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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炀侯金梅 /文

要想建成世界一流企业，于汝民认为
未来若干年天津港集团公司应该着重提
升以下八种能力。

第一种能力：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盈利能力

于汝民说，天津港应该始终从市场和
客户需求出发，优化资源配置，在继续巩
固、提升港口装卸业运营质量的同时，不
断进入发展前景好、成长性高、盈利性强
的产业领域，并选择性退出发展前景不
佳、成长性低、盈利性弱的产业领域。逐步
培养壮大若干个具有相当规模、市场前景
好的产业板块，并延伸至产业链的上下
游，形成具有较高盈利空间的产业发展
链条。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十二五”时期的重点是全面推进港

口装卸业、国际物流业、港口地产业和港
口综合服务业发展，形成以“四大产业”为
核心的适度多元化产业发展格局。创造
产业发展新的增长点，提升集团整体利
润水平。
“十二五”末，要确保集团营业收入

超过 300亿元，努力形成 2—3个营业收
入超百亿的产业板块。

第二种能力：
拓展集团发展空间，提升商业创新能力

于汝民表示，要坚持项目集中园区、
产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成
建设的思路，提高土地单位面积投资强
度和产出效率，积极探索实践港城一体
化发展新模式，不断提升天津港区域发
展的承载力和影响力。
“十二五”时期的重点是按照天津市

“双城双港、相向拓展”的空间发展规划，
加强对本地区岸线、土地等资源的掌控，
强化集团公司作为天津港区域发展的主
体地位。整合港口资源，高水平地规划、
开发、建设好几个区域，实现功能和产业
的合理分工布局，成为以天津港港区为
主要载体的港口开发商和运营商。

东疆港区重点发展国际中转、国际配
送、国际采购、国际贸易、航运融资、航运
交易、航运租赁、离岸金融、商务办公、生
活居住、休闲旅游等功能，成为国家先行
先试的政策创新区和自由贸易港的功能
示范区，北方港口生态宜居新城和世界
级中高端休闲旅游购物企业云集、在国
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时尚半岛。启动
开发东疆第二港岛，“十二五”末进入大规
模开发建设阶段，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东疆保税港区要全面实现国际中转、
国际配送、国际采购、国际贸易、航运融
资、航运交易、航运租赁、离岸金融等八大
功能，全面推进东疆保税港区北方国际
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和自由贸易港
区的改革探索。“十二五”期间，大力促进
集团航运金融业务、融资租赁业务、汽车
保税及邮轮业务的发展，推动东疆保税
港区国际航运、现代物流、离岸中心、邮轮
母港的功能建设，形成集团相关产业发
展新的增长点。

南疆港区重点建设深水化、专业化大
宗散货及液体散货泊位以及配套的仓储
设施，承接“北矿南移”及散货物流中心搬
迁，成为天津港大宗散货作业的骨干港

区和港口环保装卸工艺应用的示范区。
北疆港区重点完善和提升综合物流

服务功能和水平，进一步加快生产布局结
构调整和资源整合，成为以集装箱和件杂
货作业为主的综合物流基地。

临港经济区南部区域重点发展重型
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建设成为高
水平、生态型重型装备制造业基地和新
型项目集中区，成为现代化临港产业聚
集区。

南港港区重点建设散货码头及物流
设施，按照天津城市总体规划，将南港港
区建设成为煤炭、矿石等大宗散货的新港
区，成为天津港重要的后备发展空间。

第三种能力：
构建集团运营新模式，提升国际化运

营水平

于汝民说，天津港要全面对标国际
化，做国有企业改革的先行者。通过构建
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要求，精
简高效的组织架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
制度安排，健全有效的风险防范管控体
系，形成符合国际化运营的组织架构和
管理体系，增强集团管控能力和国际竞
争力，不断提升国际化运营水平。
“十二五”时期的重点是继续深化以

构建控股型集团为目标的管理体制改
革和以构建质量效益型经营考核体系
为目标的运营机制改革，进一步优化企
业资源配置，提升企业绩效水平。

稳步推进集团管理体制改革。按照
集约管理、分类经营的原则，形成以集
团公司本部、多个产业运营主体、基层
公司为基本主体的三级管理架构，逐步
成为控制多个上市和非上市企业的控
股型集团，不断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和风
险防范能力。积极吸引外资、国资以及
民资参与各产业板块的发展，培育市场
竞争主体。

积极推进运营机制改革。按照产业
板块划分，参照同行业领先水平，进一
步深化用人用工及薪酬分配机制改革，
构建注重质量效益的经营考核体系，全
面调动企业经营者和员工积极性，积极
拓展市场，提高盈利能力，增强企业发展
后劲。稳步推进非经营型单位的企业化
改革，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第四种能力：
加快推进投融资体系建设，提高资

本运营水平

于汝民认为，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健全完善投融资
体系。综合发挥金融杠杆作用，用较少的
资源投入推动较大规模的资产运营，逐
步实现实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有机结
合，加速实现资本增值、效益增长。
“十二五”时期的重点是要建立多种

渠道的投融资体系，实现资金融通，加强
资本运作，探索符合集团公司实际的金
融发展道路。做大做强财务公司，实现业
务空间的不断拓展。进一步提升产业投
资基金的规模和盈利水平。积极建立和
探索符合产业发展的信托基金和金融产
品。培育功能主体，大力开展供应链金融
业务。逐步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和航运金

融业务。
积极扩大融资渠道，提高投资收益。

通过争取更大范围的银行授信支持，吸
附和转化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领域资
金，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等多种融资方
式，扩大资金来源，降低融资成本。发挥
好天津港发展、天津港股份两家境内外
上市公司的作用，提升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的能力和水平。综合运用直接投资、间
接投资和产权投资等有效方式合理配置
资源，加速资本周转，提高资本效益和投
资收益。加强招商引资，积极引进外资、
国资、民资参与区域开发及项目建设。加
大对土地资产、闲置资产、低效资产的盘
活策划，加速资产资本化，提高经济效益
和运行效率。

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对支
线网络、陆向物流网络、跨地区，跨国经
营网络的投资建设，不断提升集团国际
运营能力。探索实现通过收购和兼并重
组等方式，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
聚集，提升集团资源配置能力。联合大型
船公司、货主通过 BT、BOT 等模式实现
跨国运营。

不断增强风险管控能力。建立有效
的风险防范管控体系，健全和形成相应
的风险管理预警机制，强化内部监督和
内控体系建设。
“十二五”末，集团资产规模达到

1100亿元，实现固定资产投资 740亿元，
金融业务投资 60亿元，招商引资规划项
目投资 300亿元。
第五种能力：
实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能力

于汝民说，要在大胆引进国内外先
进技术、管理、运营等经验的基础上，坚
持吸收、消化、再创新，提高集成创新能
力，加快推进集团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
新以及政策创新，切实使创新成为推动
集团发展的动力源泉。
“十二五”时期的重点是进一步发挥

港口装卸业的技术优势，加大向新产业
板块技术转移的力度，不断提升集团港
机制造、新建筑构件等新兴产业板块的
科技创新能力，实现东疆自由贸易港区
的功能突破和政策创新。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大科技投入，
“十二五”期间每年科研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 1.5%。努力取得一批重大研究成果，不
断增强技术进步的引领带动效应，主动
占据技术创新的高端，推动集团公司向
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转变。建立产学研综
合创新体系，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换为
生产力和产业化经营。

大力推进商业模式创新。站在现代
物流和全球供应链的角度，发挥自身优
势，通过对各要素的组合，形成差异化
的、难以比拟和跟随的商业模式与盈利
模式，并进行复制，努力在满足市场需求
的基础上创造和引领新的需求。

大力推进政策创新。在国际船舶登
记、国际航运税收、航运金融和租赁业务
等方面尽快实现突破。研究设立东疆免
税岛和国际航运交易所，继续先行先试，
努力推进东疆保税港区向自由贸易港区
发展。

第六种能力：
提升人才队伍的素质水平

于汝民表示，要把人才作为核心战略
资源，大力引进和培养与世界一流企业相
匹配的高水平专业化人才，推进人才队伍
建设。要通过完善的体制、有效的机制留
住人才、吸引人才，进一步建立健全员工
薪酬和福利保障体系，使全体员工共同分
享企业发展的成果。

加快人才引进步伐。结合多元化产业
发展需要，努力引进集团产业发展急需的
高端专业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提升人才
职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水平，不断增强
专家级人才的引领带动效应。

完善员工培养和选拔机制。进一步完
善员工培养和选拔机制，形成公开、平等、
择优的人才聘任机制，为各类人才脱颖而
出、各展所长提供制度保障。要设计适合
不同类型员工职业生涯发展的通道，继续
深化提升三个“十百千”工程，建立管理型
人才、技术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共同发展
的人力资源体系。

第七种能力：
提升企业文化水平，树立社会品牌形象

于汝民说，要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
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不断注入现代商业文
化、外来文化的优秀因子，使天津港企业
文化更具开放性、包容性、竞争性和创新
性。始终追求卓越，走在时代前列，承担社
会责任，形成独特品牌，为天津港集团迈
向国际化，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不断注入
新的活力，提供动力保障。
“十二五”期间的重点是完善和提升

集团“鼎”文化体系，积极推进企业文化国
际化战略的研究，完成对企业文化国际化
管理流程的整合与再造。从精神理念到行
为规范，从制度管理到形象塑造，形成统
一、系统、完整、规范的体系，充分发挥其
导向、凝聚和渗透功能，引领企业改革开
放与制度变革，并在集团国际化进程中逐
步建立强势品牌，创造品牌价值，形成品
牌文化，用文化输出带动资本输出。

第八种能力：
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于汝民强调，要以技术创新为先导，
大力实施节能减排，不断提高资源节约和
节能降耗的整体水平，深入推进产业结构
调整和布局优化，通过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企业建设，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成为天津市、
滨海新区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型标兵。
“十二五”时期的重点是高标准推动

生态港口建设，加大环境保护投入力度，
不断提升港区环境水平。在港口管理、区
域开发建设、产业发展等环节中有效引入
节能环保理念，在重点开发建设区域招商
引资中建立企业节能环保准入标准，积极
研发、推广和应用有利于资源节约与环境
保护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和新设备，
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

据悉，“十二五”末，集团公司综合能
源单耗要比“十一五”末下降 10%、万元增
加值能耗下降 20%，燃煤、燃油比重下降
5%。

天津港：立志迈向世界一流企业

企业是天津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2010年天津市生产总值突破 9000亿元，是“十五”末的 2.3倍。这其中工业对全市经济发展发挥
了重要支撑作用，总产值达到 1.7万亿元，比“十五”末净增 1万亿元。航空航天、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
料、国防科技、轻工纺织等八大优势支柱产业占天津工业比重超过 90%。天津市市委书记张高丽说，天津的发展速度到底有多快，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天津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和升级的水平。
从本期起，《天津报道》将推出《动力中国 天津速度》系列报道，与您一起回望天津企业的发展足迹；分享他们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苦、尝到的甜……

天津港集团公司董事长于汝民说，天津港已
经有了非常明确的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那
就是在把天津港建设成为高水平世界一流大港的
基础上，把天津港集团逐步建设成为资源配置能
力强、商业创新能力强、国际运营能力强、风险管
控能力强、人才队伍素质强，产业结构优、经营业
绩优、体制机制优、企业文化优、社会形象优的世
界一流企业，在服务带动天津及区域经济发展，全
面参与国际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

天津港集团公司将分三步走实现建设世界一
流企业的目标：

第一阶段：到“十二五”末，港口装卸业运作更
加成熟稳定，重点新兴产业发展具备一定规模，以
“四大产业”为核心的适度多元化产业发展格局基
本形成，集团盈利能力和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成为
地区领先、国内知名的跨区域、跨行业经营的港口
开发商和运营商。

第二阶段：到“十三五”末，集团产业多元化发
展体系更加完备，形成较强的品牌效应，集团综合
实力和对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实现在重点产业
的跨国投资运营，成为国内领先、世界知名的国际
综合物流服务提供商，进入中国企业 100强。

第三阶段：到“十四五”末，多元化产业高度发
展，全面参与国际资源配置，国际运营能力明显提
升，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跨
国企业集团，进入世界一流企业行列。

作为吞吐量世界第五大港，天津港 圆园员园年货
物吞吐量突破 源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员园园园万
标准箱，航道等级提升至 圆缘万吨，码头等级达到 猿园
万吨级，成为世界上等级最高的人工深水港。跻身
世界一流大港行列；天津港集团公司经营领域进一
步拓宽，初步形成了港口装卸业、国际物流业、港口
地产业和港口综合服务业“四大产业”发展框架；综
合实力不断增强，积累形成了资本、资产规模、人才
技术、管理运营、企业文化等一系列优势。正是因为
有了这样的基础，日前，天津港正式提出建设世界
一流企业的目标。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
汝民认为，这是天津港集团主动适应形势发展要
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施战略转型的必然选择。

要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一流企业？

天津港 30万吨级原油码头

东疆湾人工沙滩景区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集装箱码头

天津港全景

天津国际邮轮母港

怎样才能建成世界一流企业？
天津港

天津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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