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张博 编辑：李文新 校对：高秀峰 美编：马丽

中国国资报道
CHINA STATE -OWNED ASSETS REPORT

2012年09月25日 星期二 第21期 本期共四版 媒体热线：010-68735737 68735793 传真：010-68735735 联系人：丁国明 E-mail:gzbd_2012@163.com

评论

在 6月至 8月的小风期，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域内风电月
均发电量为 65.2亿千瓦时，远高于去年同期的 44.4亿千瓦时，
同比提高 47%，利用小时数同比提升 10%。国家电网公司多年
来一直积极支持风电事业发展，特别是党中央领导就我国并网
风电装机总量跃居世界第一作出重要批示后，国家电网公司全
体员工备受鼓舞，深感振奋，进一步梳理了风电运行中存在的
问题，科学安排电网运行方式，优先调度风电，在夏季小风期实
现了吉林电网和甘肃电网创历史新高的良好成绩。 （国电）

国家电网消纳风电再创历史新台阶

9月 19日 3点 10分，我国长征三号乙改进 I型运载火箭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第 14、15颗北斗导航卫星，将其
准确送入中圆转移轨道。这是我国第二次采用“一箭双星”方式
发射两颗地球中高轨道卫星。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孙家栋院士表示，此次“一箭双星”发射任务的圆满成功，标志
着北斗区域卫星导航系统组网建设顺利进入收官阶段。今年年
底前，我国还将发射第 16颗北斗导航卫星，完成北斗区域卫星
导航系统的组网建设工作。届时，该系统将具备稳定连续的覆
盖亚太地区的服务能力。此次发射的两颗北斗卫星由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公司所属空间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长三乙改进 I型
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
研制。这是长三乙火箭的第 22次发射，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的
第 54次发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167次发射。 （中航）

我国区域导航系统建设即将收官

要闻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委关于“深入推进道德领域突
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的部署和要求，9 月 19 日，由
国务院国资委、中央文明委主办、中粮集团承办的“制售放心
产品，践行道德承诺”现场观摩仪式在京举行。国务院国资委
副主任黄丹华、中央文明办涂更新局长等出席会议并讲话。
在观摩会上，中粮集团向社会庄严宣誓：中粮集团将健全产
业链条，严格规范标准，坚持诚信经营，恪守公正良心，制售
放心食品，提升产品质量，保障品牌安全，欢迎社会监督。在
观摩会上，中粮集团同与会代表分享了通过全产业链保障食
品质量与安全的战略理念和具体实践。 （国宣）

中粮集团承诺为全社会提供放心食品

本报记者 李志豹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 王 勇
2012年 5月9日

建言国资监管
助力国企发展

———祝贺《中国国资报道》创刊

蒋皓

大企业时代呼唤世界一流企业家

2010年 5月 ,在中组部、国资委党委领导下，中央企业全
面开展了创先争优活动。

两年多来，中央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央精神，按照“推
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基层组织”的
总要求，紧紧围绕企业发展中心任务，以“做强做优、世界一
流”为目标，动员广大党员和干部职工立足岗位创先进、履职
尽责争优秀，扎实做好创先争优各项工作，中央企业呈现出
“组织创先进、党员争优秀、企业上水平、职工提素质”的良好
局面。

两年来，一批国家标志性重点项目攻关取得重大突破：
“神州九号”与“天宫一号”载人交会对接圆满成功、中国“蛟龙
号”成功完成七千米级深潜试验 ;

两年来，中央企业先后涌现出郭明义、孙家栋、黄纬禄、徐
銤、陈超英、吕清森、郝振山等一大批时代楷模，他们的事迹和
品德照耀着社会和人们的心灵；

两年来，央企有 44家在新疆、40家在西藏开展各类帮扶
援助工作，有 93家央企定点帮扶 189个国家扶贫重点县；在
应对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和利比亚撤离突
发事件中，各大中央企业砥柱中流，成为党中央、国务院重要
部署的核心执行力量之一；

……
中央企业两年来的改革发展实践充分体现：科学发展是

第一要务，做强做优是核心目标，管理提升是有效载体，创先
争优是动力保证。

中央企业这两年取得的丰硕成效同时也证明，创先争优
是科学发展的卓越实践。

正因为如此，国资委主任王勇指出：各中央企业要深刻认
识和把握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规律，努力构建创先争优
长效机制，推动中央企业科学发展。为此，王勇主任对中央企
业创先争优工作作出了进一步要求：“一是要以创先争优精神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各项战略部署，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坚持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坚定搞好国有企业
的信心和决心，不断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二是要建立健全创先
争优长效机制。把活动中的好经验好做法用制度形式固化下
来，建立群众认可、党员欢迎、易于操作、务实管用的制度，保
持创先争优常态化。三是要继续抓好‘基层组织建设年’各项
工作，努力推进基层党建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四是要
将创先争优成果转化为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强劲动力。”

先进和优秀是共产党永不懈怠的追求。
我们相信，日渐深入的创先争优活动，把党的先进性和纯

洁性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努力构建创先争优
长效机制，不仅为实现央企“做强做优、世界一流”提供有力保
证，同时也提供强大动力，全面推动央企做强做优的步伐，为
央企的更大发展开创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创先争优”———
央企“做强做优”的强劲动力

9月20日，中央企业创先争优活
动领导小组、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在北
京召开中央企业创先争优活动经验
交流总结会。各在京中央企业创先争
优活动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在主会
场参加会议，各中央企业创先争优活
动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和
党群部门全体同志等共8500多人在
分会场参加会议。

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中央企
业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组长王勇
在会上回顾了中央企业创先争优活
动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总结了活动的
主要成效和体会，同时要求中央企业
建立健全创先争优长效机制，将创先
争优成果转化为中央企业改革发展
的强劲动力。

王勇指出，中央企业各级党组织
认真贯彻中央精神，紧紧围绕企业改
革发展中心任务，以“做强做优、世界
一流”为目标，动员广大党员和干部
职工立足岗位创先进、履职尽责争优
秀，扎实做好创先争优活动各项工
作，中央企业呈现出“组织创先进、党
员争优秀、企业上水平、职工提素质”
的良好局面。

据悉，中央企业创先争优活动自
2010年5月正式启动，经历了2010年的
推动科学发展、完成学习实践活动整
改任务，2011年的加强党支部建设、
为民服务创先争优，2012年的基层组
织建设年3个阶段。

中央企业的创先争优活动体现
出8个特点：建立工作体系，强化组织
领导；突出实践特色，确定主题载体；
强化“五种意识”，着力窗口建设；着
眼固本强基，夯实组织基础；深化党
群共建，汇聚发展合力；选树先进典
型，注重宣传引导；深入调查研究，加
强检查指导；加强理论研究，激发党
建活力。

在总结中央企业创先争优活动
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王勇要求各中
央企业要努力构建创先争优长效机
制，推动中央企业科学发展。一是要
以创先争优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各项战略部署，始终坚持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国有企业改革的
正确方向，坚定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

和决心，不断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二
是要建立健全创先争优长效机制。把
活动中的好经验好做法用制度形式
固化下来，建立群众认可、党员欢迎、
易于操作、务实管用的制度，保持创
先争优常态化；三是要继续抓好“基
层组织建设年”各项工作，努力推进
基层党建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
化；四是要将创先争优成果转化为中
央企业改革发展的强劲动力。把“基
层组织建设年”和管理提升活动有机
结合起来，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
调，努力保持中央企业平稳较快发
展。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企业创
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尔乘
在总结讲话中要求要始终坚持把创
先争优作为共产党员的价值追求，以
创先争优精神推动中央企业科学发
展；要始终坚持融入中心、服务大局，
充分运用创先争优活动的成功经验
推动中心任务的完成；要始终把服务
群众、做群众工作作为党的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引领和带动职工
群众共同建设和谐企业；要始终坚持
突出行业特色、创新活动载体，不断

激发中央企业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
伍的活力；要始终坚持书记抓、抓书
记，充分发挥中央企业党建工作整体
合力。

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邵宁、黄
丹华出席会议，中央创先争优活动领
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兼宣传组组长
姜培茂到会指导。会上，宝钢集团党
委、新兴际华党委、航天科技第五研

究院党委、国家电网四川公司党委、
国机集团中元国际党委负责同志，中
国石油大庆油田第一采油厂第三油
矿中十六联合站党支部书记、中国黄
金西藏华泰龙矿业公司 5300党支部
书记，中核工业快堆核电站技术领域
首席专家徐銤作大会发言，中粮集
团、南方电网等13家中央企业以书面
形式交流了创先争优活动经验做法。

央企要构建创先争优长效机制
王勇在中央企业创先争优活动经验交流总结会上指出

言论

中央企业创先争优活动
成效显著
荫 相融共进带来发展新成果
荫 为民服务树立文明新风尚
荫 关键时刻展现责任新形象
荫 先进典型树立时代新楷模
荫 重大突破彰显科技新实力

详见 G02版

李志豹

一年一度的冬季达沃斯论坛已
然成为全球大企业经营者与政府要
人们之间的年度峰会，这个会开得
很热闹，然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
企业家们并不活跃，尤其是央企的
大企业家与会的很少，与会的又说
些不甚重要的话，使人感到与这个
大企业时代很不相称。

与冬季达沃斯不同，夏季达沃
斯自称“全球行业峰会暨成长型企
业年会”。顾名思义当以“成长型企
业”领袖唱主角。其定位是为全球
最有潜力的成长型企业和已经成功
的大型跨国公司之间搭建一个对话
平台。汇聚的人也有三拨，分别为
全球 501—1000强企业代表；全球
500强企业代表和学界名人以及政府
政要。论坛的重头，当是全球“教
父级”企业家与“成长型企业”经
营者的对话，是新、老企业家的交
流。这个论坛是著名的“达沃斯世
界经济论坛”或曰“冬季论坛”的
一个“衍生品”，确切地说是个植入
了新兴市场经济与“中国元素”的
衍生品，和每年冬季在瑞士小镇举
办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定位不
同，影响也不同。

粗略地浏览一下2012夏季达沃
斯论坛的与会者名单，再放眼全球
看看商业与企业界的顶级领军人物，
审视一下时下的经济，确实让人感

到有种失落与遗憾。按说，中国进
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已达到70家，名
列世界第二，这是多么令人精神鼓
舞的事啊，中国的大企业家们也着
实该露脸了。可是，这么重要的会
议，满眼看到的尽是官员以及官员
型的学者，还有官员型的企业家，
真正的大企业家很少露面。

论坛最感遗憾的是，缺了全球
顶级企业领袖。全球企业领军人物
中，盖茨 (比尔 ) 退了，乔布斯死
了，巴菲特老了。就连一度被视为
东亚新兴经济体企业领袖代表的
“三星团队”，也陷入内外官司缠身
的窘境。而他们的身后，堪与他们
比肩的世界级新的领军人物难觅踪
影。仔细看了下名单，中国央企最
为有名的傅成玉、蒋洁敏、宋志平、
宁高宁竟没有来。看了会上发言，
民营企业家说出的道道也不多。全
球企业领袖颇有些青黄不接的“后”
意境，大可称之为“后盖-乔-巴时
代”。

时下不少民企老板经营企业稍
有成就，便想方设法挤入政治圈子，
以“参政议政”起步，追逐人大、
政协位置。这种现象不能全怪企业
经营者，因为时下国内最为风光的，
就是领导。以前去饭店吃饭，服务
生叫你老板，时下纷纷改称“领导”
了。连大学的教授们都抛弃多年苦
修炼得来的专业，而去做政治领导，
何况草根起家的老板们！看这些讲

话的学者们，似乎也多有领导口吻。
2012年，中国大陆 （不包括台湾）
共有61家企业进入了 《财富》 世界
500强，未来每年还会有几家中国企
业上榜。这不是简单的数字问题，
中国到了大企业时代，到了大企业
生成、大企业引领行业、大企业参
与国际竞争的时代。在大企业成长
过程中，企业家十分重要。中国需
要培养世界顶级的企业家，培养大
企业的领军人才，带领着企业到国
际上冲锋陷阵。可是，在夏季达沃
斯论坛上，让人看不出这种迹象。

中国经济能如此快的发展，是
因为有一批优秀的企业、优秀的企
业家、优秀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
在发挥作用。西方有乔布斯，中华
民族也应该有自己的企业英雄，有
中国的乔布斯。

企业家也应该更关注国家和民
族的命运。中国正成为经济大国，
摆在企业家面前的问题更多了。企
业家所思考的问题不应局限于企业。
企业家应该关心社会，企业家应该
站得更高。

比如中国进入大企业时代，怎
么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联合重组中
发挥大企业作用，还有，第三次工
业革命到来，都应该有点真知灼见。
这样的讲话，在这个会上没有听到。

我认为，我国现阶段应该让各
种所有制企业大胆探索、共同发展，
不同所有制企业间也要相互融合、

通力合作，在营造我国创新体制和
增强国际竞争力方面产生聚集效应。
融合的前提是包容，而包容就是常
讲的求同存异。我想只有这样一种
气氛，才能更加鼓励企业家精神。

这次会上，讨论了未来一些关
键的目标。对于8%的争论，对于投
资刺激的争论也不少。可持续发展
的话题也提到了。作为中国的企业
家，尤其是央企的企业领袖们，还
是多参加这样的会议，多发出自己
的声音为好。这也是一种历史责任。

可持续的社会，可持续的环境，
这些都讲得不错。会上对未来的发
展趋势讲得不多，使人听了不过瘾。
似乎对现在的发展讲得多些，可持
续发展也是对现在而言。

令人高兴的是，中国经济已经
超越日本而占据全球第二经济大国
的宝座，然而与昔年日本跃上这个
宝座时恰成对照的是，中国没有世
界级的企业家！也许有，但可能的
确很少。实际上若略微客观些看，
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产业中有没有
真正的企业家，也可能很少。和参
会的阵容一样，中国企业界有的多
半是官员和“政商”。时下最为风光
的是政商。论坛唱主角的多是政府
官员和官员色彩的政商们。

但愿明年夏天在大连的达沃斯
论坛上，能多出几个世界级的大企
业家，尤其是大企业时代的中国企
业家。

中国经济能如此快的发展，是因为有一批优秀的企业、优秀的企业家、优秀的管理思想和管理

理论在发挥作用。西方有乔布斯，中华民族也应该有自己的企业英雄，有中国的乔布斯。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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