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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琳琳

□本报记者 马超

王志文

李金海

部队的优良作风到哪儿都管用

铁军精神始终闪耀在心中

北京城建八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

1983年， 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于
是王志文与昔日的战友携手并肩转战
市场。 转眼26年过去了，如今曾经的那
抹儿军绿色在王志文身上越发鲜艳了。
北京市 “青年岗位能手”、北京市“爱国
立功竞赛标兵”、“优秀共产党员”、北京
市 “劳动模范”、“北京市青年突击队标
杆”、北京市“经济技术创新标兵”、“中
国优秀企业家”、北京市“质量先进企业
推进者称号”、“全国劳动模范” ……一
个个接踵而至的荣誉，是他对军魂的最
好滋养。 回忆起当兵的情景，王志文说
道：“当兵的日子是艰苦的，繁重的施工
任务，磨炼了我的意志。 在与砖瓦沙石
料打交道的过程中，让我学会了自强自
立；当兵的日子，也让我懂得了什么是
奉献。猎猎的军旗、整齐的步伐、嘹亮的
军歌，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带给我
不断前进的勇气。 ”

成为一名工人之后， 王志文深刻
地意识到短板———知识的匮乏。 于是
这个刚刚走出军营的小伙子， 一头扎
进了学校。 1986年9月， 他以优异的成
绩考取了北京建筑工程学校。 毕业后
他便来到了施工一线， 从技术员做起，
之后到预算员、 生产副经理、 项目经
理， 就这样王志文迅速在城建集团这
个大家庭中成长起来。

记得在承建的玛钢厂住宅楼项目
中， 王志文担任项目经理带领团队仅
用109天， 就完成了一幢18层双子楼从
首层结构浇筑到主体结构封顶的施工
任务， 以一记漂亮的 “短平快”， 捧回

了 “北京市城建系统规范化管理示范
单位” 的金匾。

何以搏击在强手如林的北京建筑
市场 ？ 王志文认准了 “质量 ” 二字 。
“今天的质量就是明天的市场” 是王志
文始终尊崇的质量法则。 伴随着一幢
幢拔地而起的精品优质工程， 王志文
成为众多开发商心目中最可信赖的项
目经理， 后续任务也接踵而至……

北京城建集团在业界堪称一支铁
军， 而王志文就是这支铁军的一分子，
面对困难他总是迎难而上。

2001年6月5日， 王志文被破格提
拔为城建新创公司总经理。 此时的城
建新创公司， 历史包袱沉重， 管理体
制僵化， 冗员庞大繁杂， 经营状况每
况愈下。 王志文义无反顾地接下军令。
最终力挽狂澜， 带领大家重新走出了
一条企业发展之路。

此后， 王志文担任北京城建国际
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 于
是， 他带领着这支 “走出去” 棋盘上
的 “过河尖兵 ”， 在一片关注的目光
中， 开始了国际化迈步。

对于管理者来说， 理性分析市场
环境， 准确判断企业所处的位置， 并
以自身的能力驾驭企业顺应市场潮流，
是一个企业走向成功的关键。 王志文
正是以这种超前的管理思维， 在审时
度势中找准了企业的市场定位， 从可
持续发展的高度， 充分发挥团队精神，
与领导班子共同研究制定出国际公司
发展战略， 确立了 “立足北京， 扩大

外埠 ， 拓展国际 ” 的营销策略 ， 以
“三足鼎立” 的经营布局， 不断扩大市
场占有率。

2006年2月1日， 国际公司从众多
强劲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 首次以
总承包的名义一举中标也门萨那国际
机场新航站楼项目， 一举刷新了2000
年以来市属建筑企业以总承包身份承
揽到的单体境外工程最大合同额的纪
录， 打响了 “走出去” 发展的第一炮。

随着企业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公司又相继中标越南金色西湖公寓楼、
泰国科里斯玛依卡麦等一批有影响的
国际工程。

2014年8月， 有1700名职工的北京
城建建设公司 （以下简称建设公司 ）
自年初新承揽任务只有1.8亿元， 北京
市场仅泛海、 郭公庄、 房山窦店等4个
工程项目， 拖欠职工5个月工资、 7个
月保险……一道难坎摆在了建设公司
发展的道路上。 在这危急时刻， 全国
劳模王志文临危受命， 担任建设公司
党委书记、 董事长， 扛起了振兴建设
公司的大旗。 在城建集团的支持帮助

下 ， 他带领全体职工一步一个脚印 ，
“保稳定， 促改革， 求发展”。 16个月
后 ， 终于实现了公司8年来的首次盈
利， 达到企业自身收支平衡目标。

由于工作出色， 2017年， 王志文
被任命为北京城建集团副总经理， 负
责企业管理 、 信访维稳 、 行政保卫
（拆迁） 等工作。 此时的王志文把自己
当成了一个服务者———为集团经济顺
利运行服务， 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服
务。 自上任以来， 王志文围绕集团公
司的战略引领、 企业改革、 考核导向、
资质优化， 以及动态评价集团经济运
行， 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 妥善处
置、 化解了一批重点矛盾纠纷， 依法
维护了职工合法权益； 以防治结合的
工作思路， 圆满完成了各项重大任务。

这就是王志文 ， 一个退伍老兵 ，
用军人的果敢、 刚毅迈过一个又一个
难关， 用行动践行着军人的誓言， 也
用行动擦亮了胸前的党徽。 如今， 王
志文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了， 但是王
志文的那颗心却始终没变， 铁军精神
始终闪耀在他心中。

“部队执行力强， 不服输， 时刻
在比着争第一， 扛旗子当标兵……我
从部队学到的优良精神和作风， 在转
业后依然保持。 正是这种作风， 使得
我后来获得了首都劳动奖章和北京市
劳模称号， 2007年、 2017年带领所在
公司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北京城建
八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党
委书记李金海总结说。

李金海今年58岁 ， 江苏如东人 ，
从一名战士转业到北京城建集团后 ，
担任过技术员 、 股长 、 主任工程师 、
项目总工 、 项目经理 、 董事 、 经理 、
党委书记、 副董事长等职务， 现任北
京城建八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书记、 董事长。

当年在部队的情景，李金海至今记
忆犹新：“我1980年到1983年在北京当
基建工程兵，是部队的一名战士，当时
参与了北京地铁2号线的建设。 ”

1983年他转业到北京城建总公司
后， 先到学校深造再工作。 2008年9月
至2011年7月， 李金海就读于中共中央
党校经济法专业， 获研究生学历。

回忆当年获北京市劳模的情景 ，
李金海回忆说， 主要是因为当时修建
连霍高速河南段和京珠高速河南段中
的技术改革创新。 当时， 李金海任北
京城建亚泰公司副经理兼驻信项目经
理， 他反复琢磨的是， 怎么施工既不
破坏农田、 不影响百姓劳作， 又不耽
误工期， 这需要很多施工技巧。 最终，
李金海2001年获北京市经济技术创新
标兵、 首都劳动奖章， 2004年获建设
部华厦奖 “建筑骄子”、 河南省 “优秀
项目经理”， 2005年获北京市经济技术
创新标兵 、 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 。
2008年获北京2008奥运会 （残奥会 ）
先进个人、 北京城建集团奥运工程建
设一等功臣。

李金海获得劳模荣誉后， 感觉身
上的担子更重了， “时刻注意发挥劳
模引领作用， 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
在北京城建亚泰公司、 城建十六公司
以及现在的城建八公司任职期间， 他
分别带出了一名劳模， 城建八公司职
工之家还获北京市模范职工小家、 全
国模范职工小家称号。

“政治责任、 经济责任、 社会责
任， 这是我们国企的三大责任。” 作为
一名劳模 ， 作为一家企业的领导者 ，
在李金海看来， 首都国企不是简单地
做工程获利， 而是要有责任感。 李金
海表示， 政治责任即安全稳定压倒一
切 ， 国企必须保证稳定 。 经济责任 ，
就是要把改革的红利惠及职工， 目前
公司职工人均产值高， 大家收入也相
应提高了。 社会责任， 更多是教育职
工时刻提醒自己， 要有担当。

如今， 在城建八公司， 李金海还
注意发挥工会的作用。 2014年， 李金

海到城建八公司时， 公司年产值刚好
10亿元， 不到5年时间， 公司年产值已
经达到30亿元。 “我觉得企业成绩的
取得， 还是在于工会凝聚职工， 充分
利用劳动竞赛， 劳模引领， 把大家的
积极性调动起来。 不到五年， 公司年
产值增加了3倍 ， 职工收入也相应增
加， 职工队伍更稳定了。” 李金海说。

李金海告诉记者， 他把部队时刻
比着争第一的精神和劳动竞赛相结合，
2018年公司12个项目实现了结构封顶。
今年 ， 公司又计划用劳动竞赛引领 ，
实现24个项目竣工。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某部战士 全国劳动模范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某部战士 北京市劳动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