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敢为人先爱无边

凌云壮志 锐剑出击
——记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凌云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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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立潮头敢为先
——记江华九恒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沈云立

顶天立地 铸就“中国芯”
——记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曾万辉

“以柔制钢”推动冷钢转型升级
——记冷水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曹革新

十年磨一剑。凌云剑把湖南松井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松井）从名
不见经传的小公司转变为国内最具影响
力的电子消费品涂料品牌企业；从服务
基础中小贸易商起家，到最终成为苹果、
惠普、小米、华为等国内外优秀品牌的主
力供应商。

四年拿下苹果，五年攻下惠普，并于6
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松井
的发展势如破竹。正是凭借掌舵人凌云
剑，以猎鹰般敏锐洞察力在转瞬即逝的市
场里抢抓先机，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
力突破重重险阻，改写了国内高端电子消
费品涂料市场格局。

作为松井的创始人和引路者，专注求
精，是他最好的写照。20 余年的时间里
不断深耕，专注脚下的每一步。

上世纪 90 年代，刚刚毕业的凌云剑
阴差阳错地进入了涂料行业。从一个基
层销售员做起，到金牌销售、企业高管到
自主创业。2004年凭借着敏锐的市场洞
察力和市场调研，他捕捉到了市场释放出
来的发展机遇，相比传统涂料，更环保、更
经济、性能更好的 UV 涂料，呈现出引领
中国电子消费品涂料行业发展的势头，于
是乎他决定“放手一搏”，开启自主创业。

发展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说到
创业初期，凌云剑用“苦”来形容。前期的
技术研发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资金。在
长沙望城一座快要废弃的旧厂房里，他和
3个合伙人一起做产品的研发，在“弹尽粮
绝”后，初始的合伙人纷纷选择离开，只有
他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意志走出了困局，打
出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用一年半的
时间，终于研发出第一款达到国际水准的
UV涂料，产品性能大大超出同类产品，仅
仅 3 个月就从客户手中拿到几百万元的
订单，从此迈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松井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快？探寻原
因，这与凌云剑重视技术与服务密不可
分。在研发产品时，凌云剑曾 27 次从长

沙 往 返 东 莞 去 试
样；为了拿下富士
康的一个项目，两名技术人员不
分昼夜与客户沟通，做了几千次
试验……他深知这个行业如果不突破技
术，只做拿来主义是走不远的。

闲暇时他热爱跑步，并将“健康生活，
快乐工作”的理念传播到公司，不仅自己
经常参加马拉松比赛，而且用自己的行为
影响身边的人。小到重视工会工作和职
工活动开展，鼓励员工多参加运动，保持
身体健康；大到传播爱心，奉献社会，他累
计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数百万元，用于救
灾、助学、帮教济困、扶贫等。

同时，凌云剑认为：企业的发展就像
是一场马拉松，我们必须始终以奔跑的姿
态、如马拉松选手那样不断挑战、超越，以
坚韧的斗志奋力前行。作为时代的领跑
者，下一步，凌云剑有着更大的凌云壮志：

“我们的愿景是力争成为高端消费品领域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涂层材料民族品牌企
业，最终成为新型功能涂层材料细分领域
的领导者。” （杨文韬）

金黄的银杏爬满
山脚，一阵阵桂花的清

香随风入鼻，100多种、上万棵
花草树木在山林间摇曳，放眼望去，

满目欣喜。很难想象，这里是湖南省晚安家
居实业有限公司的厂区。

十年前，因为爱花，晚安家居董事长曹
泽云在所有人的反对下孤注一掷，坚持在
200 亩工业园区内保留原始风景山体 70
亩，开荒造林，建设绿水花山厂区。前后花
了八年时间，这座被打造成花园式的工业园

成为了“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单位”，举办的
“晚安·国际樱花节”远近闻名，为打造“百年
晚安”品牌奠定根基。

历史总是相似的。1983 年，年仅 24 岁
的木匠曹泽云在当时长沙最大的商场“湘
绣大楼”看到了当时的床垫“席梦思”。那
时的湖南几乎用的都是木板或棕棚床，这
个“新玩意”一下就触动了他。在购买别人
剩余的床垫材料做床垫销售赚了 280 元
后，他果断地找家人凑齐了 3000 元钱独自
南下广州找床垫的原材料商，开起了晚安
席梦思厂。

为树立品牌，1992年下半年，胆识超人
的曹泽云创意制作了一条用40吨重的坦克
反复碾压床垫的广告。一时间便声名鹊起，

“压出来的名牌”成了晚安床垫的代名词。
也正是曹泽云的这种敢为人先，晚安才

成为了如今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年销
售超10亿元的大型家居企业。晚安旗下现
拥有 10 余家分子公司，品类涉猎软体、实
木、客餐厅及配套、全屋定制系列，产品涵盖
床垫、床、床上用品、沙发、餐台椅、茶几地柜
及配套等，畅销全国 20 多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以及欧美、日本、澳大利亚、阿拉伯等国

家，并获得了湖南省长质量奖、湖南省著名
商标、中国品牌价值“500强”、“高新技术企
业”等近300项荣誉。

曹泽云最喜欢读毛泽东的书，办公室里
各种与毛泽东相关的文学著作放满了书柜，
琳琅满目。“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
辈子做好事。”毛主席语录里的这句话影响
曹泽云最深，让他将大爱刻在了心间。从
1994 年长沙遭受洪灾开始，曹泽云拿出价
值40万元物资救济灾民，到如今，晚安的公
益一做就是26年。他亲自带队去前线支援
汶川地震，帮助怀化靖州、湘西保靖火灾村
民重建家园、助力湖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晚安已为社
会各行业捐款捐物近 3000 万元，捐资贫困
学子、帮困人员达千人以上。他说，帮助别
人，快乐自己，“要为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
作贡献。”

“修路要学长安街，一千多年不落后；建
房要学上海外滩，两百多年前的房子依旧经
典迷人；做人要学曾国藩，知荣知耻知难而
退，有礼有节有度；做事业要学毛主席，有使
命感，为人民服务。”曹泽云经常这样说，也
是这样做的。 （周 佳）

小小一张快递单，如何一
年卖出15亿？

当你收到快递时，贴在包裹上的面单看
似毫不起眼，可就是这一张张的快递单，身
后却是一个巨大市场。九恒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称：九恒）的产品涵盖了整个快递
物流应用材料产品。如今，它已是顺丰、申
通快递等国内外知名快递物流企业的供应
商，占领全国市场 6 成以上份额，是行业名
副其实的龙头老大。

九恒有如今这样的业绩，得益于快递行
业过去十余年来的迅猛发展，也与其创始人
沈云立的大胆决策密不可分。

敢为人先立潮头，作为地地道道的湖南
人，吃得苦霸得蛮的性格植根于沈云立的内
心。

大学毕业后的他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
的选择，要么选择一家工作稳定的大型企
业；要么选择一家规模较小，但对个人能力
以及各方面素质要求相对较高的企业。考
虑到今后的发展，他毅然选择了后者。因为
能力出众，他从普通业务员起步，一步步被
提拔成为销售部经理、副总经理，成为当时
最年轻的管理人员。

在工作的同时，他不断的积累工作经
验，积极关注行业发展。2002 年，随着电
商、物流的迅速发展，沈云立开始有了创业
的方向。他决心抓住时机，争当时代的弄潮
儿。创业之初，困难重重。缺资金、少人才、
没品牌、无市场，种种的困难并没有将他击
退，但也让他明白挫折与磨难是人生最宝贵
的财富。

最终市场证明了他的眼光。他抓住了
一次次的“关键机遇”。在成立一年之后，就
有了稳定的业务收入，欠债也很快还清，很
多大客户都主动找过来跟他们合作。仅用
五年的时间，九恒做到全国行业第一。

2015 年，随着快递物流行业的大变革，
电子面单开始向市场推广应用，物流体系的
智能化升级、产品迭代、新产品工艺和设备不
成熟也使九恒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困局。

困境即机遇。面对难题沈云立选择迎
难而上，通过两年的时间，一方面坚持创新
驱动，完善工艺，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对电子
面单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在这期间，他经
历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惑，也经历了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喜，终于抓住了这次
电子面单带来的机遇，又一次转型发展，大
获全胜。如今，九恒的技术水平和经营规模
在同行业均为全国第一。

对于多数人而言，大多选择在事业成
功后再选择投身公益和环保，但对沈云立
而言，这是一件一直在做的事情。从贫困
中走出，他一直心系家乡。“企业的最高价
值是社会责任，为社会、为人类奉献。”他带
领企业参加“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多年
来资助贫困学子，五年来累计投入扶贫资
金 2000 多万元；克服资金难题，自主投入
环保设备……

沈云立的执着、善心、实干，起到率先垂
范的标杆效应，在他的带领下，九恒正在蝶
变腾飞。“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向智能制造转
变，努力把九恒做成行业的标杆，跻身世界
优秀企业之列。”沈云立说道。（杨文韬）

一顶安全帽，一身工人服，见到曹革
新时，他正从车间回来。为人低调的他，
有着柔情性格,看似与钢铁业格格不入,但
却拿捏得当,让柔与刚相互结合,在他的带
领下以柔制刚炼制出一个与众不同的钢
铁企业。

1987 年，曹革新毕业后被分配到冷
水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冷钢）
工作，从基层到管理，一干就是 34 年。
2000 年，他开始担任冷钢规划企管部部
长，在此，他的管理天赋得以充分展现。
2014 年起他担任冷钢总经理，在他的带
领下，企业发展逆势上扬，交出了一张出
色答卷——

加强管理创新。他找准公司发展定
位，凝心聚力，大力推进用工、分配、人事
三项制度改革。

深化营销创新。为突破发展瓶颈，他
坚持抓大不放小，在省内全面开发以“小
项目”、“小门店”为主要内容的“两小市
场”，让销售走进农村，贴近居民，贴近终
端小客户，“论斤论两”卖钢材，扩大产品
销售份额，缩小销售半径，赚别人不愿赚、
赚不到的钱，提高吨材产品销售利润。

坚持挖潜增效。要实现后发赶超，就
要“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用最低的消
耗获取最大的收益”。他始终把降低生产
成本、提高企业效益摆在首位，实行全员、
全方位、全系统的成本管理，创造了冷钢
发展奇迹。

坚持安全、环保优先，绿色环保是底
线。为保持冷水江市的青山绿水和蓝天
白云，他把环保作为企业生存大事常抓不
懈，坚决、彻底贯彻执行国家环保政策，
2019年环保投入1亿余元，近5年计划将
投入近10亿元用于环保改造。

在他担任总经理的 6年间里，冷钢累
计实现销售收入546亿元，实现利润31亿
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500余个，连续
6 次进入中国企业 500 强、中国制造企业
500强……

从来风光登
顶后，无数艰辛在
路途。成功的背后是曹
革新每天 14 个小时的“超长待
机”工作，从不休双休日、节假日。风雨无
阻，每天都会亲下车间 2—3次巡查，为公
司决策层处理问题提供准确细致的第一
手资料。晚上都要忙到 10 时许才回家，
如遇上生产突发故障或设备抢修，甚至几
天几晚都守在现场，生产中的问题和工作
上的矛盾他都了如指掌，凡是和他接触的
人均称他为“工作狂”。

“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里，我还是在
工作，在办公室、在家里一有空我就会翻
阅企业管理类、哲学类、历史、法律案例、
国家政策等相关的书籍，这些书籍就是我
的精神食粮，就是我的休闲娱乐。”曹革新
说道。思路决定出路，远见决定成就。他
深知，对于企业家而言，更重要的是保持
知识的及时更新，要管理一个企业不但需
要优秀的管理能力，还要拥有长远的眼
光，清醒把握形势和政策，跟上时代的步
伐。只有在不断求新求变中，才能更好的
带领企业越走越远。 (杨文韬）

——记湖南晚安家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泽云

以国家需要
为使命，是谓“顶

天”；紧贴国情，埋头
苦干，是谓“立地”。14

年锲而不舍，为打破关键技术国外行
业垄断，他将优秀的湖南人精神融入企业
发展，锻造出一支“敢打硬仗、能干胜仗”的

“铁军”。
20 多年前，曾万辉从国防科技大学毕

业，工作几年后，怀抱着科技报国、实业兴
国的理想，他毅然决定下海从商。2006 年
他进入景嘉微电子，开始了漫长的自主开
发图形处理芯片历程。

芯片显卡之于高精尖产品，好比心脏
于人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有着非常
广阔的市场和发展前景，但当时我国的芯
片还主要依赖进口，国内主要市场大部分
都被国外厂商占有。

万事开头难，面对一道道严酷封锁线，
让曾万辉清醒地感受到，唯有将核心技术
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避免被别人“卡脖子”
的命运。为做出芯片显卡，他自筹经费
3000多万元，度过了一段只投入无产出、只
耗费资源没有效益的日子。在困难的局面
下，他凭借着“誓破楼兰”的劲头和“敢教日
月换新天”的气概，抛弃幻想，自主创新。
把大目标分解成小目标，一个硬骨头一个
硬骨头地啃，一个碉堡一个碉堡地攻。

曾万辉的果敢坚毅最终战胜了各种艰
难险阻，历经八年，终于在2014年4月成功
研制出国内首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图形处理器（GPU）芯片-JM5400。也正是
这项技术的突破，填补了国内空白，一举打
破了国外产品长期垄断我国GPU市场的局
面。目前，JM5400已被用于神舟飞船等多
项国家重大工程。

面对已有的成就，曾万辉并没有满足，
他清醒地认识到：“唯有不断创新，努力突

破，追求卓越，才能使企业立于潮头。”
2018年，面对当时复杂的行业及国内外

形势，他坚持以创新为驱动，果断调整产品
方向和发展战略，整合高等院校资源，打通
上下游价值链，成立了“智能目标感知技术
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湖南省嵌入式图形
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在他的带领
下，景嘉微电子握指成拳谋发展，合力攻克
一道又一道行业瓶颈，2018年景嘉微电子再
次 成 功 研 发 图 形 处 理 器（GPU）芯 片 -
JM7200，它将国产GPU的技术发展提高到
新的水平。

顶天立地，艰苦磨砺。景嘉微电子的
发展创新历程，折射出中国企业对于核心
竞争力的不懈追求与努力，标记出中国高
端制造技术突破封锁线的鲜明足印。截至
2020年9月，公司已授权发明专利65项，授
权实用新型专利10项，获登记38项软件著
作权。

“未来，我将不忘科技报国、实业兴国的
初心，夯实企业的核心优势，持续加强技术
创新，创造品质更佳的产品，用奋斗者的精
神去拼搏创造，带领景嘉微电子跻身世界一
流企业之列。”——曾万辉坚定地说道。

（杨文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