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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是一位国有造纸企业的
销售员， 当她踌躇满志准备大展
身手之时， 却不幸遭遇下岗。 下
岗后， 她独立创业历尽艰辛， 成
立包装集团， 成为北京包装行业
的明星企业家。 作为北京市人大
代表， 她积极建言献策， 提出了
“跨界， 无界， 包装联系世界，拥
抱互联网” 的全新理念。 她就是
北京博源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董事
长马小兰 ， 荣获全国三八红旗
手、北京市劳动模范等荣誉。

企业 “关停并转 ”
业务厂长下岗

今年49岁的马小兰， 原是一
家国有中型造纸企业的销售员，
因业绩突出， 23岁时被推选为业
务厂长。 正当马小兰干得风生水
起时 ， 随着所在地区 “关停并
转 ” 一批高耗能 、 低产值的企
业， 马小兰下岗了。

按规定 ， 马小兰会另有安
排， 可以保住 “铁饭碗”， 但她
放弃了。 “我要创业！” 1999年
初 ， 马小兰毅然开始了创业之
路 。 创业做什么 ？ 经过认真思
考， 她还是干起了老本行———经
销成品纸。

那时候， 马小兰经销的成品
纸都在保定。 为了节省运费， 她
和丈夫每天夜里12点要到窦店环
岛搭乘去保定卖废纸的车， 第二
天再租回程车拉成品纸。 驾驶室
狭小的空间内挤得满满都是人，
浑浊的空气常常憋得人喘不过气
儿，呛得实在受不了，她就半路下
车休息一会儿 ，等缓过劲儿来 ，
咬咬牙再继续上路。

“半夜出发 ， 摸黑儿到地
儿， 在服务区眯上两三个小时，
天一擦亮儿 ， 再拉上成品纸返
回、 送货， 一直忙活到下午4点
多， 这一趟活儿才算完事。” 马
小兰回忆说， 工作完， 她回家看
看孩子， 夜里12点又准时登上开
往保定的废纸车。 4年时间， 废
纸车就成了她流动的 “家”。

正是靠着吃苦耐劳、 诚实守
信， 马小兰迎来创业路上的第一
个发展机会。 一家保定造纸厂的
厂长， 决定把北京市场的代理权
交给她 。 从此 ， 马小兰如鱼得
水， 企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2005年1月 ， 马小兰创办北
京博源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完成
了从商贸到实业的成功转型 。
2010年， 马小兰投资3亿元 ， 在
北京房山区建成大型纸制品加工
基地， 优先招收一批家庭困难急
需就业的下岗人员， 让困难的姊
妹们找到生活的希望。 2011年 ，
公司销售收入完成3.5亿元 ， 实
现利税千万元以上。

如今， 她的集团旗下已经拥
有了五家各自独立核算的 “分体
联营式” 实体企业。

诚信经营成企业发
展“金钥匙”

“我一路走来的成功秘诀就
是诚信经营， 这是企业安身立命

之本。” 从创业之初， 马小兰就
坚持诚信经营的原则， 赢得了供
应商和客户的信任。

2008年， 马小兰的公司遭遇
困境 ， 原材料库存积压 3000多
吨， 一夜之间价值缩水600多万
元。 然而， 她每月依旧按时给造
纸厂打账款， 未出现一次延缓现
象。 2012年7月21日 ， 北京遭遇
特大暴雨， 公司遭受重大损失，
损失累计达1176万元。 她边自救
边恢复生产 ， 没有拖延一个订
单 ， 获得了客户的交口称赞 。
“就算遇到困难都不能把这个当
借口， 否则企业信誉是你花再多
钱也无法挽回的。” 马小兰说。

“一枝独秀不如春色满园。”
为了周边三级纸箱厂共赢发展，
马小兰以集团旗下的北京市纳百

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作为当地纸
箱厂的技术培训基地， 免费为纸
箱厂提供技术培训、食宿，免费提
供安装、调试设备。投产后技术人
员还要定时到每个纸箱厂进行现
场培训及在开业时提供部分生产
订单，直到企业正常运行为止。

马小兰紧紧围绕 “纸” 这个
中心 ， 形成了良性的循环产业
链， 企业在自己发展的同时， 起
到了龙头带动作用。 不仅带动了
周边经济发展， 产生了一定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还使一些濒
临倒闭的小型纸箱厂起死回生，
重新走入正轨， 并让这些企业的
产值和利税实现了一年翻一番的
好成绩。 她不仅救活了那些小企
业， 而且带动了3000多名农民的
就业、 再就业。

“我的成功离不开政府和社
会的支持与帮助 。” 马小兰说 ，
下岗创业时， 有许多人伸出援手
相助， 现在有人遇到困难， 自己
也会义无反顾走在前面。 为了帮
助社会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她
热心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 在
汶川地震、 房山洪涝灾害等公益
事业中积极捐款。 此外， 她常年
资助贫困学生， 积极参与 “一对
一” 扶贫行动， 为低保户村民捐
资捐物， 多年来累计参与公益事
业并捐款达600万元以上。

二次创业打造创新
产业基地

公司红红火火， 事业蒸蒸日
上。 在别人看来， 马小兰完全可
以躺在功劳簿上好好休息了。 然
而， 她却再次走进了课堂， 开始
系统学习战略管理、 创新与企业
变革等20多门硕士学位课程， 并
走出去到长三角高新技术园区等
地考察。 渐渐地， 马小兰有了把
园区 “立起来” 的想法， 围绕这
个想法 ， 她大刀阔斧地进行改
革、 融资， 把基地内的大厂房升
级成独栋多层办公楼宇。

“现在， 我们的社会已经进
入了互联网时代， 产品、 产业更
新换代的速度太快。 如果我们还
仅仅停留在实体经济上， 也许会
被市场淘汰。” 马小兰说。

传统产业必须要插上互联网
的翅膀， 才能飞得更高、 走得更

远。移动互联网开放、共享、链接、
互通的特性， 正是企业转型发展
的方向。 就在这个时候， 北京市
金融工作局前瞻性地意识到了网
络安全在互联网金融创新领域中
的重要性， 在全市范围内， 遴选
符合条件的楼宇园区进行授牌。

马小兰紧紧抓住这次机会，
及时申报， 按照市金融工作局和
房山区委、 区政府要求， 积极提
升园区各项建设标准 ， 执着跟
进。 经过专家考察论证， 2015年
6月18日，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联
合房山区委、 区政府正式给她的
园区挂牌为 “北京互联网金融安
全示范产业园”， 作为承接首都
核心区金融产业外溢的实际载
体。 2018年12月4日 ， 在北京市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和房山区
委、 区政府的见证下产业园正式
升级为 “北京金融安全产业园”。

在园区运营过程中， 马小兰
紧紧抓住了两点创新， 首先是运
营模式的创新， 也就是政府引导
企业为投资主体， 市场化运作；
再就是跨界生态的组合创新， 产
业定位以风险防控为核心， 以网
络安全、 信息安全、 数据安全类
企业为龙头， 以金融科技安全企
业为主体的跨界生态组合 。 目
前 ， 园区已经用国内首家 “园
区+” 的运营模式集聚了阿尔山
金融科技、 慧安金科、 易华录等
多家行业内顶尖企业及上市公
司， 自挂牌以来， 累计税收贡献
7亿多元。

接下来， 北京金融安全产业
园将与阎村镇共同创建金融科技
特色小镇， 主动对接金融创新、
产业发展变革， 运用新理念、 新
机制、 新方法， 推动地区转型发
展， 形成金融科技安全产业聚集
区， 并尽快成为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的新载体和拉动有效投资的新
引擎， 打造中国乃至世界最具价
值的金融安全产业研发中心、 孵
化中心、 人才聚集中心、 创新引
领中心及信息交流中心， 成为金
融科技安全产业发展的高地。

“创新创业没有终点， 如果
有机会， 我还是会选择创业， 创
出更加精彩的人生。” 马小兰是
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她紧
跟时代的潮流 ， 在发展的道路
上， 永远求新求变。

———记北京公交集团客七分公司第六车队驾驶员王晓凤
□本报记者 盛丽/文 通讯员 郭媛媛/摄

13年安全行驶57万公里

王晓凤是北京公交集团客七
分公司第六车队834路的一名驾
驶员。 2018年， 她获得了北京公
交集团颁发的银方向盘奖。 据了
解， 这个奖项是集团为奖励安全
行驶公里达到50万以上的女驾驶
员而颁发的。

2001年， 王晓凤来到北京公
交集团原八方达公司在915支2线
路担任售票员。 2006年， 她开始
从事驾驶员工作。 保持车辆的完
好状态是安全行车的第一步， 13

年来 ， 她坚持每天做好车辆的
“例检” 工作。 “车辆是维护运
营安全的基础， 只有时刻让自己
所驾驶的车辆保持最佳状态， 行
车中才会避免机械故障和安全事
故的发生。” 因此， 她始终把出
车前的 “例检” 工作作为开好安
全车的第一道工序 。 机油 、 燃
油、 刹车、 喇叭、 轮胎……王晓
凤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环节， 确保
了车辆各项设施设备的完好运
转， 确保了57万安全行驶公里。

834路由顺义半壁店开往通
州翟里村 ， 线路长度一圈34公

里 。 在 2018年 11月底的一天早
上， 北京郊区大雾。 834路运行
在村子里， 行驶条件非常恶劣。
因为驾驶视线不好， 基本上车辆
无法按照正常速度运营， 很多的
乘客都在车上抱怨。

虽然王晓凤心里也替乘客着
急， 但她深知确保乘客和车辆的
安全是第一位的。 她凭借自己多
年的驾驶经验和对路况的了解，
请车上的乘务管理员下车探路，
乘务管理员每走几步就指引王晓
凤向前挪动一下。 遇到不能确定
的路段时， 她还要亲自下车去查

看。 经过十几分钟的艰难行驶，
王晓凤驾驶的834路终于冲出了
大雾， 不仅保证了乘客和车辆的
安全， 又没有让上班上学的乘客
迟到， 大家对她的驾驶技术和乘
务管理员完美的配合连连称赞。

王晓凤的目标是安全驾驶
100万公里， 能够获得金方向盘
称号， 但这可能只能是她的一个
愿望 ， 因为明年她就将面临退
休。 尽管如此， 她仍然站好每一
班岗， 并希望把这么多年积累下
的工作经验毫无保留的传授给新
驾驶员们。

□本报记者 闫长禄

———记北京市劳模、北京博源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小兰
下岗女工艰苦创业成就行业翘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