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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建忠 樊瑛

“电信有华为，邮政有百德”，这是成都

百德邮政专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成都百德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承刚

2011 年喊出的口号，他以华为为榜样，不断

开拓奋进，从 1998 年下海创业发展到现

在，成绩裴然：5 年前他进军物流行业，研发

的物流分拣设备在行业中树立起了标杆；

20 多年来他领导的企业已经拥有近 70 多

项专利技术，成功在中国邮政行业中赢得

了良好的信誉，他是一个拥有华为战略思

维的企业家、战略家，他领导的百德成为中

国邮政企业专用设备品种最多、门类最全、

集成最快、服务最佳的行业隐形冠军……

李承刚以宋代文学家范仲淹“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作为座

右铭，他心系普通百姓信赖邮政服务的故

事，如一串串动人的音符，奏响了饱含家国

情怀的壮美乐章。

李承刚心怀“国之大者”
把握大势敢担当

李承刚心怀“国之大者”，心怀国家和

人民，心系发展与稳定，站位高远，勇于实

践，始终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由此出发，他紧扣时代

要求，踩准时代步伐，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刻把握

时代潮流和国家需要，大胆创新，敢打善

拼，敢为人先。在创业创新中，他认为国家

和企业是一体的，所有企业的命脉，无一不

是以国家为中心，只有站在国家高层的维

度思考问题，规划全局，企业才能有更大的

发展。

他先后在 2010 年、2011 年通过全国人

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向“两会”提出了

“改变中国的 5 个建议”。其中的《改变中国

房地产体制、抑制房价》《政府应把高铁作

为支柱产业来扶持》《在全国邮政城乡网点

应销售火车票》这三大建议已经全部变为

现实，另外，第四条建议《每周变双休为单

休，每月有一个小长假，以拉动旅游经济》

正在路上，而第五条《藏水入疆》的建议，更

是彰显了他的家国情怀。“藏水入疆”，即将

西藏雅鲁藏布江的水引入新疆的塔克拉玛

干大沙漠，变沙漠为绿地。为了解决新疆

“沙漠化”的问题，他多次坐飞机穿越在西

藏、新疆之间，并最终提出了“藏水入疆”计

划。

“只要打通 1000 多公里的隧道，通过这

里再到这里，然后再到这里，雅鲁藏布江的

水就可以到达新疆塔克拉玛大沙漠和内蒙

古、甘肃、宁夏等沙漠地带，让这些沙漠变

成绿洲。”李承刚在地图上边指边说。

2018 年 6 月，李承刚向成都市领导提

出《关于精准扶持 500 家行业隐形冠军》的

建议，希望对有潜力、有研发能力的行业隐

形冠军企业，设立行业冠军办，集中对 500
家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扶持管理，而这一建

议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和采纳。因此，成都市

政府将此建议纳入 2018 年扶持民营企业

25 条政策之一。

在李承刚的带领下，成都百德公司先

后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邮政行业技术

研发中心、四川省工业设计中心、成都市工

业设计中心、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成都市

企业技术中心、成都市十大最佳优秀雇主、

物流行业优秀技术与装备供应商、2019 中

国物流行业科技创新企业、物流技术装备

“AAA”级信用企业、双流创新企业、双流优

秀企业、双流税收贡献突出奖等 40 多项荣

誉。

抓住战略新机遇
荣获四川首批30户
新经济示范企业

“要成为新经济企业，就要在信息化和

产业化深度融合，在商业模式和体制机制

上创新，在互联网和新技术上下功夫，这是

推动传统经济活动的转型升级和新兴经济

活动蓬勃兴起、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的重

要路径。”李承刚说。

9 月 28 日，“新经济·新投资·新机遇”

———2021 四川省新经济创新发展暨重点项

目推介会在成都召开。会议由四川省经济

和信息化厅、四川省财政厅主办，四川省集

成电路和信息安全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中国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承办，四川省发

展改革委、科技厅、财政厅、商务厅、省统计

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有关省直部门、部

分市（州）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领导及相

关业务负责同志、知名投融资机构代表、相

关产业园区、新经济企业代表以及新闻媒

体代表共 160 余人参会，四川省经济和信

息化厅机关党委书记周海琦出席会议并致

辞。

周海琦介绍，2020 年，四川省共 10 户

新经济企业入围全国新经济企业 500 强。

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12.1%，作为新经济重要领域的高技

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1.4%，电子信息产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27.1%，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营业收入增长 1.8 倍。周海琦表示，到 2025

年，四川力争新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达到 20%左右。

成都百德公司要发展，必须要成为新

经济企业。李承刚敏锐地捕捉到了市场的

先机，带领成都百德公司以打造“全球知名

智能化物流设备企业”为目标，一是把开发

重心放在邮件自动化分拣系统、邮件自动

化传输系统以及邮件自动化装卸系统，在

全国邮件处理中心提供规划设计+研发生

产+总集成+总承包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和远程运维服务模式；二是围绕包裹最后

一公里投递，打造智能包裹柜全生命周期

管理+远程运维服务+运营模式，在智能信

包箱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和发展建议赢得

了业内高度认同，成为国家邮政局新一代

智能信包箱国家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三是

大力推进向服务型制造升级转型，在全国

20 多个省市推广运用“邮件处理中心项目

“总投资、总规划、总集成、总承包、总运营

模式”，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在会议现场，

成都百德公司以骄人的业绩，作为首批认

定的 30 户新经济示范企业获得授牌。

如果说新经济将推动企业增加新的动

能和快速发展，那么新经济示范企业将为

成都百德公司在新时代发展插上腾飞的翅

膀、再攀新高。

融合发展新模式
开辟百德邮政、快递新的路径

冲刺高质量，融合发展新模式。成都百

德公司在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承刚的带领

下，始终坚持创新发展，不断开拓进取，该

公司在经营的战略转移上，从 2015 年给上

海邮科院自动化邮件分拣机做滑槽配套开

始，一步一步地进入到自动化邮件分拣机

的自动传输、自动控制、自动识别的核心部

位，全面研发，全配件的生产，全套设备的

安装，全过程的操作使用，让成都百德公司

成为自动化邮件分拣机制造商，成为尖端

的高新技术公司。

从 2017 年在四川广元邮件处理中心率

先开创分拣外包后，成都百德公司先后进

入南京江宁、石家庄中心局藁城邮件处理

中心和石家庄东部五县出口集包中心开展

分拣外包业务，在各个支点上取得了战术

成功后，让企业快速进入到邮政、快递行业

的内部现代化设备使用和邮件处理环节中

去，为成都百德公司的经营模式发展开辟

了一条新的持续发展路径。

近期，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为了缩短邮

件的处理时限，在成都双流机场建立新的

邮件分拣中心，该中心的分拣设备，由集团

公司统一集中采购。

采购分为机械传输部分，电气部分，控

制系统部分的设备及技术指标、功能作用、

设备安装和技术服务与支持能力等。总之，

甲方提交的文件要求高、分类细、指标多、

把控严、制约强。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以委托第三方招标

评标的方式运作，所有生产邮件分拣设备

的公司都可以投标竞标。

面对几千万元的采购蛋糕，各生产厂

家都跃跃欲试。成都百德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李承刚认识到中标该项目有很深远的

重大意义，决定积极应战，当仁不让，千方

百计拿下该项目。李承刚分析了成都百德

公司的优势，他认为，成都百德公司是在该

项目的内围作战，其他竞标公司都在千里

迢迢的外围攻打，他们的设备运输费、外来

安装费、人员往来差旅费、技术支持服务费

等，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成本支出，必须要

列入采购中去，而成都百德公司可以把这

部分除去，竞标价格就比其他竞争者低，投

标胜算成功率比别人高。

首先，成都百德公司的研发生产能力

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对该项目的时间点可

控，按时完成有保证。

其次，在设备的研发、生产、运营使用

上积累了不少的经验。

再次，从广元、南京江宁、到石家庄藁

城的成套设备使用来看，设备技术成熟、运

行稳定、各项指标良好。

成都百德公司投标决心大，期待中标

信心足，经过不懈努力，于 8 月 27 日拿到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中标通知书。目前，双

流机场项目已正式投入使用，设备运行情

况良好，赢得了客户的高度赞誉。

梦想长风已鼓满船帆，目标灯塔正照

亮征程。成都百德公司在李承刚的坚强领

导下，不畏风急浪高，不惧险滩暗礁，中流

击楫，以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

气概勇往直前，扛起百德担当。针对厦门邮

件处理中心项目，李承刚未雨绸缪、高瞻远

瞩，激发了百德公司不断奋进的激情，勇于

突破、积极作为，点燃了百德公司干事创业

的磅礴力量。时隔 2 月多的时间，经过百德

公司团队集中精力、砥砺奋进、顽强拼搏，

厦门邮件处理中心项目，于 2021 年 11 月 2
号，再次拿到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中标通

知书，两个项目中标金额共计 1.3 亿元。

推动发展新维度
实现成都百德公司高质量发展

增强创新能力，推动发展新维度。面对

新的形势，李承刚充满信心地说，在当前疫

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下，成都百德公司仍然

保持快速发展的强劲势头，今后在决策上

要以小见大，以近见远，放大格局，纵观未

来，把握当下，步步为营，不失时机地抓住

商机，稳扎稳打，把公司做成“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做成“隐形冠军”企业，做成“新经

济企业”，为成都百德公司做大、做强、做实

奠定坚实的基础。一是，聚焦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

服务业融合两大主线；二是，抢占新技术前

沿、大力发展新产业；三是，创新发展新业

态、融合发展新模式；四是，在打造应用新

场景、营造产业发展生态、提供保障措施等

方面持续用力；五是，中国有好的总集成、

总承包运营商，将带来更优质的服务，促进

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成都百德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承刚是

一个有情怀的企业家，在企业成立二十周年

的时候，李承刚作了“二十年风雨历程回顾”

的精彩发言，他以《一支浆糊笔，成就了一个

梦想企业》为题，畅谈了二十年专心致志为邮

政研发、生产专用设备的历程。李承刚感慨地

说：“二十年来，我们提出了‘为中国邮政服

务，就是为中国老百姓服务’的发展初心和信

念，专心致志做邮政行业所需的产品，一心一

意跟进邮政的时代需要和发展，不离不弃，赢

得了中国邮政的信赖和好评，今天终于结成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真诚战略合作伙伴。”

回顾企业二十年发展历程，李承刚欣喜地说：

“二十年我们为中国邮政行业作了八件大事：

研发生产信报箱，解决了千家万户信报收投

难的问题；为邮政作标准化营业厅，改变了中

国邮政的对外形象；为邮政投递部更新投递

分拣分发桌椅、柜台格口，让现场整洁有序；

推广报刊亭，让邮政在人民心中永远存在；研

发生产邮政智能包裹柜，解决了投递最后

100米的难题；与邮政科研所结成战略合作

伙伴，让我们快速融入到邮政自动化、智能化

的发展轨道；研发新型的皮带输送机，交叉带

分拣机、直线机；外包服务，又为公司的发展

找到一条新路径，我们在卖设备的同时，也在

考虑卖服务。”

李承刚总结出了公司在经营发展上的

“十条经验”：“勤奋，是企业发展的基石力；

危机意识，是企业发展的推动力；创新，是

企业发展的持续力；研发，是企业发展的强

劲动力；格局，是企业发展的预见力；人才，

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力；质量，是企业发展的

信誉力；团队，是企业发展的聚合力；管理，

是企业发展的盈利力；开放合作，是企业发

展的资源整合力。”

“十四五”开好局
谱写新时代百德发展新篇章

“十四五”，我们这样开局起步。获得新

经济示范企业，成都百德公司绘制新的发

展蓝图，涌动着每一个员工创新的心。李承

刚表示，一是 23 年专注邮政快递及物流制

造业，一直坚守“我能为您做什么”和“为中

国邮政服务就是为中国老百姓服务”的发

展初心，把企业特色与客户的真实需求和

信息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助力邮政和快

递企业邮件处理各个环节的快速发展；二是

以“中国梦”“百德梦”为基石，以客户为中

心，以技术为核心，以人才为根本，积极引进

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致力于邮件分拣技术和

终端信息技术的研发，打造核心技术研发团

队，助力公司快速发展；三是科技创新驱动

多元化合作，实现了从传统制造业向机电信

息一体化的跨越式转型，实现了从单一产品

向总体项目总集成、总承包、总运营转型；四

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物流制造业协

同关系，打造效益共同体，深度整合物流产

业链上下游资源，从研发、产业、市场、合作、

战略几个方面进行深度的合作，实体经济将

延续稳定恢复向好态势。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十四五”开

好局起好步，凝聚起成都百德公司砥砺奋进

的力量，李承刚正在谋划“十四五”期间每年

产值 10-20亿元的宏伟蓝图。同时他准备写

好三本书：即《国家进攻战略》《企业进攻战

略》《人生进攻战略》，他倡导在市场上要实行

主动进攻战略。李承刚，心怀“国之大者”，正

奋力谱写新时代百德发展新篇章。

李承刚：心怀“国之大者”
奋力谱写新时代百德发展新篇章

荫成都百德公司办公楼

荫成都百德公司第二生产基地鸟瞰图

荫胶带传输设备组装车间 荫伸缩机组装车间 荫石家庄藁城邮件处理中心 荫自动折弯机器人

荫上海青浦圆桌会议领导班子到成都百德公司交流

荫成都百德公司获得“ 年四川省首批 户
新经济示范企业”授牌现场 荫成都百德公司技术研发中心

荫成都百德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承刚在授牌
现场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