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05月20日 星期五
编辑：贾晶晶 李文新 E-mail：kggs·jia@gmail.com 校对：高秀峰 美编：王祯磊 央企

本报记者 孔迪/文

“集群式”开发模式
创新国际化经营
近期多家央企海外投资蒙受巨额

亏损引起关注，一些央企的境外资产
的安全和增值或多或少存在隐忧，国
务院国资委前不久召开的央企“走出
去”工作会议给企业敲响警钟。

中国企业不断反思的同时，也在深
入思索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创
新国际化经营，规避和控制风险，谋求
双赢和多赢。在国资委这次会议上，中
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集群式”模
式引起了一些企业和学者的关注。

发展模式创新

《中国企业报》：近年来中国企业
海外资源收购频遭设卡，但国际金融
危机期间，中国有色集团收购赞比亚
卢安夏铜业公司等三起并购，出手很
快，价格很低，你们是如何做到的？

罗涛：卢安夏铜矿宣布破产的第
二天，我们就报价收购了。这种速度根
本没让其他买家有足够的时间来反
应。之前，我们全天候盯防，天天盯着
了解下一步状况。

人还是最宝贵的。这些年中国有
色集团收购的矿产，依靠的全部是企
业内部技术和人员，已经打造出一支
熟谙国际运作的精锐团队。
《中国企业报》：中国有色集团作

为有色金属行业最早走出去的企业，
在这么多年的摸索中，你们有什么感
触，有没有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模式
和理念？

罗涛：几年来，中国有色集团先后
探索出直接投资、风险勘探、股权收
购、国际贸易等成功的合作开发模式，
并且通过整合内外资源，逐步完善产
业链条，走循环经济、绿色开发之路，
开辟出符合公司发展和当地实际情况
的“集群式”开发合作途径。

“集群式”开发模式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这

种模式最大程度地发挥了规模效应，
降低了开发成本，也提升了中国有色
集团在资源所在国的话语权，为企业
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中国企业报》：“集群式”开发模

式如何发挥规模化效应？
罗涛：以赞比亚谦比希铜矿为例，

这是我国在境外建成的第一座也是迄
今为止最大的一座有色金属矿山。合
作形式是赞方以资源入股，中方以技
术、设备和资金入股，通过合资合作方
式实现共同发展。
自 1996年进入赞比亚以来，中国

有色集团先后设立了 8家企业，开发
了 2座铜矿山、1座铜冶炼厂和 2 个
湿法炼铜厂。矿山生产的铜精矿作为
原料供给冶炼厂生产粗铜，冶炼厂产
生的硫酸又提供给湿法炼铜厂进行酸
浸提铜，形成了规模化的“集群式”开
发模式。
集团投资开发的赞比亚中国经济

贸易合作区作为中国在非洲设立的第
一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已经吸引了 13
家中外企业入驻，吸引投资超过 10亿
美元。“十一五”期间，中国有色集团的
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
有色金属产品产量分别增长了 7.52
倍、9.06倍、5.31倍和 12.1倍。
《中国企业报》：中国有色集团海

外并购屡屡成功，是否有不成功的案
例？原因是什么？

罗涛：入股澳大利亚稀土矿商
Lynas受阻。Lynas这个公司非常好，
有钽、铌，有稀土。他们主动找到我们。
但最后七次报价却被澳大利亚政府否
了。为什么？他们让我加上一条：稀土
矿石不能卖给中国。我是一个中国人，
怎么能写不能卖给中国人呢，我们便
决定退出了。

中国是 No.1
《中国企业报》：“集群式”开发模

式背后需要怎样的体系来支撑？如何

搭建？
罗涛：“集群式”开发模式背后是

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一整套体系的支
撑。

我们的业务涉及有色金属矿产资
源开发、建筑工程、相关贸易及服务三
大领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我们整
合业务资源、提升综合实力的关键。

集团通过构建产学研创新联盟、设
立企业研究基金、建立赞比亚经济贸易
合作区等多种形式，整合外部创新资
源，扩大外部支撑能力，创建了开放式
的创新平台。我们善用外部资源，实现
了借脑明智、借水养鱼、借船出海。

5年间，中国有色集团以主业发
展的技术需求为导向，构建了以专业
科研院所、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为主体的研发体系，拥有研究
设计院 4所，生产企业技术开发中心
17个，国家级研发平台 4 个，并发起
成立了“海外有色金属资源开发利用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国企业报》：如果放在全球比

较的话，中国有色的技术水平处于何
种位置？

罗涛：我们自主研发的 SGMB、
DGMB隔膜泵系列产品，国内市场占
有率 70%，跻身世界隔膜泵产品供应
商前三强，与荷兰、德国的企业比肩。

中国的铜冶金开始引领世界前沿
技术。集团旗下中国瑞林在闪速冶金
领域的成就吸引了世界同行。然而，技
术创新是一个方面，中国有色集团的
创新是全方位的集成式创新，涉及组
织机构、企业管理、制度建设、发展模
式、节能减排等方方面面。

在前不久公布的我国第三批创新
型企业名单中，中国有色集团在 154家
企业里排在第一，这意味着集团基本实
现了由传统型企业向创新型企业跨越。

目标直指千亿

《中国企业报》：近期你们在国外

投资情况如何？因为目前中国企业
“走出去”获取资源越来越难，而中国
有色是以海外资源开发为主业，如何
才能保持主业的可持续发展？

罗涛：中国有色集团今年初正式
在赞比亚开始建设投资总额达 3.4
亿美元、迄今中国企业在海外最大的
湿法铜冶炼项目，预计今年底投产，
设计产能为年产阴极铜 4.1万吨。此
外，集团在缅甸的年产 8.5 万吨镍铁
项目也将在今年 7月开始试生产。
“十一五”期间，中国有色集团

完成了由单一的工程承包业向三大
主业协同发展的转变；由单一的规
模扩张向“资本运作与产业运作一
体化、设计与施工一体化、国际与国
内一体化”的转变，形成了“三大主
业相互依托、国内国外整体联动”的
发展格局。

集团目前在境外拥有 2000多万
吨重有色金属资源量、3 亿多吨铝土
矿资源量、14 座矿山、5 个冶炼厂、1
个经贸合作区和 4家上市公司。
《中国企业报》：如何看待当前

的稀土市场，中国有色集团对稀土
有相关规划吗？“十二五”期间有什
么规划和思路？

罗涛：目前稀土价格已经“畸
高”，稀土产业需回归理性。当前稀
土价格已经比一年前涨了 10倍。价
格高得离谱了。中国有色集团近期
已开建国内最大的稀土分离厂中色
南方稀土(新丰)有限公司，预计 2013
年投产，产能 7000吨/年。

下一步，集团的资产总额目标
直指千亿。2011 年，中国有色集团将
力争实现资产总额和销售收入双双
突破 1000亿元、利润超过 20亿元、
有色金属产品产量超过 100 万吨。
未来五年，将力争实现资产总额和
营业收入保持每年增长 150 亿元以
上的发展速度，到“十二五”期末资
产总额和营业收入均增长 2 倍，利
润总额增长 4 倍。

“24年来，我先后参加了大秦、哈
大、京沪高铁等十几项国家重点工程
建设，经历了铁路建设从常速铁路到
快速铁路再到高速铁路的发展历
程。”只有高中文化的巨晓林无限感
慨：“在这个大舞台上，农民工也能有
作为。”

作为中央企业的一名农民工，巨
晓林从业 24年先后研发和革新 43项
工艺工法，为企业创造直接经济效益
600多万元。

而这离不开他所在的舞台———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农民工培训被
列入中铁的重要工作日程。同时，中
铁在收入水平、居住出行、医疗卫生、
子女就学等方面为农民工积极创造
良好的条件。

在这样的管理体系之下，巨晓林
从农民工成长为“技术导师”，只有初
中文化的窦铁成也从农民工转身为
“工人教授”……农民工正在成为央
企的知识型新型工人。

人才强企战略

前不久，按照中央企业团工委倡
导的“央企垣高校垣农民工子女学校”
的模式，国家电网、中国北车集团、中
铁建等中央企业团组织开展了 60项
以“青春关爱行动”、“捐书有我一本，
爱心有我一份”、“我与农民工子女手
拉手、心连心”等一系列志愿服务活
动。

与此同时，很多中央企业将关爱
农民工作为加强和创新企业管理的
有力抓手，对农民工一视同仁，打破
正式工、农民工的界限，让他们真正
融入企业中。

今年 2月，利比亚国内发生严重
动乱，在利比亚撤退行动中，面对生
命财产遭受严重威胁的局面，中国水
电集团公司安排国内的协议工先行
撤退。回国后，集团给员工发了安家
费，并考虑到暂时不可能重返利比
亚，在国内项目给他们找到新的工
作。
“水电集团党委在做好农民工工

作中，已经形成组织体系、制度体系
和主题实践活动体系。”中国水电集
团公司党委常委、中国水电股份公司
副总经理袁柏松说。

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全国共有
2.4亿农民工，中央企业直接使用的
农民工和通过劳务派遣、分包等形式

使用的农民工已达到 680多万人。
去年秋天，在央企红旗班组（科

室）和先进职工表彰大会上，国资委
主任王勇履新后首次公开出现在媒
体面前，他向所有受表彰者深鞠一
躬。外界认为，这身鞠一躬也是在向
央企发出人才强企的号令。

今年 2月 25日，国务院国资委
首次召开中央企业农民工工作会议。
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表示，农民工在
中央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黄淑和要求各央企积极探索整
体推进农民工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方
法。

紧接着，3月，中央文明办、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等 8部门
联合下发了《关于组织关爱农民工志
愿服务活动的通知》，要求中央企业
要通过大力普及“奉献他人、提升自
己”的志愿服务理念。

时至 5月，中央企业关爱农民工
志愿服务活动全面启动。国资委副主
任、党委委员黄丹华强调，启动仪式
后，各中央企业将围绕提高农民工岗
位技能、维护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
农民工身心健康、关爱农民工子女和
提升农民工文明素质等五个方面广
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农民工已经成为推进中央企业
改革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黄
丹华日前在中央企业关爱农民工志
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上，号召中央企
业从农民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问题入手，关爱农民工兄弟。

黄丹华表示，中央企业还要吸引
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到活动中，切实把
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办成“惠民
工程”、“民心工程”和“幸福工程”。

道善则得之

在“惠民工程”、“民心工程”和
“幸福工程”的背后，中央文明办专职
副主任王世明道出了其中更深远的
社会背景。“关爱农民工意在三个谋
求。”王世明说。
“关爱农民工是在谋求企业自身

的长远发展。《大学》中，康诰曰：‘惟
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
矣。企业弘扬道德文化，道德文化是
企业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依托。有德的
企业才有未来。关爱农民工就是谋求
企业的长远未来。所行非善，企业或
个人就不会很好。”王世明一语中的。

他认为，“关爱农民工是在谋求
社会公平正义水平的提高，是国企带

头引领全社会公平正义水平的提
高。”国企姓“国”，是公有制的基础，
而公有制包含的基本精神是“公平”。

王世明特别强调有一件事不可
小觑。央企 680万农民工，分布在大
江南北。如果他们被关爱，感到幸福，
会将之告诉父母子女，再传给四邻五
舍，如此口口相传，由于不公平引起
的麻烦减少，生活过得更公平。

王世明认为，“关爱农民工是谋求
利他精神的弘扬。利他是中国人的生
存智慧。从社会学角度，人的属性是社
会性，人以群体形式生存发展，以克服
大自然带来的麻烦。”关爱农民工将还
“利他精神”的本来面目，让农民工受
益，让关爱农民工的人受益，让关爱农
民工的人萌生利他心理。

在央企涌现出知识型新型农民
工的同时，经历了民工荒倒逼的民企
在用工方面也日趋人性化。“与其急
时四处抢工，不如平时留人；留人更
要留心。”现在众多民企已开始给农
民工发放工龄工资，一些民企办学
校，培训农民工。社会在转型，企业在
转型，农民工也在转型，在这样一个
大趋势下，企业只有从管理角度不断
跟进社会变化和新生代农民工需求
变化，才能做到适者生存。

央企“新民工”
本报记者 孔迪/文

专访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涛

保险不仅仅是一种产品，更是一种生活态度。2011年 5月
19日在阳光保险集团总部启动的阳光保险第二届客户服务
节，其目标正是为了让客户体验到在购买保险的同时享受优
质的生活。

2010年，阳光保险在公司成立五周年前夕举办了首届客
户服务节，在为客户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和愉快的服务体验
的同时，通过扎实的服务和理赔提速等一系列举措，客户服务
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增强了客户的满意度。作为首届客户服务
节的延伸与递进，阳光保险集团第二届客户服务节制定了更
贴近客户需求的主题：“品味阳光，享受生活”，旨在突出阳光
保险带给客户的除了优质保险产品和温馨服务外，还有健康、
绿色、多彩的阳光生活方式。

实惠回馈多多 服务承诺升级

阳光保险集团第二届客服节为期三个月，从 5月 19日至
8月 19日期间，旗下的阳光财产保险、阳光人寿保险将秉承
阳光保险诚信关爱的服务理念，通过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将
一系列客户服务新举措和实惠优质的回馈活动带给广大的阳
光客户。

在与消费者息息相关的车险方面，作为第二届客服节的
重头戏之一，阳光财产保险致力于探索“更快捷、更方便、更多
样”的客户服务举措，推出了“车险服务承诺”升级活动。包括
“免单证、一环节、报案 24小时赔付：5000元以下无异议车损
案件，免单证、报案后 24小时赔付”；“关爱三个一：免费为出
险客户赠送报纸和饮用水，天气恶劣时有阳光爱心雨伞供客
户使用”；“VIP贵宾服务：VIP客户持客户服务卡可享受一系
列贴心服务和专享服务”；“非事故道路救援（电销客户）：针对
电销承保客户提供非事故车辆现场维修、拖车、换轮胎、应急
加油、电瓶充电、应急加水等非事故道路救援服务”；“三维通
赔：全国范围内甲地承保，乙地查勘、丙地领款的三维通赔”；
“客户自主查询：提供互联网、电话和柜面方式的自主查询，便
于客户快速获得需要的信息”；“购物优惠：在保客户可享受阳
光签约商户购物优惠的活动”七项服务承诺。

阳光人寿保险则推出“品味生活，享受阳光”客户电影节、
“阳光放映厅”露天电影节、“给力生活”全国巡讲等一系列回
馈客户的服务活动。用阳光保险的话说，就是“我们期待能与
客户共同分享美好的阳光生活”。

营造品质生活 爱心回报社会

除了实惠优质的客户回馈之外，阳光保险还大打“公益”
和“爱心”牌，组织了多项社会活动，以期为消费者营造舒适、
和谐、友爱的生活氛围。

作为一家以社会责任为己任的金融企业，成立近六年来，
阳光保险的业绩单与公益成绩单交相辉映，坚持不懈地进行
社会公益和回馈，将阳光般的温暖洒向社会，践行“共同成长”
的企业使命。在本次客服节期间，阳光财产保险将组织“续保
有礼”———价值客户大回馈、“阳光在行动，低碳生活带回家”
世界环境日大型公益活动、“阳光关爱到身边”青年志愿者活
动、“感受阳光，亲近自然”VIP客户自驾游摄影采风、企业客
户风险管理服务等多项活动；阳光人寿则强力打造“阳光公益
保险服务季”，不仅推出了低碳、便捷的第二代“阳光快易保”
投保系统，还实现了通过腾讯 QQ财付通购买阳光意外险产
品的“保险 E化”功能，此外“爱心 1+1”捐助活动，将携手客户
共同体验公益生活，创造时尚价值，用阳光的企业价值践行社
会价值，达成企业、客户、社会三方的共同成长。

专题网站直播 玩游戏抽大奖

在阳光产险和阳光人寿大力推出客户回馈计划的同时，
阳光保险集团将在专题网站（http://gift.sinosig.com）全面介绍
客服节活动，跟踪报道客服节进展。此外，集团还将推出转盘
抽奖活动：客服节期间，凡收到阳光保险 95510短信邀请的客
户，均可获得凭手机号码及短信密码登录该公司官网参与“玩
大转盘游戏抽大奖”活动机会一次。2011年 5月 19日至 8月
19日期间承保的阳光人寿个人客户，有机会在集团组织的抽
奖活动基础上额外享有一次抽奖机会。同时，阳光保险集团还
联手合作伙伴，于客服节期间每月为客户免费提供 2000本健
康知识类杂志，客户可登录阳光保险官网申领。

阳光保险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为客户创造价值作为重要
的核心使命之一。经历了近六年的扎实工作，阳光保险已经建
立了由专业的员工队伍、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先进的 IT平
台、高效的电话中心组成的完善、领先的客户服务体系，快速、
优质的客户服务赢得了广大客户的高度认同。截至 2011年 4
月底，公司累计客户数已从 2005 年底的 0.71 万名增至
3569.78万名。

在积极推进基础客服的同时，阳光保险于 2010年 5月启
动了增值服务，为广大客户提供衣食住行等多面、灵活、立体
的附加值服务。截至 2011年 5月初，阳光保险已与十三家行
业排名领先的商家建立了增值服务战略合作关系, 另有十余
家正处于商谈阶段。目前，增值服务的合作主要通过优惠券的
形式进行，除此之外，阳光保险也在努力探索多样化的合作模
式。增值服务各类优惠信息可通过短信、EDM、官网增值服务
频道等多种宣传途径即时向客户发布，让客户在享有保障的
同时享受到来自阳光的更多服务。

据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2004年 5月 19日是“阳光创
业日”，将客户服务节定在每年的“5·19”就是要提醒每一位阳
光员工时刻牢记公司与客户的鱼水关系，公司的一切价值源
于客户，没有客户便没有一切。该负责人表示，阳光所做的一
切是要让客户真实、直接地感受到阳光的温暖与人文关怀，
感受到阳光的科技与进步力量。为此阳光将坚持“让我们的
服务成为客户选择阳光的理由”的客户服务导向文化及“亲
切关爱、高效便捷，价值分享、诚信服务”的客户服务管理文
化，坚定不移地朝着“打造卓越的
客户服务能力”的目标迈进，接受
客户和社会的监督，力争通过新
的服务标准为客户提供更加愉快
的服务体验，用高品质服务不断
赢得广大客户对阳光的信赖、认
同与支持，实现公司与客户的共
同成长。

（李楠）

阳光保险第二届客户
服务节回馈升级

品味阳光
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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