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麦伯良 一蓑烟雨任平生

特约记者 张凤春

几乎在美国政府对

TikTok

与微信

发出制裁的同时， 以中集为代表的中国

高端制造业也遭遇了类似的打压， 只是

因为行业不同，并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现在全球变化无常， 不确定性太

高。在这种态势之下，如何把中集做得更

好，正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最大难题，而

且是时代的命题。 ” 中集集团董事长兼

CEO

麦伯良对此直言不讳。

中集集团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

一批中外合资企业， 更是中国企业成功

走向世界的领军者， 同时也是中国经济

全球化的缩影， 中集的每一步都非常值

得关注，而焦点就在麦伯良身上。

“面对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更

愿意把它视作历史机遇， 能干大事的人

都是在风雨中成长起来的。 像眼下复杂

的环境正是锻炼人才、 培养人才的大好

时机，借机做出更多的世界冠军产品，未

来就可以创造更多奇迹。 ”麦伯良说。

震惊世界的动荡局势， 被这位岭南

汉子轻描淡写， 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一

路走来：“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

雨任平生”。

以梦为马 爱拼才会赢

麦伯良

1959

年出生于广东省肇庆

市， 家中有四兄妹， 文革时父亲受到冲

击，生活颇为困难，身为长子，他一边帮

妈妈养猪，一边还学会了自己做家具，到

11

岁时， 家中的家具都是出自他的手

笔，早早展露了工程师的天赋。

1977

年麦伯良考取华南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系， 大学毕业时主动放弃省会

广州，选择刚刚成立的深圳经济特区，他

说因为那里有一群与自己一样不安分、

有梦想的人， 人生就要以梦为马敢拼敢

闯。 这种精神贯穿了他后来的整个职业

生涯。

麦伯良至今还清楚记得，

1982

年春

节过后来到蛇口工业区劳动人事部报

道的情形， 当时的深圳俨然一座大工

地，到处是热火朝天的景象。 就在一年

前，这里刚刚成立了蛇口第二家中外合

资企业———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有限

公司，中方股东是蛇口招商局，外方是

丹麦宝隆洋行， 此时也正在兴建厂房，

已近封顶。

这家公司第一任董事长由蛇口招商

局负责人袁庚亲自兼任， 总经理是丹麦

人莫斯卡， 此际这位国际友人正忙得不

可开交，见到有新来的大学生，立即邀请

去中集帮忙。 麦伯良没想到就此与中集

结下了一世情、不了缘。

麦伯良给记者讲述了他在中集的第

一次人生转折点，历经近

40

年岁月，依然

历历在目，他说那才是年轻该有的样子。

麦伯良最初的工作是给英国工程师

雷诺做助理， 把老外的设计画成施工图

纸，与中方的工人师傅对接做样箱，这也

让他成了中国最早的集装箱工程师。

当时公司生产线上只有一台

300

吨

压机， 德国进口的二手设备。

1982

年

9

月份中集正式投产样箱， 但这台设备却

很快掉链子了，全部生产都因此卡壳，电

请德国工程师过来修，人家正在休假，说

要一周以后再说。 中集当时还有五六个

工程师，专业不对口，没人敢上手弄这大

家伙。雷诺就鼓励麦伯良说，你在学校不

是学过液压吗？ 要不你来试试？

试试就试试，麦伯良讲到这里，情不

自禁流露出得意之情： 弄好了是一次大

机缘；弄不好，对一个新人来说，不是很

正常吗？机会来了就要敢于抓住，不能想

东想西，怕这怕哪！

麦伯良围着设备从早转到晚， 整天

又装又拆，忙得满头大汗。 到了第三天，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问题症结，

只是坏了一个阀。麦伯良到仓库里一翻，

居然还有备件，换上即大功告成。

经此一战， 麦伯良得到了总经理的

高度重视，当年圣诞晚会，他作为唯一没

有职务的嘉宾被特邀参加， 正式走进了

管理层的视野；同时，这也让他赢得了工

人师傅们的尊重， 时不时大家会聚到一

起喝上一顿， 他们最服有真本事又没架

子的人。

此后的工作就比较顺利，麦伯良说，

这期间自己不仅从外方学到了技术，还

有先进的理念，特别是国际化的视野，第

一次深刻体会到什么是市场经济， 什么

是国际惯例，什么是文化差异，这在当时

的中国，堪称最早的管理启蒙，为后来中

集国际化发展播下春天的种子。

征战海外 不服就干

1986

年国际航远市场异常萧条，中

集产品卖不出去，外方提出撤资，公司濒

临破产。但是作为最早的中外合资企业，

袁庚特意嘱托麦伯良：中集不能倒，你们

要想办法自谋生路。麦伯良欣然领命，并

成为一生信守的诺言。

当时公司要想谋到生路， 最大优势

就是利用原有设备转产钢结构用品，在

那短缺时代， 还真陆续接到了一些零散

业务，有制作钢窗钢门，有承接配电箱、

法兰盘，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当时香港经济比内地发达， 努力了

3

个月，终于把法兰盘打入香港市场，让

公司开始实现盈利，终于能够活下去了。

这时外部集装箱市场也开始好转，中

集的价值被重新认可，

1987

年

7

月，中国

远洋运输总公司参股中集，同时带来资金

与订单，麦伯良与中集迎来了新转机。

重组之后， 麦伯良负责市场推销工

作，此时他已把目光投向世界，那里才是

他心中的星辰大海。

当时外国人完全不信任中国制造，于

是， 他整整用了两年时间对英国的

GEM

公司软磨硬泡，说服对方给一次试用的机

会，他坚信中集的质量胜过一切广告。

GEM

最终被这位中国青年的执着

与热诚所感动，同意试用

100

个箱，麦伯

良接单后， 亲自带队组织落实设计、生

产、质控，直到如期发货，结果大大超出

英国人的预期， 马上追加了

500

个。

GEM

的同行得知消息后，看到中集产品

物美价优，专程请麦伯良过去洽谈，中集

的口碑在欧洲市场不胫而走。

麦伯良还讲了他打开日本市场的传

奇故事，极具麦氏风格，可以想见他当年

纵横海外市场的霸气。

当时日本购买铁路箱， 韩国现代集

团做

500

个，中集做

500

个，日本当地企

业也做

500

个。但在验收时，日本人的免

检，韩国的

50

抽

1

，中国的一个一个查，

明显对中国制造不信任， 麦伯良反复对

比三国产品，自信中集不逊于人。

当天晚上，日本当地的企业家请吃

饭， 席间麦伯良直言白天检验带有歧

视，不够公平，顺势提出三家应该公平

对待。 在座有日本经济联合会的会长，

表示愿意协调， 麦伯良就建议做个试

验，三家随机各抽一个产品，隐去标识，

然后请日方组织专家来打分，如果中集

不是最低的，就应该无差别对待。 现场

众人被他说服。

第二天验收现场，请来了

23

位日本

专家，对三个蒙住标识的产品进行了

78

项检查评分， 揭晓过程还请来了电视台

现场直播。 最低分为

68

分，众人都以为

肯定是中国货，但在揭晓的那一刻，现场

一片惊呼，居然是韩国的。

后面两个分别是

87

分与

86

分，专

家们等了很长时间不敢揭晓，幸好，最后

的结果是日本第一， 保住了东道主的面

子，而中集产品虽然第二，但也仅仅一分

之差，赢得了里子，从此中集产品在日本

一举成名。

讲到激动处，麦伯良习惯性地拿起桌

上的烟，看到在座有女性，又很快放下。

放弃高薪

此生最正确的选择

1990

年，

31

岁的麦伯良以优异表现

被推上了代总经理之位， 到

1992

年，中

集不仅活了下来， 并且在业内找到了立

足之地，此时公司管理层调整，但大股东

中远集团要求中集总经理必须是独立的

职业经理人，此时，他又迎来了人生中又

一次艰难决择。

如果保留招商局编制， 作为正处级

干部外派香港，月薪是上万港元，而当时

中集总经理的月薪只有

480

元人民币，

相当于降薪

95%

啊。

麦伯良说，“最终让我下定决心选择

中集的原因有两个， 其一是不能辜负老

领导袁庚的重托，以及中集伙伴的信任；

其二是我那时就相信， 中集能做成世界

级的企业，这才是我的梦想。 ”

执掌中集以后， 他个人的命运与中

集的发展几乎完全融为一体。

1994

年，麦伯良带领中集先后登陆

B

股和

A

股，从此以后，中集发展安上了

资本翅膀，如虎添翼。

先后收购了大连货柜、 南通顺达、广

东新会大利等三家企业，实现集装箱产品

在地生产，不仅扩大规模，也提高了利润

空间，到

1996

年，总产量超过当时的集装

箱冠军韩国现代，一跃成为全球第一。

但这仍然不是麦伯良的终极目标，

他又据此确立了全球市场整合战略：以

中集在物流运输业的品牌优势为基础，

利用对制造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和国际化

运营平台，以海外并购为手段，组建国际

化营运的跨国企业架构。在

2002

年的央

视《对话》节目上，麦伯良提出了那个梦

想多年的心愿：给我

15

年时间，还你一

个世界级企业。

乘风破浪

还你一个世界级企业

遗憾的是， 集装箱行业容量相对有

限，无法承载麦伯良更大的梦想，当中集

取得全球

40%

以上市场份额， 就开始撞

到天花板，未来要更上一层楼，必须多元

化。 但路在何方？ 很长时间，这个问题让

麦伯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麦伯良说， 最初的灵感来自那次送

儿子去澳大利亚， 看到当地街上跑的半

挂车，车箱部分与集装箱颇为相近，他心

中立即为中集的业务走向画出了延长

线———既能发挥中集既有专业优势，又

能开发新领域。 于是，

2002

年，中集在国

内率先开启半挂车业务， 现在该业务已

经连续多年保持销量全球第一。

2019

年

中集车辆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2020

年申

请回归

A

股创业板。

与此同时， 麦伯良采用同一模式相

继把业务拓展到登机桥等空港设备、天

然气存储运输等能源化工设备、 酒类储

运等食品加工装备、消防装备、钻井平台

等海洋工程装备等领域， 随着每个品类

做大做强，这些业务以中集安瑞科、中集

天达为主体也在香港拥有独立上市平

台，借力资本市场，继续加力。

麦伯良说， 这中间的故事几天几夜

也讲不完，成功背后都是兵来将挡、水来

土淹、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在记者的一

再请求下， 他讲述了最惊心动魄的蓝鲸

一号的故事， 最能体验麦伯良鲜为人知

的心路历程。

那是

2017

年夏天， 中集的海工平台

蓝鲸

1

号承担起了号称世界难题的南海可

燃冰试采， 这台由中集自主研发建造的平

台，到底行不行？ 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件事。

考验很快就来了， 以往平台承受最

大风力为

10

级，试采没多久就遇到了最

大

12

级风力正面袭击，撤还是不撤？

艰难的决择又一次摆在了麦伯良面

前，撤，可燃冰试采宣告失败，自己可以

不担风险；不撤，万一出了问题，自己责

无旁贷，难辞其咎。

此刻的决策， 既需要科学也需要勇

气，论前者作为专业工程师出身，麦伯良

对中集产品的质量绝对有信心，那么，真

正的考验是人性、是勇气、是担当，麦伯

良想通这些，毅然决定担起自己的责任，

不撤！

看着

12

级飓风咆哮着掀起滔天巨

浪，肆无忌惮地拍打着蓝鲸

1

号，即使透

过屏幕，所有人的心都揪了起来，麦伯良

说自己当时也很紧张， 不是怀疑产品质

量，只是担心万一操作过程中某些细节出

点问题，后果同样难以预料。 幸好，蓝鲸

1

号顶住了

12

级飓风， 中集集团也经受住

了考验，举国欢呼，世界瞩目，不但让中国

可燃冰试采取得世界性突破，同时也让世

界再一次见证了中集产品的上乘质量，一

举打破国际纪录，被誉为大国重器。

麦伯良轻拍了一下桌面，骄傲地说，

中集的世界冠军产品就是这样炼成的。

截至目前，中集已经做出了

24

个世

界冠军产品， 集团营收接近

1000

亿元，

在世界

120

多个国家地区有业务，在

60

多个发达国家和地区有投资。

麦伯良说， 这一切都要感恩老领导

袁庚当年的信任，虽然斯人已逝，小麦不

负厚望。 同时也要特别感恩改革开放的

大时代、深圳经济特区大环境，感恩共同

打拼的事业伙伴， 才让他实现了当初的

诺言与心中的梦想。

谈及未来，麦伯良说，还是会沿着受

人尊重的全球化跨国企业集团的目标继

续努力， 最大的心愿就是把世界冠军产

品从目前的

24

个做到

40

个， 能够在全

世界更多的地方看到中集的产品， 让大

家喜欢中集，喜欢中国。

麦伯良脚下的路依然山高水长。

资本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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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内功心法

特约记者 张凤春

适值深圳特区成立

40

周年，中集

集团董事长兼

CEO

麦伯良被评为深

圳特区

40

周年最受尊敬的

40

位企业

家，中集集团也被评为最受尊敬的上

市公司，先前更曾被央视评为中国年

度经济人物、深商领袖。 作为特区建

设的全程参与者，其杰出贡献书写了

深圳的辉煌，其传奇经历印证了特区

的成长，证券时报特约记者为此做了

特别专访，听麦伯良讲述了

40

年的精

彩瞬间，同时也请他传授了炼成世界

级企业家的内功心法，对于今天的投

资人与创业者，堪称一笔宝贵财富，值

得细细品味。

特约记者：

您是中国职业经理人中

的长青树

，

30

多年一直得到大股东支

持

，

稳定掌舵中集

，

您是如何做到的

？

麦伯良：首先，自己要坚定方向。

我自己从未想过离开，中间有很多机

会，比如赚钱或升官，都被我放弃了。

其次，人要自强，我全心全意做好这家

企业，给股东添光彩，让投资人少操

心， 这样其实自己掌握了主动权和选

择权。 其三，机制很重要，中集有科学

规范的股权结构和治理机制，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进行重大决策，股东既不

缺位也不搞一言堂，所以也不会轻易

换掉能干的经营管理者。 再者，真有

经营问题，我会主动承担责任，不用等

董事会追究，我自罚一百万。

特约记者：

中集多元化之路非常

成功

，

开发了多项世界冠军级产品

，

您

认为企业家应该如何拓展赛道

？

麦伯良：我们有三个标准，首先中

集有优势的；其次，未来需求趋势比较

明确的； 其三国家目前又是短板的。

自身优势是前提，然后才能整合全球

资源，开发中国及世界市场。 像中集

做模块化建筑，现在不赚钱的，但它对

人类的贡献很大，中集原有的技术优

势可以用上，市场也比较大，我们已建

了不少模块化酒店，反响很好，这个项

目就值得做下去，将来就会赚钱的。

特约记者：

中集既是高端制造业

的龙头企业

，

同时也是资本运营高手

，

请讲讲企业应该如何通过资本手段推

动产业发展

？

麦伯良：资本运营在中集是手段，

我们以产业发展为目标。 收购兼并肯

定是一个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式， 肯定

要坚持做下去。但是怎么做好，我认为

一定要先看你能给并购的企业带来什

么。 如果你有能力给它带去未来更好

的发展，注入更多的资源，这个收购就

比较容易成功。 像中集并购德国消防

车公司的例子，人家卖给我们，马上就

不愁订单， 买的材料也比原来便宜一

点，它就愿意交给中集。你能够真诚地

带给对方东西，它也感觉到价值，这种

收购就比较有意义， 也是成功的。 相

反，你收了以后不能帮助对方发展，还

阻碍了人家，能不出问题吗？

特约记者：

作为一家成功的全球

化企业

，

中集在国际化进程中如何进

行世界性的文化整合

？

麦伯良：最重要的就是相互尊重，

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没有高低，

像德国人有到点休假的习惯， 就要尊

重。 然后我们把业绩导向文化慢慢引

入，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慢慢这些

人也变了。其次要充分沟通，我们有什

么新政要推行之前是要充分沟通的，

西方人特别在乎这个。再有，总经理都

尽量选当地人， 当地人知道这个企业

怎么管。 我们叫全球运营、地方智慧，

目前中集海外企业

90%

都是盈利的。

特约记者：

您如何看待企业家的

社会责任与时代使命

？

麦伯良： 我认为企业家还是要为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世界发展、人类

进步贡献价值， 也可以说这是企业家

的使命。但与其他领域不同，企业家要

通过做好产品的方式来实现价值，担

当责任。比如集装箱当中会用到地板，

20

年前，都是进口木材，产自马来西

亚和印尼热带雨林，价格也很贵。后来

中集研发出竹木混合地板， 并且这个

木也是人工种植的速成杨木、桉木，主

体是竹子。经过中集这样改良升级，这

个产品就体现了多重社会责任， 第一

是保护热带雨林，对人类做出贡献，维

护地球生态环境；第二，供应链移回中

国，扶持国内产业；第三，竹子主要产

在落后山区，又支持了贫困地区发展；

第四， 现在的价格是

20

年前的一半，

对全行业降低成本贡献巨大。 这体现

了我们的使命，帮了世界，帮了人类，

帮了中国，帮了贫困地区，帮了行业，

同时也帮了自己， 通过企业发展为这

个世界做出点实实在在的价值。 官兵/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