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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万斯琴/文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为扩建年
产 8000 吨好想你红枣系列产品
深加工项目，项目位于河南郑州
国际机场工业区和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阿克苏市南工业园区。项目
完成后，公司将新增万吨冷库 2
座、红枣预处理车间 2 座、枣片车
间 2 座、枣博士车间 1 座、健康情
车间 2 座以及成品库及包装库房
1座。本项目预计总投资 28649.94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6480.55 万
元，流动资金 12169.39 万元，其
中：新郑加工基地固定资产投资
9311.97 万元 ，流动 资 金投 资
7351.79万元。阿克苏加工基地固
定资产投资 7168.58万元，流动资
金投资 4817.60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
公司将形成覆盖河南、河北、新
疆三大红枣产区的生产加工基
地，公司的生产能力、研发能力、
营销能力，原材料保障能力等方
面将进一步强化。随着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产能扩大、产能利用
率的提高以及新产品的不断推
出，公司产品走高端化、系列化，
产品结构上走健康营养之路的
战略得以加速实施，新的利润增
长点也随之形成，主营业务收入
快速增长，经营风险有效降低，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巩固在红枣
深加工细分市场的领先地位，不
断扩大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和品牌影响力。

中国建材：
多管齐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建材这样一个高耗能又充
分竞争的行业，作为中央企业，是
如何让抓住机遇，发挥影响力和带
动力，积极践行国家产业政策，在
实现企业自身快速成长的同时又
如何带动行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如何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企
业在做大的同时又快速做强？在
“十二五”时期，又有哪些发展策略
目标呢？

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建
材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志平，
中国建材集团总经理、中国建筑材
料科学研究总院院长姚燕和中国
建材集团董事、中国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曹江林，他们从集团战
略、科技创新以及经营管理三个层
面对提问逐一解答。

建设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中国企业报》：“十二五”规划
纲要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
坚持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对
于建材企业来说，你认为中国建材
集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主
要体现在哪里？

宋志平：我觉得中国建材集团
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得这
么快，关键在于有一个清晰的企业
发展战略。

我把集团的发展战略概括为
两句话：大力推进水泥、玻璃的联
合重组、结构调整与节能减排，大
力发展新型建材、新型房屋与新能
源材料业务。

按照国资委对建材央企提出
的发展要求，中国建材集团坚持
“一二三四五”的管理理念与发展
定位：即以“善用资源、服务建设”
为核心理念，强化资本运营和联合
重组两个轮子作用，实施“科技创
新”、“大建材国际化”和“人才强
企”三大战略，努力建设创新绩效
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责任型的“四型”企业。

集团开展治理规范化、职能层

级化、业务平台
化、管理数字化、
文化一体化的“五
化”管理，通过锁
定目标，充分发挥
央企特有的优势，
提升传统产业，发
展新兴产业，实现
了集团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的变化，
成为集科研、制
造、贸易为一体的
建材行业排头兵
企业。努力把中国
建材集团建设成
为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综合性建材
服务商。
《中 国企 业

报》：多年来，中国
建材集团在积极探索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的道路上，取得了弥足珍贵
的经验。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主
要采取了哪些方式方法？
宋志平：在建材行业这样一个

既关系国计民生、又高度市场化的
基础原材料领域，中国建材集团坚
持走资本运营、联合重组和集成创
新的符合规律的发展道路，成功解
决了企业资金从哪里来、规模如何
扩大、核心竞争力怎样提高的问
题，实现了集团快速健康发展。

多年来，中国建材集团采取
“央企市营”的动力机制，走一条包
容性成长的道路，带动其他所有制
企业共同发展进步。
我们对于重组企业采取“七三

原则”：即中国建材收购 70%，给其
他投资者或民企创业者留 30%股
份，把市场机制真正引入到央企内
部，同时中国建材集团积极推动企
业成员的上市公众化进程，用少量
国有资本带动大量社会资本，来共
同推动企业的发展，提升企业的市
场竞争力。
这里有个数据，就是到 2010

年底，集团安排了 10万个员工就
业岗位，为国家创造利税 85.8亿
元，归属国家的所有者权益回报率
高达 20%，集团创造利润的 60%归
属广大社会投资者和股民，成长为
为国为民赢利的央企。

中国建材集团作为建材行业
的央企，一直都很注重履行央企的
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
不断加强和完善企业党建工作，努
力把企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核心
竞争力。
“十二五”期间，中国建材集团

将通过突出经济效益和运行质量、
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联合重组和
资本运营、绿色低碳和节能减排、
“大建材”和“走出去”五大战略，实
现在转型中发展、在调整中前进。
力争 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2500
亿元，利润总额 200亿元。
强化科技创新
引领产业升级

《中国企业报》：中国建材集

团作为科技先导型企业，将科技
创新作为三大战略之首。近几年
来，科技创新对集团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推动行业产业转型升级
起到哪些强有力支撑？

姚燕：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
一件事，2005年 2月，在中国建材
集团与中国建材科学研究院重组
时，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听取建
材集团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时指
出：“建材集团和建材院的重组，
使建材集团成长为有国际竞争力
的企业成为可能。”
通过中国建材集团与中国建

材院的重组，中国建材院与集团
所属科研设计院所的联合重组的
“两次整合”，实现了“两个集成”，
即科研与产业的集成和科技资源
的有效集成，集团发挥了转制院
所的科技优势，保持了其平稳过
渡和快速发展，探索出了一条科
研院所转制后实行企业化发展的
新路子，进一步增强了集团的自
主创新能力。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

迪、原国务委员陈至立先后到建
材总院调研考察并指导工作，对
建材集团和建材总院的重组模
式、战略定位、取得的成绩给予了
充分肯定，称赞建材总院进入中
国建材集团这一重组整合是科研
院所转制的“第三种模式”。
《中国企业报》：在科技创新

的同时，集团是怎样结合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来引进先进的人才与
技术，加大集成创新的力度的？
姚燕：中国建材将“科技创

新”置于集团三大战略的首要突
出地位。为中国建材迎接国内外
竞争、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2006 年中国建材总院成立
后，中国建材集团技术中心依托
中国建材总院，联合中国建材股
份、中国建材轻机等核心企业成
立了新型建材分中心、玻璃分中
心和水泥技术研发中心等 7个中
心，制定和通过了技术中心组织
管理办法和“十一五”科技创新计
划，成立了技术中心专家委员会，
形成集团层面的研发设计、产品
制造和装备制造三大板块的有机
结合，推进了院所和企业更紧密
的结合，进一步强化了集团公司
的技术创新体系。
依托这一平台，中国建材总

院引进了国家千人计划人选汪洪
博士与中建材玻璃公司在 LOW-
E 玻璃项目上开展了有效合作，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中国联合水
泥与合肥院合作，在河南南阳兴
建的日产 3000 吨和日产 6000 吨
的两条大型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为合肥院从事新型干法生产
线提供了技术实践的平台；北新
建材与杭州新材院合作，在引进
消化吸收国外大型纸面石膏板生
产技术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从
最初一条生产线发展到目前的全
国性战略布局，实现了亚洲石膏
板第一的阶段性战略目标。

推进联合重组
优化存量结构

《中国企业报》：在建材这样
一个高耗能又充分竞争的行业推
进联合重组，中国建材集团如何
发挥影响力和带动力，积极践行
国家产业政策？
曹江林：“十一五”初期，在我

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带动下，建材
产业规模迅速壮大，水泥、玻璃产
能已居世界首位，行业规模足够
大，但大而不强。
例如水泥行业，当时有几大

特点：首先是企业高度分散、集中
度低；其次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最
后是部分地区产能过剩趋势明
显，恶性竞争导致水泥价格严重
背离价值导致整个行业效益偏
低，不少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在这种大的行业背景下，中

国建材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个
高度依赖资源和能源、对环境有
一定负荷的重资产行业，我国建
材行业规模已经足够大，不能再
继续以往那种传统的以产能扩张
来扩大规模的成长方式，而应该
寻求一种基于存量结构优化的全
新成长方式。一方面要加快产业
结构调整，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
力度；另一方面要快速推进组织
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
施大规模联合重组，促进建材产
业的发展从粗放式向集约式转
变。
《中国企业报》：中国建材是

如何进行存量结构优化；在实现
企业自身快速成长的同时又提升
行业价值的？
曹江林：可以说中国建材的

发展史就是一部联合重组史。
中国建材本身就是在联合重

组的基础上成立的，其四大主营
业务水泥、轻质建材、玻璃纤维及
复合材料、工程服务都是通过联
合重组的方式实现了规模的快速
扩张。

5年来，中国建材重组水泥企
业超过 180 家，构成中国建材水
泥业务的三大水泥公司中联水
泥、南方水泥、北方水泥共计 2 亿
吨的水泥产能，大多是通过联合
重组取得的。中国建材制定了“大
水泥”发展战略，以“区域化”为策
略，以联合重组为主要方式，快速
做大做强成为区域领军企业，为
节能减排做出贡献。
在风力发电叶片方面，成功

收购欧洲第二大风电设备厂商德
国 NOI 公司，建设海外叶片研发
中心，构建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集研发、设计、制造为一体的我国
最大的兆瓦级大功率风力发电叶
片生产研发基地，在连云港、沈
阳、包头、德国北豪森及新疆哈密
风电叶片基地建设已形成规模，3
兆瓦 55 米叶片投产、5 兆瓦 62
米复材叶片及 1.5 兆瓦竹纤维叶
片下线，进一步奠定了行业领先
地位。

对话

管理长达 1320 公里的莱茵
河，事实上与从高碳向低碳的经济
转型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莱茵河治理需要制度建设，开
发方略为兴利除弊、航运为先、因
段制宜。在兼顾多方的基础上，将
河流整治与流域经济开发、港口城
市建设与产业布局紧密结合、融为
一体。

有趣的是，中国建材所隐含的
核心价值观“善用资源、服务建设”
与“莱茵式”发展不谋而合。以社会
公平、和谐发展的理念为基础的莱
茵模式，兼容“社会”与“市场经
济”，既注重了效率，又突出了公
平，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
源相对稀缺、经济基础薄弱、地区
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实行市场经济 ,
这是前所未有的探索。建材行业是
资源、能源高度依赖型行业，如何

用好市场经济这一“无形的手”,提
升行业的资源有效配置能力，创新
发展新思路是关键因素。

在企业的战略决策上，莱茵模
式倾向于以“共识”为基础，并采用
一个长期的视野，注重研究企业和
社会的相互依赖性，关注股东及其
他利益相关者，关注长期利益以及
社会和环境责任。

集中度低、低水平竞争，是无
法提升质量和产业升级的，受损的
不仅是广大消费者，还有国家的资
源和环境，最终也包括企业自身。
国家现阶段提出的包容性增长，其
落实重点是在产业发展上，对于关
系国计民生和战略资源型产业，基
于国家战略和国家管控，依靠央企
来进行产业链整合，对产业发展进
行整体布局。

中国建材包容性发展的路径
正是抓住长期结构性变化的机会，
以行业健康发展为“共识”，兼顾多
方，适时对建材行业整体布局，从

过去依赖内部资源整合、自我滚动
发展为主的增长模式向以行业整
合、资源重组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外
向型增长模式转变。

纵观中国未来 20年，将迎来
日益扩大的城市规模以及相应的
社会变革和资源分配问题的挑战。
以此发展，企业在实现盈利目标的
同时，所承担的环境压力和社会责
任愈来愈大。

为了优化行业的资源配置，中
国建材作为国家企业，以资源整合
者的角色，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承担
了行业改革成本，对行业进行联合
重组，解决了大家共同的活路，改
变了产能严重过剩，上万家企业竞
相压价，有的甚至靠降低质量、牺
牲环境来求得生存的局面。

莱茵模式强调“市场”、“国家”
和“社会”三者的有机结合和统一，
其实质是一种由国家调节的、最大
限度地发挥市场力量在调节经济
活动方面的作用，并在市场调节无

效时由国家进行必要干预的经济
发展模式。

从微观层面来看，中国建材建
立了一个反应快速、灵活机动、富
于创新的治理架构：提出并推行
“央企市营”的动力机制，通过一定
的国家资本金吸引大量的社会资
金，实施央企控股的多元化股份
制，吸纳了 337家优势企业，退出了
165家劣势企业，以规范的法人治
理结构和职业经理人制度，带动其
他所有制企业共生、多赢的发展。

中国建材吸引地方国企、民营
企业等共同发展，共生发展，构建
的产业生态链条和产业平台，充分
体现了包容性增长的“莱茵式发
展”。

只有在所有成员能够“参与”
和“共享”时，经济增长才具有积极
意义，才能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

这或许正是央企“莱茵式发
展”探索的核心。

中国建材的“莱茵式”发展

好想你：
如此温暖和贴心的品牌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2582，公司简称：好想你）是经奥星实业 2009
年 7月 25 日临时股东会决议通过，由奥星实业
整体变更设立而成的。好想你于 2009年 8月
18日在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登记注册
成立，注册资本为 5300 万元，注册号：
410184100001492。公司本次发行不超过 1860
万股，不超过发行后总股本的 25.2033%。

好想你主要从事红枣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连锁销售。公司目前有
包括免洗红枣系列、枣片系列、蜜饯系列、枣干系列、焦枣系列、脆枣系列、
枣粉系列、蜂蜜系列、枣饮料系列、木本粮系列在内的十大系列 230多个
单品。公司“好想你”品牌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同时 2008年被国家
农业部评为“中国名牌农产品”。

中国作为枣的原产国，是世界
上种植面积最大的生产国，目前，
全世界近 99%的枣树面积和产量
集中在我国。近年来，枣树以其抗
逆性强、早果速丰、管理容易、营养
丰富以及可兼顾农民增加经济收
入和国家改善生态环境双重效益
等独特优势，成为我国经济林发展
中一个新的热点，中高端品牌定位
是好想你走出枣产业“红海”竞争
的重要一步。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
及枣产品的营养保健价值得到了
社会广泛认同，近年来，我国枣产
品的需求一直比较旺盛，市场需求
逐年上升。尤其是枣类深加工产品
属于绿色食品，由于其独特的口
感、丰富的营养价值以及食疗价

值，具备食品功能与保健功能双重
属性，在消费类食品市场上具有独
特的竞争优势，市场规模不断扩
大。与市场需求相比，枣产品的供
应量仍存在供不应求的现象，尤其
是市场上高档优质的枣产品比例
较低。

在此背景下，好想你不仅积极
引入先进加工、包装、贮藏技术来
提升产品质量，努力通过产品创新
提高市场份额，还通过中高端品牌
定位、拓宽销售渠道，进一步稳固
和提升自己的行业优势地位。

过去三年，公司收入利润高速
增 长 ，销 售 收 入 年 复 合 增 长
52.61%，经营性净利润年复合增长
64.97%，销售净利率达到 15%左右
的高水平。

公司品牌定位中高端，产品以
个人消费和礼品消费为主。公司以
健康、亲情理念为企业文化和产品
文化的内核，公司自创的“好想你”
系列产品，充满温馨情感，体现了
差异化的品牌竞争优势。

枣产品可分为原枣、粗加工
产品和深加工产品。原枣分为鲜
枣和干枣，常见的粗加工产品包
括蜜饯系列、香酥系列等，深加
工产品包括枣粉、枣干、枣片及
大枣提取物等。公司已逐步建立
起红枣行业目前比较齐全的产
品线：既有原枣加工产品，又有
红枣深加工产品；既有物美价廉
适合自食自用的食品，又有品质
高档适合走亲访友的馈赠佳品；
既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需

求日益增加的休闲食品，又有走
上人们一日三餐饭桌上的食品；
既有保留红枣原有营养保健功
能的红枣功能性物质提取产品，
又有添加功能性因子开发出的
营养保健食品等，满足了不同消
费人群的偏好。

在产业链布局上，公司始终以
安全健康理念作为原料采购、产品
研发、生产、销售整个经营过程的
指导理念，已形成生产基地产区布
局、销售网络连锁发展的模式。公
司的原材料采购全国化、生产基地
产区化、销售网络规模化的产业链
一体化模式，是公司高速成长的主
要原因之一。公司通过大力拓展连
锁加盟专卖店，推动了销售的快速
扩张。

公司具有很强的产品创新能
力，不断进行原料的创新、配方的
创新、生产工艺的创新、包装形式
的创新、包装规格的创新，不断适
应和引导消费者需求。公司的红枣
深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

公司作为主要起草单位参与
制定了免洗红枣国家标准，掌握了
气流粉碎、大枣多糖提取等加工工
艺技术，开发了“红枣低温连续快
速制干技术”储藏技术；公司“早开
心”采用两次杀青及可控真空油炸
工艺研制，在油脂含量控制方面居
国内同类产品领先水平；“花粉 1
号饮料”采用独特的四步综合花粉
破壁技术工艺和科学配方，使花粉

营养与生物活性物质更容易摄取；
“干制红枣”采用真空快速连续干
燥技术生产，最大限度地保持了鲜
枣的营养成分；公司“好想你枣片”
产品包装，获得“世界之星”国际包
装设计大奖，更加贴近消费者的需
求。

公司作为我国最大的枣业公
司之一，一方面，通过各种利益联
结机制带动农户进入市场，使红枣
的种植、加工、销售有机结合，推进
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另
一方面，公司在同行业的竞争中，
具备团队优势、品牌中高端定位、
产业链一体化、产品创新能力强、
红枣文化营销等综合竞争优势，行
业竞争力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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