万股。

五大板块的战略布局，中联重科通向
世界级企业的道路愈来愈宽广。

不在中国争地位，要为中国争地位！
在“全球为我所用，我为全球制造”的

中联产业进军路线图上，收购CIFA、联手
摩根还只是序曲和前奏……中联重科世
界级企业的目标非常明确： 全球前三；而

且， 一个硬性的指标惹人注
目：未来30%至50%以上的产
品和销售，将均由非中国市场
实现。

变革，
中联重科永恒主题

中联重科董事长 詹纯新

创新与变革对于中联重科来说， 是一个永
恒的主题。 中联重科20多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
在变革中不断挣脱各种枷锁束缚， 一步步艰难
而又坚定地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发展史。

从一家靠国家科研经费生存的科研院所，
成长为全球同行排名第六的跨国公司， 中联重
科走出了科技产业化的成功路子； 从事业单位
到企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工程师思维
到市场主体思维，中联重科走出的每一步，都显
示出变革的勇气和智慧。

在这个大变局的时代， 企业没有地方可以
躲藏享受，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可以持续永恒。
面对产能过剩的行业现状， 中联重科还将主动
变革，积极调整经营策略，转变增长方式，由以
追求规模增长为核心， 调整为以追求经营质量
为核心，推进以“有质量增长”为主导的大变革，
开启又一个黄金十年。

本报记者 唐爱平

“人家都说，我对建机院最大的贡
献，就是发现了詹纯新。 ” 原长沙建机
院老院长陈润余向记者回忆起中联重
科的创业史时，有几分“得意”地说。

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 经过几年
的市场洗礼，建机院一路走来，磕磕绊
绊， 却仍没能走出一条产业化的好路
子。“那几年，人心涣散，有门路的都自
谋出路去了。 ”陈润余说。

1992年， 当时分管科研的副院长
因身体原因提出辞职。

陈润余顶住压力，将院研究室主任
詹纯新提上了副院长的岗位， 分管科
研。

陈润余当然有其理由。 在他看来，
詹纯新有一股子钻研精神，当专业组长
时，就与浙江一家民营企业搞出了一个
减速机的专利；与外面企业搞工业联合
体时，敢于跟长春汽车厂这样的大企业
合作。“当时就是看中他有志气、 有才

气、有虎气。 ”陈润余说。
詹纯新上任时，正是建机院市场化

之路走得不顺之时。建机院老是眼睛向
上，想办法跑北京，到各个部门去要科
研经费，要科研项目。“那时候，就是跑
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 但人家根本就
不理你，有时连门都不让进。”陈润余带
着詹纯新跑了几趟，却没有任何结果。

多次碰壁后，詹纯新不干了，对陈
润余说：“要跑你去跑，我看我们还是要
集中精力自己搞产业。 ”

陈润余不是没有顾虑：不成功的先
例摆在这，风险太大。

但詹纯新认为，以前不成功，是因
为力量分散；如果把全院的力量拧成一
股绳，就一定能成功。

陈润余看詹纯新态度坚决，就决定
放手让他来试一试；但有一条，院里没
有资金，要办公司，只能去借。“我对詹
纯新说，钱我可以出面来借，但要你来
还。 ”回忆起当时的那些细节，近80高
龄的陈润余仍是记忆犹新。

陈润余当然有自己的考虑：“只有
这样才能让他背水一战；开弓没有回头
箭，他才能放手去搏。 ”

听说院里要办公司， 而且还是副院
长牵头，建机院就炸开了锅，反对声一片。
有冷嘲热讽，说詹纯新不务正业的；有等
着看热闹的； 甚至还有人告状告到了建
设部。 陈润余顶住了各种压力，竭尽所能
为詹纯新创造条件。 1992年9月28日，中
联建设机械产业公司正式挂牌成立。

作为汽车起重机专家，詹纯新本是
搞汽车吊的，但他却选中了混凝土输送
泵作为中联的第一个产品。 当时，建机
院负责研究混凝土输送泵的第二研究
室全体抵制， 室主任甚至与院长拍桌
子。“院里开会研究， 一直开到凌晨两
点，才把他们说服。 ”陈润余说到这，把
手一挥，露出了孩子般胜利的笑容。

事实证明，詹纯新选混凝土泵作为
建机院产业化的首个产品，是个明智的
选择。此时，中国大地正掀起建设高潮，
而市场上的混凝土泵95%是国外产品。
1993年，当中联的混凝土泵出来后，很
快便被抢购一空。

从此，中联沿着产业化的道路昂首
向前；路，越走越宽。

转制经验

转制之星 目标：全球前三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产业化之路

弄潮故事 发现詹纯新 转制感言

中联重科101米长
臂架泵车在武汉施工。

通讯员 摄

2008年9月28日，中联重科“变身”全球混凝土机械
制造龙头。 （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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