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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林 袁明云/文
作为公司总经理的张百

芹，从最基层一步步走上领导
岗位，他善于学习，勤于思考，
每做一项工作都有着自己的独
创思维。怎样构筑企业的经营
大格局，实现公司经营效益最
大化，是他一直思考的大课题。
根据多年的市场经营实践，率
先提出了“三次经营”的新理
念：即“一次经营”经营承揽；
“二次经营”变更索赔；“三次经
营”责任成本管理，它不仅贯穿
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也
是新形势下探索企业发展的新
思路，更是公司生产经营成功
的秘诀之所在。

在站稳核心市场的同时，
公司实现了“西进”、“入地”、
“出海”的“三大突破”，“西进”
即在陕西、山西、高速公路市场
中标 3 项，在西北市场竖起了
二十四局的大旗。合肥地铁一

号线试验段、合肥南环地铁换
乘站的中标，公司实现了“入
地”目标。“出海”，即经局集团
公司与中土公司合作，安徽公
司参与了尼日利亚铁路既有线
更新改造项目，为公司走向海
外市场积累了经验。新桥机场
项目克服了造价低、环境差的
不利因素，开创了安徽公司在
机场建设领域施工的先河，为
公司在新挑战下转变公司发展
方向提供了宝贵经验。他抢抓
“皖江开发带”的机遇，捷足先
登，先后在铜陵市、淮南市、芜
湖市、蚌埠市、天长市等地中标
了一些大中型项目，摆脱了经
营开发项目不平衡、区域限制
大的约束。由于“五项基本思
路”对头，公司生产经营成绩斐
然，全年新签合同额 14.06 亿
元，全年完成施工产值 30.15 亿
元。

张百芹在公司有过一个特
殊的头衔，即党委书记兼副总

经理，人家两手抓，他却要既抓
党群工作、又管经营、后勤，“三
手抓“，”三手都要过得硬”。 他
变压力为动力，不管工作再忙，
始终注重加强对各类知识的学
习，在组织开展各项活动中，利
用网络媒体等学习平台，学习
中国铁建和集团公司领导在一
定特殊时期的讲话，深刻领悟
精神，付诸行动。结合局集团公
司党委提出的“如何解决有活
干不动，干活不挣钱”的课题，
深入一线调研，带头与党委成
员撰写交流调研材料及经验和
体会。对一些急、难、新的工作，
主动和其他高管沟通交流，共
同解难把关。在公司的日常管
理中，他始终坚持“三重一大”
集体研究制度，在具体事务的
处理上做到了公开、公平、公
正。他踏踏实实地工作，堂堂正
正地做人，一切按规定办事，在
职工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
象，得到了全体职工的拥戴。

记中铁二十四局安徽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张百芹

构筑建筑企业经营大格局

张百芹，男，38岁，1994年参加工作，1999
年入党，现任中铁二十四局安徽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他心系企业，处处与职工群众同甘
共苦，时刻把公司生产经营记在心上，正确处
理与业主、设计和建设单位的关系，营造出良
好的氛围。经过奋勇拼搏，使一个有五十多年
历史、区域经济相对落后的老企业，焕发青春，
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2010年，安徽公司产
值超 30亿元，取得历史性突破，公司跨入安徽
省建筑企业五十强前十位，并先后荣获国资委
“中央企业先进集体”、安徽省“文明单位”、安徽
省环境保护优秀施工单位、中国铁建股份公司
先进工程单位等荣誉称号。荣获了“2010年度
全国优秀项目经理”称号。

张百芹总经理（右）在工地颁布劳动竞赛奖励

刘定权，工学博士，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光学薄膜与材料研究室主
任，博士生导师。中国光学学会薄膜专业委员会委员、上
海市红外与遥感学会理事和器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
海市激光学会理事。刘定权先后获得多项荣誉和奖励：上
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国防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航天部级
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航天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
奖。

1986 年从西安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后，刘定权
一直从事薄膜技术与光学薄膜方面的研究工作，先后主
持完成了二十多项国家空间工程任务中的光学薄膜设计
和研制任务。在红外光学薄膜研究及其空间应用方面取
得多项开拓性研究成果：（1）采用高级次原位光学监控和
温度补偿技术，成功研制出了可应用于空间环境的红外
低温超窄带系列滤光片，成功应用于我国风云三号气象
卫星红外分光计中，实现了气象卫星对地表和大气层的
立体探测；（2）通过规整与非规整膜系的交替使用和优化
设计，实现了红外带通滤光片光谱的近似矩形化，研制了
相应的滤光片产品。为新一代气象卫星获取更加精确的
光谱能量数据、提供数值化气象服务奠定了相关技术基
础；（3）将相位控制与光谱调控结合起来，实现了大角度
入射条件下滤光片光谱定位与能量的基本稳定，将红外
探测部件可视范围的角度扩大了一倍以上，使宽角度范
围的红外光谱探测成为可能；（4）通过对真空中蒸发气流
的导向控制，在大尺寸光学窗口的边缘和侧面实现了金
属封焊膜层的沉积，同时保证了光学增透膜的洁净与牢
固，为大尺寸光学窗口的封焊创造了条件；（5）利用周期
和非周期的微纳光学薄层结构，实现了可见光和近红外
区域的光子态控制与路径分配，配合量子通信领域的科
学家实现了 20 公里量子通信试验；（6）发明和研制了微
孔滤光片，利用该滤光片能够实现对太阳的自动跟踪，可
以广泛应用于太阳能电池板的自动导向。

记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
研究所刘定权研究员

光学薄膜与
材料领域的领军人

万军/文

（上接第一版）
与此同时，登陆创业板还不到一年的世纪瑞尔在之前

的上市招股说明中称，“虽然公司现有主要产品拥有较高
的市场份额，但目前信息化应用软件行业正处于快速发
展阶段，产品更新换代快，用户对产品的技术要求不断提
高。若公司对技术、产品和市场的发展趋势不能正确判
断，对行业关键技术的发展动态不能及时掌控，在新产品
的研发方向、重要产品的方案制定等方面不能正确把握，
将导致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下降，本公司因而存在一定
的技术风险。”

资料显示，2008 年鼎汉科技公司研发费用 732.59 万
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6.81豫，2010 年 1—9 月佳
讯飞鸿研发费用 1731.79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8.85%。
高管通道

辉煌科技、世纪瑞尔、鼎汉科技、特锐德、佳讯飞鸿、
远望谷 6 家上市公司高度垄断高铁产业市场的背后，舆
论认为这得益于公司高管与铁道部或其下属企业有着说
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公开资料显示，辉煌科技董事长李海鹰，曾参加铁道
部 TJWX-2000 型信号微机监测系统联合攻关组并担任攻
关组组长，该产品通过了铁道部科技司组织的鉴定。

辉煌科技董事、总经理郑予君就有在铁路部门工作
的经历。郑予君最早于 1980 年 12 月至 1982 年 2 月先后
在郑州铁路局郑州南机务段和工程机械运输队担任机车
乘务员和电机钳工；2001 年 12 月至 2005 年 9 月后担任
郑州铁路局办公室主任、副局长，2005 年 9 月至今担任中
国铁通集团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并兼任中国铁
通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等职。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唐涛还身任国家级重点学科“交
通信息工程及控制”学科带头人，铁道部重点实验室“铁
路运输自动化与控制实验室”主任等职。公司独立董事魏
春洪，曾任铁道部科学研究院通号所助理研究员、铁道部
科技司运电处高级工程师、铁道部科教司信息技术处处
长、铁道部科技司助理巡视员。

主营铁路综合监控系统的世纪瑞尔也有铁路系高管
的身影。公司两名副总经理均有铁路系工作经历。

公司董事、技术总监、副总经理尉剑刚，曾任铁道部
沈阳信号厂工程师、铁道部通信信号总公司软件中心工
程师；副总经理张诺愚也曾任中国铁道建筑工程总公司
铁路运输处工程师职务。

值得一提的是，在鼎汉技术和远望谷两家公司的独
立董事名单当中，各有一名独立董事有铁路部门的工作
背景。

鼎汉技术独立董事傅延宗，1970 年 8 月至 1994 年 3
月工作于郑州铁路局新乡电务段，先后任技术员、助理工
程师、工程师、技术科长、段总工程师等职务；1994 年 4
月至 2001 年 1 月工作于郑州铁路局郑州分局电务分处，
先后任电务分处副分处长、分处长职务，高级工程师；
2001 年 2 月调郑州铁路局电务处工作，任处长。

远望谷独立董事鞠家星，1999 年时任铁道部科技教
育司司长。2004 年 2 月鞠家星退休后至今，成为铁道部高
速铁路办公室和京沪高速铁路公司专家组工作成员。

佳讯飞鸿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人力资源总监刘文
红，曾主持研发的“FH9000 智能人工话务系统”，荣获铁
道部科技进步四等奖，已广泛应用于铁路、国防、公安等
领域。

虽然特锐德高管中未发现与铁路系统有直接的瓜葛
关系，但其中仍不乏一些红顶商人。最为典型的是其独立
董事李振生，曾任河北省保定市供电局局长、河北省电力
工业局总经济师、副局长，山西省电力工业局局长、国家
电力公司农电工作部主任，国家电网公司总经济师、顾
问。

本报记者 何芳 特约记者 林华/文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

显示，今年一季度 136 家上市房企存
货达 9865.14亿元，同比大增 40%。与
此同时，目前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面在
持续恶化，房价适度下调换取楼市回
暖是开发商的理性选择。

如果说上半年，有相当比例的开
发商选择捂盘等待市场回暖，那么现
在，预期的调控松动信号并没有出
现，越来越多开发商的策略正在悄悄
发生转变。这背后关键的一个指标，
即是市场存量房源快速上升的巨大
市场和心理压力。

下半年楼市的供应量将大幅超
越上半年，众多开发商将重点楼盘的
上市时间定在了下半年。这就意味
着，下半年可售存量房源的增速很可
能将进一步提升，而市场的月度消化
能力目前并没有大幅增加的迹象。其
结果就是可售存量房源的所需理论
消化周期将进一步拉长，市场将面临
更为严重的存量压力。

自 7月 7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宣
布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
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
率分别上调 0.25个百分点，其他各档
次存贷款基准利率及个人住房公积
金贷款利率也作出相应调整。分析人
士表示，此次上调存贷款利率，将使
房价更快进入下降通道，房价或在三
季度出现拐点。

库存增大

7月 2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
究所发布了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
测报告认为，房地产行业已开始进入
去库存时期。今年一季度 136家上市
房企存货达 9865.14亿元，同比大增
40%。其中招商、万科、金地、保利四家
企业一季度的存货分别为 407.79 亿
元 、1508.52 亿 元 、522.45 亿 元 和
1270.61亿元。如按 2010年的销售数
据计算，要消化这些存量，这四家公
司分别需要 35.51 个月、35.69 个月、
32个月和 42.48个月。

由于楼市成交维持低位，但供货
量却大幅上升。使得全国多个城市住
宅库存量正在上升，包括北京、南京、
杭州等多数城市将维持供过于求局
面，开发商销售压力大增。据了解，全
国主要城市住宅库存量持续上升，成
为市场关注的热点，这对开发商销售
策略或产生直接影响。

2011年上半年，北京楼市成交惨
淡。中原三级市场研究总监张大伟表
示，北京 2011 年上半年项目签约率
仅 43.1%。这一数据说明，在目前市场
销售的楼盘项目中，超过 50%的房子
尚未销售，处于积压状态。

亚豪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5 月
北京楼市 29个开盘项目的平均销售
率为 31.1%，进入 6月楼市再创年内
新低。根据中原地产研究统计，6月当
月北京取得预售许可证的商品房期
房住宅项目合计为 29个，提供住宅
套数为 9508套，而当月签约的数量
为 1295套，签约率仅为 13.6%。

值得一提的是，开发商有加快推
盘的迹象。数据显示，6月份北京已经
取得预售许可证的项目合计为 19
个，提供的商品房期房住宅为 6536

套，相比 5月份的 10个项目 3029套
商品房期房住宅，供应量已经上涨了
115.8%。公开数据统计显示，北京目
前在 7 月上市的项目已有 36 个，其
中 11个为纯新盘。36个项目中，郊区
盘比例高达近七成，房山、大兴新城
将成为市场供应的主力。

不仅仅是北京，包括南京、杭州

等多个城市均是如此。据统计，截至 6
月 20日，南京可售商品房已达到了
35125 套，较今年 2 月同期增加了
17.3%。业内人士指出，今年下半年南
京即将上市的纯新盘会达到 52 个。
房源蜂拥上市，开发商面临的竞争压
力不言而喻。

资金恶化

在步步紧逼的楼市调控背景下，
开发商面对限购、限贷、加息、预售款
监管、暂停上市公司资本市场融资等
一系列政策，资金链空前紧张。从去
年下半年以来，整个商业银行对于开
发商的信贷控制已经是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另外，一些融资平台比如
信托方面的融资从房地产的流向已
经有所控制；与此同时，开发商销售
资金回笼渠道也受到明显影响，开发
商受到的资金冲击较大。

作为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业，开
发商对于资金有着极大的渴求。然
而，随着楼市被列为重点调控的对
象，开发商的再融资方案便如同石沉
大海，难以得到证监会的回音，使得
嗷嗷待哺等待资金的开发商一筹莫
展。

不仅如此，多数开发商在资本市
场进行公开募资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自去年 4月中旬以来，21家地产上市
公司公布了增发预案，预计募资 432
亿元，其中仅有 ST东源、道博股份、
万泽股份通过了证监会批准。据称，
招商地产、中天城投、滨江集团已宣
布停止实施，万科超过百亿元的再融
资也自动终结。在调控政策放宽之
前，开发商恐怕很难再从有关部门获
批再融资。

各家商业银行都收缩了房地产
开发贷款的规模，开发商差钱的紧张
程度也将与日俱增。值得一提的是，
监管部门为地产融资关上了一扇门，
却并未就此打开一扇窗。银行信贷收
紧后，开发商信托融资的水龙头又被
拧紧。

在上半年银行放贷额度吃紧的
态势下，银行对于住房贷款的发放会
难上加难。在政策调控银根收紧的大
背景下，房地产行业资金链紧张的局
面将延续。

降价趋势

目前，开发商的定价“心理防线”
正在出现松动，特别是最近以来，越
来越多的项目加入到打折或直接降
价的行列中来，像北京新天际、专家
国际花园、京贸国际城等数十个在售
项目均出现了单价从千元到数千元
不等的下降。

分析人士表示，北京、上海、广州
等地的降价现象或者只是开始。随着
现金流受挤压，且成交量短期内难大
幅回升，开发商在三季度特别是 10
月黄金周期间进行更大幅度促销降
价的可能性有望增加。预计北京、广
州、重庆和成都等地市场将会表现突
出。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还有相当
一部分开发商只是“策略性降价”，
开发商或捂盘、或观望、或惜售，并
以少量房源试探市场，一部分项目
的实际成交价与此前持平或降幅有
限。分析人士表示，政策调控确实遏
制了一手供应方涨价的势头，但在
政策调控之初，虽不排除某些开发
商对后市未雨绸缪或因自身业绩要
求而采取适当让利促销的营销策
略，但以某些个例来推断一手房市
场已开始进入整体价格下行周期为
时尚早。

戴德梁行发布的报告显示，2 月
份全国楼市受房产税试点、限购范围
扩大以及信贷收紧等政策叠加效应
影响，火速进入冰冻期。其中，一线
城市和二线城市成交分别环比下跌
64.6%和 18%，先前持续高企的房价
也出现松动迹象。有资深人士预测，
如果楼市调控政策力度不变，8 月将
迎来房价“拐点”，预计多数城市房
价跌幅将超过 20%以上。

地产资金绷断
真相背后的
高铁“寄生”链

下半年楼市的

供应量将大幅超越

上半年，众多开发商

将重点楼盘的上市

时间定在了下半年。

这就意味着，下半年

可售存量房源的增

速很可能将进一步

提升，而市场的月度

消化能力目前并没

有大幅增加的迹象。

其结果就是可售存

量房源的所需理论

消化周期将进一步

拉长，市场将面临更

为严重的存量压力。

目前房地
产开发商
资金面在
持 续 恶
化，房价
适度下调
换取楼市
回暖是开
发商的理
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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