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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 日袁中央企业精神文明建设野五个一工程冶工作
座谈会在京召开遥 座谈会由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局局长卢卫
东主持袁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尧党委委员黄丹华尧中宣部文
艺局局长汤恒出席会议尧 作重要讲话并向获奖单位和作者
颁奖遥国务院国资委初次参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野五个一工
程冶奖就获得了优异成绩袁中国石油选送的电视剧叶奠基者曳
和国家电网选送的歌曲叶家的牵挂曳袁均荣获了全国第十二
届精神文明建设野五个一工程冶优秀作品奖袁另外叶功夫传
奇曳尧叶铁人王进喜曳 等 13件作品分别获得了中央企业精神
文明建设野五个一工程冶优秀作品奖遥中国石油尧国家电网的
代表在会上作了经验交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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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富强 郑瑶
通讯员 阮松萍 王天丹

翻开地图，云南“东连黔桂通沿

海，北经川渝进中原，南下越老达泰

新，西接缅甸连印巴”，与越南、老挝、

缅甸接壤，是中国唯一可同时与“三

亚”（东亚、东南亚、南亚）、“两洋”（太

平洋、印度洋）相通相连的省份。

云南电网公司依托得天独厚的

地理和资源优势，作为全国第一个

“走出去”的省级电网公司，在短短几

年间的时间内，他们以国际化的战

略，加强合作，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开

辟了一片新的市场。一条条银线跨过

奔腾的江河之水，翻过茂密的林海群

山，通向中国友好邻邦越南、老挝和

缅甸。

云电外送 海外情

2004 年 9 月 28 日，我国第一个
对越送电项目———云南河口至越南

老街 110千伏联网工程的顺利投产，
拉开了云南电网公司对越大规模送

电的序幕。云南电网成为全国第一个

“走出去”的省级电网公司。

在以后的几年里，云南电网公司

的国际步伐越走越快。2006 年 2 月
110千伏猫猫跳-河江二回线路建成；
当年 9月，220千伏新桥-老街双回线

路正式投产，供电范围增加至越南永

福省永安市、富寿省越池市和安沛

省、山罗省、奠边省，实现了 220千伏
国际联网。2007年 4月，云南文山-越
南河江 220千伏联网工程投入运行。
云南电网通过 2个电压等级、4 条通
道共 6回线路向越南北部的老街、莱
州、河江、安沛、宣光等 12省区送电，
最大送电能力近 80万千瓦。2012年
前三季度，对越送电累计电量已达到

了 218.4亿千瓦时。
在对越送电的基础上，2007年，

云南电网公司与老挝国家电力公司，

共同启动了 115 千伏中国云南向老
挝北部地区供电项目。2009 年底，
110 千伏勐腊-那磨线正式投产送
电。2010年 6月 16日在中老两国领
导人的见证下，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与

老挝政府，签署了关于投资建设老挝

国家电网的谅解备忘录，相继实现了

115千伏向老挝送电，并且受老挝委
托着手研究老挝国家电网规划。

继缅甸瑞丽江一级电站 2008年
年底并入云南电网后，2010年 8月，
缅甸太平江一级水电站也正式并入

云南电网。云南电网从起初边贸形式

的单纯电力出口，逐步发展为电力进

出口并重，迈出了区域电力资源优化

配置和区域电力市场培育的重要一

步，确立了在大湄公河次区域资源配

置和产业引导中的核心地位。

云南电网公司实施“走出去”战

略，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国际营销体系

和目标市场———加大区域资源优化

配置力度；积极推进老挝国家电网相

关规划和项目前期工作；扩大缅甸电

力输入规模；考察论证中越 500千伏
联网项目……

按照我国与东盟合作的有关协

议以及云南省“云电外送”规划，未来

三四年，全省对越送电电压将提高到

500 千伏，新增送电 200 万千瓦，送
电规模达到 270 万千瓦。同时，结合
糯扎渡等电站的投产，实施向泰国送

电 300万千瓦。
“云电外送”大通道作为继公路、

铁路、航运之外连接大湄公河次区域

的第四条经济大通道，正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风雨无阻 传真情

红河供电局输电管理所担负着对

越送电相关的 15条线路的检修、巡视
任务，其中 220千伏线路 5条，110千
伏线路 10条，线路总长在 400千米以
上。而且 95%以上的输电线路处于热
带雨林地区的高山地带，分布在金平、

个旧、河口地区的亚热带丛林和高山

峻岭中，线路维护难度相当大。“8年
来，他们用心维护着对越送电这条‘大

动脉’的正常运行，至今没有一次因为

工作不到位而造成线路停电”。 红河

供电局输电管理所巡线三班班长吴跃

祥深有感触地说。

位于磨憨经济开发区的磨憨供

电所，是位于中国与老挝边境的最边

远的供电所，仅 7名职工，除了要做
好磨憨 813 平方公里供电服务工作
外，每个月的 25号，他们还将承担着
网省公司对老挝 115 千伏那磨变关
口表的抄表核算工作。 从磨憨到

115 千伏那磨变有近 70 公里的路
程，顺着蜿蜒的昆曼大道，车子在老

挝的原始森林里慢步前行，伴随着

115千伏输电线路，整个行程大约需
要 1个多小时。以前，他们不懂老挝
语，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碍。刚开始，

他们只能用手势加口语来表达，后来

随身带着《中老语翻译对照辞典》，一

边讲一边翻看，死记硬背，随着交往

的增多，他们现在已经能熟练和老方

人员交流了，相互间还会开玩笑。

每个数字代表着双方电力友谊

的结晶，每笔记录承担着点亮光明的

希望。根据中老双方约定，北京时间

每月的 25号 14点，双方准时互抄关
口表数据。抄表完成后，进入核算阶

段，在一张控制台上，两边同时进行。

待核算完成后，双方交换抄表数据，

相互进行核对。确定无误后，双方进

行签字。把抄表数据上传至各自公司

总部。 （下转 G02版）

国际化战略 建立合作友谊情
———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十年发展侧记（二）

央企精神文明
“五个一工程”
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

本报记者张博

图为获奖代表在主席台领奖 杜平/摄

【十八大特别报道】

本报记者 张博 于俊霞 丁国明

云南电网实现一张网全覆盖

王敏

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首先是从国企改革开始的。从改革开

放至今，国企改革经历了扩权让利、承包经营到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从破产关闭、重组并购到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经历

了不断探索、不断深化改革的历程。

近10年来，国企取得跨越式发展。从央企数量看，2003年国
资委成立时，中央企业的数量是196家。从2006年到现在，每年
都有约10家规模较小的企业并入大型优势企业，目前，央企户
数已减至117家。从行业看，2010年在39个行业中有32个行业是
民企与外企占支配地位，国有企业占支配地位的只有7个行业。

在《财富》世界500强中，国企由2003年的6家增至2012年的
54家。这个过程是通过改制、兼并、租赁、出售等方式实现的。

回首国企30年改革历程，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一直是关键。
199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机械、化工、内贸、煤炭等15个以主管
行业内企业为主要职能的专业经济部门被改组为隶属于国家经

贸委的“局”，并明确不再直接管理企业，被认为是改革最彻底的

一次。

但政资分开仍有待于完善，比如国有资本上缴利润问题，

改制进度等问题。

还有，一些国有企业上市之后“一股独大”，公司的董事会

制度、股东大会制度形同虚设，公司的经营状况、薪酬状况不透

明，在公众看来改不改制一个样。竞争性国企要成为规范的公

众公司，应该接受公众的监督，扩大公众股份，提高垄断利润的

上缴比例。

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央企的数量是196户。国资委在2006
年确定了中央企业数量减少至100户的目标。从2006年到现在，
每年都有约10家规模较小的企业并入大型优势企业，目前，央
企户数已减至117家。117家中，有43家实现了主营业务整体上
市，多数国企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等机构，

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逐步深化……

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要求，要推进国有经济

战略性调整、加快国有大型企业改革、深化垄断行业改革。从目

前国企存在的问题及其使命看，需要继续积聚改革动能，推动

改革深化。这既要求国企改革思路的进一步拓展明确，也要求

国企具有寻找改革动力的自觉意识。

国资委主任王勇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企业改革

发展情况时说，政府将鼓励更多大型国有企业上市。他还说，政

府将鼓励不具备整体上市条件的国有企业加快股权多元化改

革。

王勇主任称一些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干

预有增加的趋势，他指出许多企业都遭受到更多来自外部的检

查。国企经营者的行政化管理色彩依然存在，市场化选人用人

和激励约束机制还没有形成，一些国企存在重发展轻改革、重

速度轻效益的倾向，对突破改革重点难点问题有畏难情绪，重

点领域改革进展相对迟缓。

加快提升
国企改革自觉意识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

会精神，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

召开，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中央

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教育部思

想政治工作司、国务院国资委宣传

局等八家单位联合组织开展“‘回顾

辉煌历程 喜迎党的十八大’———

悦达学习杯读书竞赛活动”。11月 5
日，该活动圆满结束并在北京举行

了颁奖仪式，中宣部副部长申维辰，

国资委副秘书长郭建新等出席了会

议。

据主办单位介绍，此次读书活

动旨在抓住我党召开第十八次全国

代表大会这一重要契机，通过宣传

普及党代会的历史及相关知识，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

更加知党爱党，进一步增进对党的

感情，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信心，立足岗

位、做好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本次读书活动得到各地干部群

众、基层党组织的广泛响应。

据悉，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局对本

次读书活动筹备、开展工作给予了大

力支持，向各地国资委及中央企业下

发开展读书竞赛活动通知、提出具体

要求。根据国资委宣传局的要求，中

央企业针对下属基层单位分布广、集

中组织难的特点，从实际出发，通过

中心组学习、专题讲座、党课、座谈、

研讨、知识竞赛、网上党校、网上课堂

等多种方式开展活动。

据初步统计，共有120余家央企、
国企及其下属单位（企业）690余家组
织开展读书活动、订购不同数量的活

动用书，并围绕活动用书开展党史知

识学习、答题卡答题、网络答题活动。

包括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移动集

团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交通银

行工会、总行机关党委、中国农业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等均积极参与活动。

在此次竞赛活动中，北京市政研

会等50个单位获得组织奖，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等 125个单位获
得集体奖。中宣部副部长申维辰高

度赞扬活动主办单位“分工明确，形

成合力”。他特别提到国务院国资委

宣传局，使央企、国企成为本次读书

活动中参与面最大、获奖面最广的

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学习宣传普及党的历次代

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召开的时代背景、

主题内容、主要成果和历史地位等党

的知识，本次“‘回顾辉煌历程 喜迎

党的十八大’———悦达学习杯读书竞

赛活动”达到了预期目的，为十八大

的胜利召开献上了一份厚礼。

百家国企开展
读书竞赛迎接党的十八大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原副院长黄范章：

探索国有经营性资产管理营运新体系

西藏自治区国资委副主任金思宇：

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布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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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大即将召开
之际，本报推出“国企展
望系列”，对国有企业改
革的方向和目标、存在
的根本问题和未来发展
趋势等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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