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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营口港：打造绿色环保港口
本报记者 李华

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是今年
两会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的一
个重点。作为国企，在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中，怎样做好环保工作，全
国人大代表、营口港务集团总裁
高宝玉认为，做好环保工作，是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是落实
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也是国企自
身发展的需要，更是国企必须承
担的社会责任。

高宝玉向记者介绍说，进入新
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年，营口港
务集团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
港口建设和发展中，倍加注重环境
保护，全力打造绿色环保港口。

建设专用码头
科学布局泊位

营口港现有鲅鱼圈、仙人岛、
营口和盘锦 4 个港区、共有 78 个
生产泊位，其中 20 万吨级泊位 1
个，30 万吨级泊位 2 个。在近几年
的建设中，营口港的码头已实现
专用化，形成了集装箱、钢材、汽
车、粮食、大件设备、矿石、原油及
液体化工品、煤炭和杂货等 10 种
类型货物的专用码头。
专用码头建设，不仅提高了作

业效率，更为建设环保型港口奠
定了基础、提供了保障。营口港根
据专用码头的类型，科学布局各
类泊位，将污染性与非污染性货
种的码头货场逐一分开，实现了
环境保护。

在港口建设中，营口港坚持环
保原则，港口建设服从环保要求。
如在仙人岛港区的规划和建设
中，提出“不毁一棵树，建设生态
绿色新港区”的建设标准。为了保
持仙人岛的生态原貌，该港区南
防浪堤绕道修建。为此多建 1 公
里，投资近亿元。

加大环境治理
提升环保质量

高宝玉说，目前，营口港的岸
线总长达到 14000 多米，形成陆域
面积 30 多平方公里。打造绿色环

保港口，就是要在这样一个广阔
的港口空间，按照环保要求，加大
环境治理，提升环保质量。近 5 年
来，营口港累计投入两亿多万元，
用于港区环境保护和治理。先后
建立了煤炭和矿石堆场防风网；
油污水处理场；综合污水处理场；
溢油应急设施。实施了中水回用
工程；油罐区锅炉脱硫除尘工程；
太阳能改造工程等；在港区建立
了 7 个大气环境观测站。根据码
头泊位布局需求，实施绿化工程，
目前，港区绿化面积已达 70 多万
平方米。

同时，在港口生产过程中，营
口港全力实施节能减排，减少环境
污染。近两年来，营口港共投资
8000 多万元实施场桥油改电工
程，到 2011 年，鲅鱼圈港区 72 个
集装箱区及所有场桥油改电全部
结束。目前运行稳定，节能减排效
果显著，据测算，二氧化碳排放量
削减率可达 60豫。改造后一年节油
价值 1200 万元，按目前港口集装
箱每年 20豫的增量计算，不含燃油
涨价因素，3年就可收回成本。

2010 年营口港全年生产综合
单耗为 5.81 吨标煤/万吨吞吐量，
比 2009 年同期 5.93 吨标煤/万吨
吞吐量下降 0.12 吨标煤/万吨吞
吐量。2011 年全年生产综合单耗
为 6.16 吨标煤/万吨吞吐量，比
2010 年同期 5.81 吨标煤/万吨吞
吐量上升 0.35 吨标煤/万吨吞吐
量。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产
结构调整（收购民营车队等），除
去结构调整等原因，与 2010 年同
期相比综合单耗下降 0.0713 吨标
煤/万吨吞吐量。
培育物流市场
实施多元化经营

高宝玉代表认为，港口是国家
交通枢纽、运输物流的节点。打造
绿色环保港口还必须根据市场需
求，构建完善的综合物流体系，实
施多元化经营。他说，近年来，营
口港特别重视物流体系建设及其
市场的培育。营口港保税物流中
心的贸易额和操作量 2011 年已经
跃居全国同类保税物流中心前

列。海上开通了 70 多条定线船，
与南方港口对接，保证物流运输；
岸上已培育起钢材、粮食、木材、
煤炭、矿石等多个货种市场，保证
物流落地；腹地又形成陆港网络，
保证物流货源。记者了解到，2011
年辽宁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中
关于要“建设营口保税港区”的内
容，就是根据出席会议的高宝玉
代表的建议而写上的。
高宝玉代表认为，打造绿色环

保港口，必须应对全球经济变化
和国内外市场的影响，解放思想，
创新思维，实施多元化经营。他
说，港口生产和港口物流是港口
的主业，港口的发展成果最终的
体现是主业的发展。2011年，营口
港的货物吞吐量突破了 2.6 亿吨，

跃居全国沿海港口第 9 位；集装
箱吞吐量超过 400万标准箱，成为
全国港口内贸集装箱疏运大港。
他认为，发展主业是企业的根本
任务。但是，必须转变传统的发展
方式，实现多元化经营。多元化经
营是打造绿色环保港口的重要保
证，港口是服务行业，绿色环保港
口首先要把服务做好。一要做好
港口自身服务；二要做好港口的
延伸服务。

据记者了解，在自身服务上，
这些年，营口港自身独具特色的
“店小二”式服务已成为港口员工
共同的自觉行为，深受业界内外广
泛好评；在延伸服务方面，营口港
的多元化经营也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效。在与国内诸多大企业集团
合作共同开发经营港口物流产业
的同时，营口港务集团大力发展现
代服务业，港口贸易、港口地产、
船货代理、船舶燃料供应、物流金
融服务等等都已初具规模。现在客
户在营口港走货，有船货代理为其
办理相关业务；货物卸到港口，有
港口贸易部门为其办理货物贸易；
客户在港口逗留，可入住港口不同
风格与标准的酒店。多元化经营不
仅扩大了港口规模，创造了企业效
益和社会效益，发展方式的转变，
更使绿色环保港口有了广阔的发
展空间。2011 年，港口服务业收入
已占港口总收入的 30豫。
谈及“十二五”港口的发展，高

宝玉告诉记者，“十二五”期间营
口港将再投入 160 亿，再建设 29
个泊位，进一步打造绿色环保港
口。今年港口吞吐量目标是努力实
现 3 亿吨，“十二五”末期目标是
超过 4 亿吨。对这一目标，高宝玉
代表充满信心，他说，打造绿色环
保港口的根本目的，就是服务区域
经济发展，提升包括企业员工在内
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通过近几年营口港的发展成

果，这个跃居全国沿海发展速度
最快港口行列中的亿吨大港，在
“十二五”期间，通过绿色环保港
口的建设，一定能够在东北经济
全面振兴和辽宁沿海经济带、沈
阳经济区快速崛起中发挥应有的
作用，做出突出的贡献。

2011 年末，国家工商总局公
布新认定的中国驰名商标，其中辽
宁省 28 件，沈阳 13 件，天久集团
的“久龙图”商标豁然在列。 1994
年黄晓冬开始下海创业，逐步创建
了今天的天久集团。一个创建十几
年的企业就拥有一件中国驰名商
标，应该说是个奇迹。现在天久集
团已经是一家全国知名的高科技
公司，围绕着 IT 技术开发应用，从
城市交通智能化解决方案、楼宇智
能化系统集成，到交通信号安全设
施制造安装施工，拥有十几家独资
子公司和办事处，产品和服务遍及
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

企业如人，品牌如人

天久集团 1998 年开始进入 IT
产业，很多产品为国内首创，填补
国内空白，是全国唯一一家集智能
交通、交通安全设施、建筑智能
化、系统集成等综合资质等级的集
团性公司，2010 年 5 月，公司被评
为“2010（第九届）中国软件业务收
入前百家”企业，2010 年 7 月，公
司被评为“中国智能化交通建筑设
施设备行业十强”第三名，“全国
安防百强企业”，是辽宁省百家信
用示范企业。天久集团的“久龙
图”商标也被评为辽宁省著名商
标。这次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
应该说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
事。
黄晓冬不仅是一个企业家，是

一个智能交通专家，更是一个有责
任有担当的社会活动家。她是辽
宁省政协委员，辽宁私营企业协会
副会长，沈阳市工商联副主席，她
还经常参加中国妇联、工商总局组
织的各种社会活动，她总是以温雅
的幸福女人形象吸引着周围的目
光，发挥着独具魅力的光彩。
“如果说我算取得了一点成绩

的话，那么我首先应该感谢的是母
亲，母校和祖国。”在一次参加辽
宁省组织的百名企业家进校园活
动中，她和很多青年学子交流的时
候说。要感谢父母，不仅仅是“身
体发肤，受之父母”，更因为父母
给予我们的家庭教育教养是我们
“立身行道”的根本。
“母校，就如母亲一样”。黄晓

冬最感动的是她两次走进东北财
经大学的经历。在大学学到的不
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见识和思
维方式。第一次，母校以宽广和博
大的开放姿态，让她见识了八十年
代的新一辈的如火如荼的青春岁
月；第二次，母校以深邃和睿智的
严谨学风，让她树立了九十年代风
起云涌的创业潮中企业家的责任
和担当。黄晓冬在大学期间就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作为优秀毕业
生被省委组织部选送到省青年干
部培训班，成为辽宁省第三梯队预
备青年干部培养。毕业后被省委
组织部选拔到抚顺市对外经济贸
易委员会工作，负责技术引进和利
用外资工作，进入了改革开放，引
进外资的第一线。回到沈阳后，她
先后参与了又主持了沈阳污水处
理厂技术和设备引进，沈阳冶炼厂
治理污染，沈阳金杯股份有限公司
与日本丰田公司合作等项目，组织
过多次外资研讨会和经贸洽谈会。

这一段外经外贸工作的历练
是黄晓冬成长的最关键的时期，这
也是她会由衷地说出“感谢祖国”
的原因。“那时改革开放初期，招
商引资也正处在破冰之时，那时谈
项目可不像现在。我国已经成为
对全世界资本最有吸引力的投资
热土……”就在前几天，一次企业
家聚会上，黄晓冬再一次申明自己
的一向的主张：不仅因为中国是一
个足够大的大市场，还因为她是我
们的祖国。

从天久集团创始人黄晓冬的
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天久集团发

展的秘密所在了。母亲，母校，祖
国，三个充满母性温情的符号，滋
润着黄晓冬的人生，滋养着天久集
团的事业。

温雅女人，幸福女人

“我并不是更轻松了，而是责
任更大了，压力也就更大了。所
以，我每天都要学习，每天都要让
自己站在这个时代的最前沿，要不
你哪来的战略，哪来的前瞻啊？”
看起来轻松自如的黄晓冬，说起来
却是神色凝重。
作为女人，黄晓冬对幸福的理

解有着更深切更感性的内涵，它真
切地体现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黄晓冬对“一个女人的幸福生活”
有着她独到的理解和定义。她说
做一个女人“境界要大气，生活要
从容，气质要温雅。”只有境界高
远大气，心胸宽广坦荡，才能做到
从从容容地面对生活，面对事业，
面对人生及其他。只有这样，才能
积淀为女性个人的气质———不因
韶华渐远而暗淡；不因飞黄腾达而
张扬。
现在流行优雅，黄晓冬却强调

是温雅。温雅：温润典雅；温和优
雅；温情高雅。不知道怎样解释这
个词，才能更恰当地表现黄晓冬的
气质和内在的人格魅力———东方
文明赋予黄晓冬的气质更在于一
种低调的高雅———温润温和温暖
的感觉。
作为企业家，谈到“企业创造

幸福”，很多人就会很自然地联想
到工资待遇福利之类的，但黄晓冬
做的不只是这些，还有让很多人惊
讶的事情，这也许才是她真正的秘
密武器？

她亲自组织给女生上服饰妆
容课程，请来著名讲师为员工开设
亲子教育、情感经营、女性修养课
程，甚至亲自陪女生逛商场买衣服
做美容。她倡议要每个女性员工

拿出一部分工资，企业再增加相同
的数目，成立一个女生基金，专门
作为女生打扮自己的资金。她说
“先让女生温雅起来，带动男生绅
士起来！”
“用智慧创造幸福，用美丽享

受幸福！”这是她参加一次女性幸
福论坛上发表的观点，得到了入会
巾帼们的热烈追捧。她说虽然在做
企业“却经常会有一些创作的冲
动”。她说的并不是写文章，而是
把企业做成“中国一流，世界顶
级”的冲动。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情
绪波动和怠慢期———一定的情况
下，人就不自觉地懈怠了———这就
需要再激励，不断地再激励，就会
有不断地新创作。

道以导之，德以得之

黄晓冬在企业文化品牌建设
上倾注了很多心血。有着良好教
养、丰厚底蕴、温雅气质的黄晓冬
经常说：“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滋养
着我们每一个人，是我们取之不
竭的智慧源泉。天久集团就生长
在这片肥美的文化基土上，企业
文化自然就应该是充满着东方传
统美德的。”看似轻描淡写，黄晓
冬正是因为她创造性地提出了
“企业人格”和“企业道德”理论和
她为此所做的实践探索，多次发
表理论研究文章，成为一代“雅
商”的代表。

天久集团的名字“天久”就来
源于老子《道德经》里的一句话
“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
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老子
说：天长地久。天地为什么能够长
而且久呢？因为他不自生，故能长
久。这里的“自生”，就是自私自利
的意思。不自生，就是不自私自
利。老子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以
其无私，故能成其私”。

这次成为中国驰名商标的“久
龙图”，也是根据这一理念演绎出

来的，造型古拙而富有张力。“这
也是天久集团的基本企业理念，我
们提倡和为贵，和气生财，企和万
事兴。”天久集团把“道以导之，德
以得之”作为企业人格和企业道德
的准则。
所谓“道以导之”就是以大道

来指导企业的发展，而不是以投机
取巧，投机钻营之类的小聪明小智
慧来引导企业发展。老子说“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可见，只要合乎了大道，就不愁企
业发展了。我们的大道就是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就
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道路，
就是科学发展观。我把这个称之为
企业人格。一个企业和一个人一
样，人有人格，企业也有企业的人
格。天久集团的企业人格就是“道
以导之”。
所谓“德以得之”就是指合乎

道德的我们可以得到的，就一定要
得到；不合乎道德的既是轻而易举
就可以得到的，我们也不要。《陋
室铭》里有句名言，“有德者居之，
则陋室不陋”。还有古语说，“物华
珍宝，有德者居之”，更有说，“天
下大位，唯有德者居之”。黄晓冬
在解释她的观点时说“我们不仅讲
主体要有德，而且讲客体也要有
德！过程也要有德！”天久集团不
仅强调主体是合法的道德的，也要
强调技术、工程、财富这些客体，
也是合法的道德的。不仅要“认认
真真真干，干干净净挣钱”，而且
要“挣干干净净的钱”。这就是天
久集团的企业道德。
黄晓冬出生在一个冬天的早

上。于是，父母给她起了一个富有
诗意的名字“晓冬”，她把自己的
名字翻译成“Sunny Huang”。细细
想来，真是十分的贴切———冬天的
早晨，明晃晃的太阳，照耀着大
地，给大地以光明，给人间以温
暖。这也应该是天久集团企业文化
和品牌形象的内涵。

黄晓冬揭开天久集团发展秘诀

全国人大代表、营口港务集团总裁高宝玉

调兵山工业园区地处辽宁省北部，南距沈阳 90公里，是沈铁
工业走廊第一个规范的工业园区，是辽宁省极具发展和投资潜力
工业园区之一，具有招商、规划、建设、管理、服务职能，拥有独立的
财政预、决算体系和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即将成为辽宁省省级经
济开发区。

调兵山工业园区规划面积 26平方公里，基础设施实现了“九
通一平”（即道路、供水、排水、供电、供热、燃气、通讯、有线电视、宽
带）；餐饮娱乐、学校医院、金融保险、治安服务等设施一应俱全，完
全能够满足入园企业生产生活的需要。

调兵山工业园区经过几年的发展，现已聚集了一批超亿元的
大项目，初步形成了矿山机械制造、新型能源化工、润滑油加工“三
大产业基地”。矿山机械制造产业基地是辽宁省确定的重点产业基
地，主要生产采煤机、掘进机、刮板运输机、液压支架等大型采煤设
备和各种矿山机械配件，已成为全市工业经济新的发展亮点；新型
能源化工产业基地聚集了煤矸石发电、风力发电、玉米深加工等大
型项目；润滑油加工产业基地形成了废润滑油回收提炼、润滑油基
础油成品油、石油添加剂、生物柴油及配套包装等较为完整的产业
链条，是国内规模较大的废油再生基地。

如今的调兵山工业园区已成为客商投资兴业的“成本洼地、服
务高地、发财宝地”。诚挚欢迎国内外有识之士来调兵山工业园区
考察、投资、兴业。

调兵山工业园区

荻思葩

做好环保工

作，是国企自身

发展的需要，更

是国企必须承担

的社会责任。
———高宝玉

调兵山城南开发区一角

辽宁调兵山煤矸石发电厂

“五千年的传统文

化滋养着我们每一个

人，是我们取之不竭的

智慧的源泉。天久集团

就生长在这片肥美的

文化基土上，企业文化

自然就应该是充满着

东方传统美德的。”黄

晓冬正是因为她创造

性地提出了“企业人

格”和“企业道德”理论

和她为此所做的实践

探索，成为一代“雅商”

的代表。

天久集团董事长 黄晓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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