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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孔迪/文

央企董事会改革加速
实习生 江丞华 本报记者 陈玮英/文

“天价酒”
背后的契机

根据原有规
划，2010年本应在
全部央企建立起规
范而完整的董事会
构架，但现在建立
董事会的央企仅有30家，“试点”之
路仍然漫长。
“十二五”期

间，国资委将继续
扩大董事会制度的
覆盖面，并且推动
已建立董事会制度
的企业发挥董事会
在经营决策中的作
用。

在砂石行业里，废水处理一直
是一个较为突出的研究课题。作为
中国砂石加工行业第一品牌的葛
洲坝五公司，在美丽的金沙江畔以
“创绿色工程”的理念，用集体的智
慧和辛勤的汗水，攻克了人工骨料
废水的难关，其独创的“分级回收预
处理+单级混凝沉淀+机械脱水”废
水处理工艺研究成果荣获 2011 年
度中国电力科学技术成果二等奖。

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位于四
川省雷波县和云南省永善县交界
处，是一座以发电为主，兼有防洪
拦砂和改善下游航运条件等综合
效益的水电站，电站装机容量
12600MW，年发电量 571.2—640.6
亿 KWh，是目前继三峡水电站之后

装机容量国内第二大水电站。由中
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简称：葛洲坝五公司）承建的溪洛
渡水电站大坝骨料加工系统，设计
毛料处理能力 2360t/h，成品骨料生
产能力 1780t/h，承担溪洛渡水电站
主体工程所需 1370 万吨粗骨料及
380万吨细骨料的加工生产供应任
务，是国内目前已建运行的大型砂
石骨料加工系统之一。

骨料加工系统是用水大户，如
用湿法生产 , 一个大型系统耗水量
每小时达千余吨 , 随之产生大量污
水。作为世界水电施工的第一品
牌，葛洲坝人不仅要为工程提供优
质的砂石骨料，还特别注重水电建
设的环境保护工作。2007年溪洛渡
水电站大坝人工骨料加工系统规
划设计之初，在三峡集团公司的大

力支持下，葛洲坝五公司对国内在
建的多个大中型骨料生产系统的
污水水处理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
发现多数骨料生产系统均投入大
量资金配套建设了污水处理工程，
但因设计上的缺陷建成后却很少
能够长期稳定运行。为了彻底解决
这一难题，葛洲坝五公司以溪洛渡
水电站大坝骨料加工废水处理系
统为依托，广泛吸取国内其它砂石
加工系统废水处理的经验教训，通
过大量科学试验对骨料生产废水
的水质特点、处理工艺、设备选型、
絮凝剂投加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地
研究，开发出“分级回收预处理+单
级混凝沉淀+机械脱水”骨料废水
有效处理工艺。

该工艺具有布置紧凑、占地面
积小、处理效率高的优点。通过对

废水中的悬浮物颗粒采取充分而
有效的颗粒分级预处理和后段高
效机械脱水措施，从源头控制和技
术预防两个方面成功解决了砂石
废水处理中常见的泥浆板结及脱
水难的问题。其关键技术和创新点
有四个方面：一是用机械设备替代
传统的预沉池实现废止了泥浆板
结现象的发生，确保废水处理系统
能够长期有效地运行。二是采用机
械脱水工艺，大大缩短了脱水的预
处理。避开了预沉池出渣难的问
题，减少后续沉淀设施和脱水设备
的投入，延长脱水设备易耗件、渣
浆泵及输浆管道的使用寿命，降低
运行成本。有效预防了后续处理过
程中泥浆板结、堵管现象的发生，
并为泥浆的后续处理提供了便利。
三是采用了由加药装置、混凝反应
池及辐流沉淀池组成的单级混凝
沉淀形式。充分利用辐流沉淀池泥
浆浓缩效果好，排泥设备成熟的优
点，有效防水泥浆脱水时间，提高
了脱水效率，增大了泥浆处理能
力。脱水后的泥饼含水率低，体积
小，有利于运输和堆存。四是通过
处理的废水，可收集循环再利用，
真正实现节能减排的意义。

应用本成果的溪洛渡水电站

大坝人工骨料加工系统废水处理
工程于 2008年 7 月 1日正式建成
投入运行，目前已成功运转 34 个
月，截至 2011 年 3月初，累计处理
系统生产废水约 505万 m3，回收石
粉和污泥约 47.5万吨，废水回收利
用 488万 m3。云南省昭通市环境监
测中心长期监测数据统计结果显
示，该项目回收水 SS 平均含量为
57.9mg/l，SS 去除率达到 99.9豫，出
水水质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96）一类标准。废水处理
回收利用率达到 98.6豫，实现了污
水的零排放。在 2010年 11月，以中
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
究院、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
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三
峡集团科技环保部、溪洛渡工程建
设部技术部、环保中心、公共部等
单位组成的专家组 , 在溪洛渡水电
站建设管理中心召开了《溪洛渡水
电站大坝人工骨料系统生产废水
处理工艺的生产性试验》科研成果
验收会议。专家组认为，该工艺可
连续稳定运行，代表了目前国内水
电工程砂石生产废水处理的前沿
水平，在设计、施工及运行管理上
具有推广意义。

我国幅员辽阔的疆土上，蕴藏

着丰富的水资源。根据最新水力资
源复查结果，2010 年底我国水电
装机为 2.13 亿千瓦，开发度为
39%，远低于发达国家 60%—70%
的开发度。近年来国际环保的舆论
曾经一度困扰了我国水电开发的
进程，但近期随着日本福岛核电泄
漏事故的不断升级，水电这种可再
生的清洁能源必然会重新得到公
正的评价。葛洲坝五公司“分级回
收预处理+单级混凝沉淀+机械脱
水”的骨料生产废水处理新工艺在
溪洛渡水电站的成功应用，在一定
程度上将改变人们对水电建设环
保工作的误区。

让水电建设实现节能减排
葛洲坝五公司溪洛渡水电站大坝骨料加工系统废水处理

工艺研究荣获“2011年度中国电力科学技术成果奖”

溪洛渡水电站大坝人工骨料
加工系统废水处理运行图

耿标 朱辉煌 冯新建/文

现代公司治理的原则源自希腊
罗马，而其中隐含的最高条款就是
不允许存在一个大权独揽的皇帝。
而近期的一次石油公司高层变动，
引起了社会格外的关注。

中石化傅成玉和中海油王宜林
担任的都是董事长职务，而此前，
中石化和中海油两家集团公司并没
有董事长这一职务，两家公司的一
把手都是总经理。
“从近几年的实践看，董事会制

度初步解决了‘一把手’一个人决
定企业命运的局面。”国资委副主任
邵宁说。进入王勇时代的国资委，
从定调“建设好规范的董事会”到
近期石油界人事调整，不断释放出
央企董事会治理提速的信号。

零起点快跑

三大石油公司均设立董事会制
度，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我国央企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提速，也意味
着国资委主导的在央企建立董事会
制度的新突破。

比“掌门人”变动更为重要的，
是人事调整背后的央企治理制度变
革。三大油企初设董事会，这意味
着，中石化和中海油将董事长、总
经理分设。据了解，两家公司的董
事会目前正在筹备中，中石油也将
设立董事会制度。
从 2004 年开始，国资委不断探

索中央企业的现代公司治理，开展
建设规范董事会试点工作。如何在
新时期有效配置资源，集成力量，
如何集成创新，王勇正借此次三大
石油换帅，将业界期待已久的央企
董事会治理进一步扩大、提速。

央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而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
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
从 2004 年开始，国资委在中央

企业开展了建设规范董事会试点工
作。6月份，国资委发布《关于国有
独资公司董事会建设的指导意见 (试
行)》，确定了宝钢、中国诚通集团等
7家央企进行试点。

几年来，国资委在董事会试点
及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方面做出了有
益探索，并在股份制改革的基础上
逐步实行外部董事制度。

2005 年 10 月 17 日，以宝钢集
团董事会作为启动试点工作标志，
成为央企中第一家外部董事全部到
位且超过半数的董事会，第一家规
范的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宣告成立。

时年 12月，苗耕书被任命为中
国对外贸易运输 (集团) 总公司外部
董事、董事长，成为央企外部董事、
董事长第一人。国资委开始启用退
役老帅，先聘为外部董事，随后再
尝试兼任董事长。
其后，国资委进行了由中央企

业现职董事长担任试点企业外部董
事的探索。2006年 11月，中国冶金
科工集团公司董事长杨长恒以在职
身份同时担任了攀钢集团的外部董
事。
直到 2009 年 6 月 11 日，国资

委宣布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
同时担任中国医药集团外部董事、
董事长，成为央企外部董事、董事
长第一人。“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是央企外部董事职业化进程中的一
大突破。”
五年间，截至 2010 年底，建设

规范董事会的中央企业户数扩大到
30 家。有 5 家企业探索了由外部董
事担任董事长，企业薪酬与考核、
审计委员会成员全部由外部董事担

任，也是国资委将业绩考核等权限
交给企业的基本条件。

结果是，这种完全不同于过去
行政管理式国企治理结构的新的制
度模式引起了注意。有外国学者呼
吁，西方公司应关注中国大型企业
治理特色。

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IMD) 金融与公司治理学教授迪迪
埃·科辛看来，“依照平衡与节制的
原则，完全由政府推动的国有企业
如今变得更加成功。董事会目前可
以选择部分高管，对这些高管进行
评估，并就薪酬与重大投资做出决
定。与西方董事会相比，这些董事

会受到的限制更大，但他们的权力
已有所提升。”
“非执行董事如今占到了这些国

企董事会成员的大多数。他们当中
有工人和共产党员代表，而这或许
会成为未来几十年内中国董事会的
特色。”

制度性突破

然而，根据原有规划，2010 年
本应在全部央企建立起规范而完整
的董事会构架，但现在建立董事会
的央企仅有 30家，“试点”之路仍
然漫长。
“121家央企中，53户特大型央

企负责人的任命权归属中组部，是
国资委全面推开董事会建设中需要
协调的制度因素。”一位跟踪央企公
司治理的研究人士分析说。

去年 9 月 4 日，国资委副主任
黄淑和在 2010中国企业 500强发布
会上表示，我国大企业首要努力的
方向是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重点
建设好规范的董事会，形成股东会、
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负其责、
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机制。分析
认为，从“试点”到“规范”两个
词语的微妙变化，意味着央企董事
会建设提速在即。
“在建材我主要是 CEO的角色，

而在国药集团我主要是抓方向战略
和重大决策以及风险防范等，具体
的管理是由总经理负责，团队建设
则由党委书记负责。”身为两家央企
董事长的宋志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过去两年中，这两家公司
发展都很健康，而且成长得都很快，
两个行业跨度不小，对我当然还是
有些挑战的。我自己给自己打分的
话，觉得自己还是及格的，完成了
国资委交给我的任务。”

根据规划，“十二五”期间，
国资委将继续扩大董事会制度的覆
盖面，并且推动已建立董事会制度
的企业发挥董事会在经营决策中的
作用。
“让董事会有权聘任和解聘经理

层，是央企董事会试点的必选项，
也是董事会改革的核心问题，而我
们现在没有突破。”北京求是联合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安林表示，

“这是董事会试点工作中所有问题的
中心，如果这个结打不开，其他结
也不可能打开。”

其次，“董事的人才库也是一
个难以迈过的坎。”天强管理咨询公
司总经理祝善波说。

增强活力、控制力与影响力，
是党的十七大强调的央企目标，也
是国资委的追求。从深层次的角度
来分析，活力的直接表现就是价值
创造能力，究其背后是人力资本成
长力与创造力。这是人才库建立的
关键点。

下一步，“我认为重点在于推
进央企董事会走向独立性、实体性、
实权性。”安林强调。

然而在当前中国职业经理人市
场化不太完善、治理结构不科学、
绩效考核不太规范的情况下，实施
难度与可行性都会大打折扣。如何
让董事会建设成为常态，在人员更
迭上很重要。

资深专家表示，企业管理者的
素质、能力、潜力等应该借鉴、纳
入更为科学的评价方式，并作为一
种常态，建立动态数据库，逐渐加
大央企管理者职业化的成分。

2010年 9月 25日国资委发布的
系列公告中，有一则消息并不抢眼：
清华大学会计研究所副所长杜胜利
继续被聘任为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外部董事，其聘期从之前的
一年增加到两年。对中国钢研来说，
“这条消息意味着其董事会建设进入
常态化。”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认为，董事
会最重要的职责是把住企业的战略
方向，“战略决策失误会给企业带
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有些更具有不
可逆性，会给企业带来灾难”。很显
然，中国需要一批战略型企业家，
如何培养并让其价值最大化显得尤
为关键。这也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董事会治理，想达到一个完美

的阶段，我们手里要有一批充足的
职业经理人。”此外，“对于外部董
事的管理、激励、评估方式等方面
也都需要有相关的配套政策。”国资
委研究中心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部
部长王志钢表示。

诚然，国资委已经有所动作，
一场央企深刻的变革即将开始。

开诚布公，年届60的傅成玉就这么开始了他上任中石化
后的达摩一指。

公开强调信息披露的透明程度，傅成玉第一次在媒体面
前，直白地与记者们沟通，拉开了与公众信息交流的新变革。

这位获得过中国企业管理最高奖项———“袁宝华企业管
理金奖”的掌门人，空降后不久，首度面对媒体就是进行危机
公关。

直指央企形象

从大庆走出，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傅成玉是为数不多的
具有中西方学习工作背景的央企负责人。

面对这批价值百万元的高档酒，不知傅成玉当时心里作
何感想。在中石化此前召开的内部工作会议上，傅成玉就天价
酒事件指出，在调查组最后结论出来之前，立即在全系统全面
开展自查自纠，通过此事，举一反三，抓好整改，对超标准、超
规定的行为，都要进行认真彻底地整改，树立中国石化负责任
的国有企业良好形象。

央企的形象受损，上百万员工受到影响，或许这才是“高
档酒”事件真正让傅成玉心痛的原因。谈及中石化的企业形
象，傅成玉表示，中石化的形象也是国企或是央企的形象，整
个社会舆论对国有企业不满意，有合理成分也有误解的成分。
“事实上，此事对中国石化、乃至对国有企业形象造成了

严重伤害，对中石化百万产业大军带来了心理压力，上百万员
工因为这件事抬不起头，尽管大家辛辛苦苦努力拼搏，但这一
事件却导致上百万人的耻辱。”尽管傅成玉的语气并无太多起
伏，但对央企形象的担忧溢于言辞间。

还会有多少天价酒？

据了解，中石化对于内部治理机制一直较为重视，目前该
集团应用于管理的SAP系统是一款用于企业资源计划管理的
软件，是全球企业管理软件与解决方案的技术领袖，通过该系
统实现资金集中、集中采购、集中销售等。

然而通过天价酒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内部流程表面
看来一切正常，但类似于鲁广余式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却可以
通过种种手段钻系统的空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余斌认为，天
价酒类似事件在所有企业都有可能发生，不只是在央企发生。

据了解，2001年12月，美国最大的天然气采购及出售商安
然公司因虚报盈余和掩盖巨额债务被曝光而申请破产。不久，
世通、施乐两桩会计丑闻也浮出水面。

随后，一些大公司的违规行为也相继暴露在阳光下，充分
暴露了这些企业对职业经理人的监管不力。2004年11月30日，
中航油集团控股的新加坡上市公司在开展石油指数期货业务
中巨额亏损5.5亿美元，这一事实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投资
人竟一无所知。

对于中石化内部管理系统可能存在的漏洞，中国石化集
团公司办公厅外宣处处长肖浩对记者说，集团公司会重视这
个潜在的问题，并安排有关部门妥善解决。

余斌表示，这些现象反映了经理层奢侈消费的问题。在经
理层，这些经理人可能不会为股东、大老板尽心尽力服务，他
们更多的是追求一种高消费。这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约束
这些经理层。”
“企业想要让内部人控制这种机制发挥令所有者与经营

者双方都满意的效果，既需要完善外部宏观监管环境，比如相
关法规和信息批露的透明程度，同时又需要针对职业经理人
建立长期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合伙人薛迥
文表示。

摆正央企的位置

之所以天价酒事件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余斌认为，这
也是央企的优势所在。

余斌解释说，国有企业的所有人是全社会，老百姓行使自
己所有者职权，对经理层资金的使用有监督、批评、评价的权
力。因此，央企出现这种事情，在这么多所有者的监督下，国有
企业一定会办得更好。
“不要害怕老百姓对央企的批评，摆正央企的位置，央企

就是老百姓的企业，接受批评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对国有企业
的爱护。”余斌说。

同时，余斌表示，国有企业也应认识到自身确实有做得不
足之处，国有企业应探索一个有效的监督方式，完善披露程
序，使其在程序上更科学。

北京石油公司政工处庄士新说：“用辩证法的观点看，这
件事的发生也未必全是坏事，它暴露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问
题，应该说公司反映诉求的渠道是畅通的，下一步应进一步完
善各项制度，积极落实好国家和集团公司的有关政策，解决好
企业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相关报道见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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