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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10月 28日公布三季度
业绩报告显示，2012年第三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 6766.94亿元，同比增长 5.4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182.49亿
元，同比下降 7 .5%；基本每股收益为人
民币 0 .210元，同比下降 7.9%。

报告显示，2012 年 1—9 月，中国
石化实现营业收入 20247.66 亿元，同
比增长 7.98%，实现净利润 419.46 亿
元，同比下降 30.04%。

经营要点显示，在勘探及开发业

务板块，前三季度油气产量达 318 百
万桶，同比增长 4.92%，其中原油产量
和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2.32%和

14.69%。炼油业务板块，前三季度原
油加工量 4.39百万桶 /日，同比增长
0.46%。营销及分销业务板块，成品油
总经销量 128.34 百万吨，同比增长
5.56%。化工业务板块，前三季度乙烯
和合成树脂产量分别为 702.4万吨和
995.6 万吨，同比分别下降 4.51%和
1.10%。

在 5 月以后国际油价一波大幅
下降的过程中、发改委几次成品油价

格下调尽管略有少调，炼油亏损额度

仍然很大，上半年炼油单桶亏损约 3.7
美元 /桶；三季度国际原油价格见底回
升，再加上 9 月成品油价格上调超预
期，三季度炼油实现一年半以来首次

扭亏，特别是 9 月份，三季度单桶炼
油 EBIT 为 1.2 美元 /桶。

业绩报告称，前三季度国内成品

油和化工产品需求保持增长但增速

放缓，化工产品价格在二季度出现大

幅下滑、三季度企稳回升。中国石化根

据宏观经济走势和市场需求，合理安

排生产经营，积极调整产品结构，与上

季度相比经营业绩明显好转。

银河证券行业分析师裘孝锋认

为，“化工环比扭亏，也是三季度业绩

环比好转的重要原因。”

上半年化工市场受国内经济增

速放缓、下游需求疲软影响而持续低

迷，5 月以后国际油价大幅下降又进
一步引发化工产品价格大幅下跌而

愈显低迷，而且化工产品竞争非常激

烈，中国石化化工业务环比大幅恶

化，经营状况从一季度的微利 13 亿
元下滑到二季度的亏损 25.6 亿元，单
吨乙烯 EBIT 从一季度的 533 元/吨下
滑到-1087 元/吨，而去年上半年则高
达 3259 元/吨。

三季度化工产品价格大部分处

于筑底横盘状态，部分需求有改善、

供应端出现紧张的化工品从底部出

现报复性反弹，中国石化的石化板块

大幅扭亏，单吨乙烯 EBIT 回复到 433
元/吨；石化板块盈利短期没有明显进
一步大改善的迹象，不过再次出现大

幅亏损的可能性已大大减小，接下去

预计将缓慢回升。

移动互联网时代成为通信运营商生存或是淘汰的转折，

无疑中国电信是属于前者，还是强者。美国《财富》杂志最新公

布的世界 500强企业中，中国电信位列第 333位。中国电信最
新披露的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其核心业务发展取得突破，

经营收入 1380.21亿元，同比增长 14.8%。
中国电信所取得的成绩并不是偶然，因为其一直在时刻

准备着。中国电信通过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的不断创新和探

索，成功练就成为世界级企业。

“创新”与“服务”是成功秘籍

2012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上，中国电信的参展主题
为“创新天翼未来、服务智慧生活”，全面体现中国电信转型成果。

天翼卡是国内首款全国统一配置套餐和高额话费补贴的

3G快速销售品，该产品专为年轻人和商务人士设计。
同时，社会合作伙伴对天翼云卡反应很积极。中国电信与国

美、苏宁、乐语、迪信通等四大连锁，与普天太力、天音通信、中邮

设备、酷人通讯等四大国代商，与京东、淘宝、亚马逊中国等三大

电商签署云卡代售协议，意向合作销售规模达到 1200万张。
天翼云卡上市的同时，中国电信在全国启动“天翼智能手

机节”活动，对包括 iPhone4S手机、千元大屏手机、双模手机
在内的数十款热销天翼智能手机，进行限时降价、终端直降、

上市有礼等促销活动。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最高降幅 1000
元，并将在核心商圈开展上千场路演活动。同时，为了更好地

满足广大用户对手机靓号的需求，将有 181新号批量上市。
凭借优质的 3G网络和丰富的应用，截至目前，中国电信

手机用户超过 1.5亿户，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 CDMA运营商。

世界级的企业做世界的业务

今年，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在国际权威财经杂志《机构

投资者》举办的 2012年度“亚洲最佳企业高管”评选中，获专
业投资者评选为“亚洲最受尊崇企业”之一以及“亚洲电信业

最佳投资者关系公司”；同时，王晓初董事长获评为“亚洲电信

业最佳首席执行官”；吴安迪副总裁获评为“亚洲电信业最佳

财务总监”。

事实上，中国电信是最早“走出去”的国有企业之一。2002
年 11月 4日，中国电信（美国）公司正式成立，在迈出海外拓
展的“第一步”后，中国电信不断加大在海外市场的投入，先后

设立香港公司、美洲公司、欧洲公司共同负责全球业务，并先

后在 26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
2012年 8月，中国电信国际有限公司成立，依托中国内

陆资源，进一步打造中国电信在亚太区域内网络、产品和服务

的比较优势，并辐射至全球，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全球竞争优势

的国际化运营商。

“十二五”期间，中国电信将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精神，

按照国家“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

流企业”核心目标要求，全力以赴抓住机会加大海外拓展力

度，推进企业深化转型，明确中国电信海外拓展战略定位从

“三个延伸”向“以亚太为中心带动全球业务发展”转变，从“中

国一流”向“区域一流”到“世界一流”推进，目标是实现海外拓

展规模突破和跨越式发展，成为具有亚太区域比较优势的综

合信息服务提供商。

中国电信：世界级企业做世界的业务

本报记者 丁国明 万斯琴

本报记者 丁国明 万斯琴

移动互联：蓝海市场也需“深耕”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移动通信

运营商，中国移动早已先发制人借

助移动互联网平台，以随时、随地的

优质服务产品深耕市场，抢占市场

制高点。

借移动互联平台拓服务产品

“随时、随地服务于所有人和

事”是移动互联网区别于传统互联

网的重要特性之一，是移动互联网

产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和新商

业模式的根源。

在中国移动的九大基地中，位

置服务基地其核心竞争力就体现在

基于完整隐私保护机制的位置服务

能力的建设、输出和转化。

2011 年，中国移动在国内电信
运营商中首家取得了国家地理位置

信息经营牌照———互联网地图服务

甲级测绘资质，获得了面向互联网

提供位置服务的国家级许可，为位

置业务规模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同年召开的中国移动全球开

发者大会上，中国移动位置服务基

地对外正式开放位置服务能力，包

括定位能力、GIS 服务能力，提供

WAP及 WEB、客户端及应用开发工
具包三种调用方式。

据中国移动位置服务基地负责

人表示，“位置服务基地已与中国移

动互联网基地、游戏基地、搜狐、人

人、天涯等互联网公司开展合作，人

人报到、位置微博、位置天气等十余

项合作业务累计发展用户也实现了

千万级突破。”

在位置服务和物联网融合方

面，以车务通及位置衍生产品为代

表的行业信息化应用已经在交通运

输、物流、制造业等 40 多个行业、
4000多家企业得到广泛应用，实现
了对行业车辆、设备等资源的有效

管理。

“设备不用安装，放车里就可以

用，而且充一次电就能用三个月。当

然了，最大的用处就是防盗，一旦车

辆被偷，马上就有短信提醒，还能自

动定位跟踪。”济南的一位车主张明

说起“行车无忧”，一个劲地感叹。

记者还了解到，中国移动位置

服务基地已在全国范围内总计输出

了基于用户位置的特色餐饮、签到、

公交/自驾、语音问路及实时交通等
位置应用 80余项，为全国 30 个省
（市、区）的无线城市建设提供了强

有力的位置能力支撑。

提供“无形”智能信息服务

看“图”就能找工作？

在江苏扬州，中国移动与扬州

市劳动服务中心合作开展了扬州

“就业 e 图”项目，将移动信息化与
民生公共服务相结合，以手机、电脑

等终端为平台，通过电子地图的方

式直观展示全市劳动保障服务机构

和企业在地图上的分布位置、企业

资料、招聘需求等各类服务信息，为

老百姓找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目前，“就业 e 图”已完全标注
江苏全省已有的 22766 个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1486 个培训机构以及全
省所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实时招

聘信息，职业培训机构的实时培训

信息。仅在扬州，“就业 e图”自去年
8 月 30 日开通以来，2012 年上半年
就已发布 1970 多家企业的 4000 余
条用工信息、1357 家公共就业服务
终端平台数据，累计访问量已达 30
多万人次。

此外，中国移动还于近期和扬

州市劳动服务中心启动开发“就业 e
图”智能机客户端平台，今后用人单

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手机登录“就

业 e 图”平台，随时随地发布并了解
最新的就业资讯及求职信息。

记者从中国移动获悉，中国移

动手机支付业务自 2010 年 5 月商
用以来，经过两年积累，目前已占据

一定市场份额。

“快捷支付”，则实现了用户无

需到银行网点开通网银、手机银行，

直接在中国移动手机支付网站或合

作商户页面进行绑定，即可一键付

款。同时，为确保用户放心消费、安

全交易，中国移动还设置了账户资

金变动短信实时通知、手机支付密

码和短信验证码双重安全保障。

中石化炼油业务一年半来首次扭亏
本报记者 丁国明 万斯琴

在恒天集团的战略设计中，纺机业务要做到世界第一。这

就需要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有新的管理理念，加快信息化

建设与各项管理工作的融合，实现恒天集团的战略发展。

重组后的经纬纺机十年来发展迅速，基本构建起以纺机为

主业、同时积极拓展非纺机业务的经营格局，逐步加强以经纬总

部为核心、下属 13个制造型企业、30多个分公司的集团化管理
模式。

经纬纺机从 2000年开始，逐步开始推行希门 ERP系统，通
过这几年的不断完善，各企业、各业务单元基本实现了信息化管

理，已经实现了底层业务覆盖面达到 70%以上，显著提高了工
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在业务管理层面有了很大提高，在同行业的

企业中走在了信息化的前列。

ERP（Enterprise Resources Planning，企业资源计划）解决的
是客户、供应商、制造商信息的集成。ERP是一种企业内部所有
业务部门之间以及企业同外部合作伙伴之间交换和分享信息

的系统，是集成供需链管理的工具、技术和应用系统，是管理决

策和供需链流程优化不可缺少的手段。

在集团管理方面，通过升级 ERP，借以实现对公司信息化
统一的总体规划；建立标准化的财务管理体系；建立标准化的基

础数据管理体系；支持集中采购管理的需求；支持集中营销和售

后服务管理的需要；满足集中的人力资源管理需求；逐渐建立集

中统一的信息化平台实现全局的信息获取和分析能力。

经纬纺机在 2012年短期目标是 T引导，管理变革，试点成
功，初步打造经纬纺机集团化管理信息平台，为后期推广提供基

本的管理模板。长远的目标是建成数字化经纬，促进企业核心

竞争力的形成。

点评：

通过新 ERP系统的实施，将支持经纬纺机资源的全面整
合，强化“集约化经营、集成化管理”的力度，基本解决制约公司

发展的管理瓶颈问题，大大提高生产经营效益，增强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进一步改善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管理变革实现数字化经纬

管理新探索

本报记者 张博 万斯琴

成功案例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12年 9月，中国移动注册用户超过
6000万，年度累计交易额达 250亿元，是 2011年全年交易额的
2.5倍。同时，结合用户消费习惯，中国移动推出了电子券、快捷
支付等一系列用户喜闻乐见的电子化产品。

东北证券公司调研分析师王伟纲：

公司业绩符合预期。化工行业景

气度下降，导致公司的化工业务大幅

减收。虽然炼油业务同比减亏，无奈仍

然不能弥补化工业务的减收，致使业

绩下降。当前，炼油毛利已经好转，化

工也有所企稳。

银河证券行业分析师裘孝锋：

炼油和化工扭亏，三季报略超预

期。三季报略超预期的原因有三点，“首

先是炼油一年半来首次扭亏，为三季

度业绩环比大幅上升的最主要原因。

营销板块基本平稳，上游板块有

所回落。公司三季度上游板块业绩有

所回落，环比下降约 25%，预计四季度
将恢复到接近上半年的水平。

点评

三季度业绩营收同比增长 5.43%

数据看变化

产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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