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01月15日 星期二
编辑：李文新 E-mail：lwx0210@sina.com 校对：王培娟 美编：王祯磊 G 04中国国资报道 专题

2012 年 12 月 31 日晚 23 时 38
分，随着 CZ3100航班(B777飞机)平稳
地降落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南航又

实现了一个安全运营年。至此，南航已

累计安全飞行达 1037万小时，连续保
证了 223 个月的空防安全（不含厦
航），续写了中国民航最佳安全纪录。

安全运营稳中有进

2012年 12月 31日晚，中国南方
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南方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司献民，中国南

方航空集团公司党组书记、中国南方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谭万庚，民

航中南管理局局长蒋怀宇、中国南方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张子芳

和民航广东监管局、民航中南空管

局、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华南蓝天

航油公司等单位的领导分别在北京、

乌鲁木齐、广州等地迎接南航在当地

的本年度最后一个航班，向机组人员

和乘客送上新年的祝福，并慰问在寒

风中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向这些幕

后英雄致敬。

值得关注的是，2012年，南航圆
满完成了党的十八大、两会、伦敦奥

运会等重大航空运输安全保障工作，

在公司规模与安全运营等方面迈上

了新台阶，实现了双丰收。

据南航集团宣传部相关人士介

绍，2012 年，南航共新引进飞机 56
架，目前已拥有先进运输机 491架，机
队规模世界第三、亚洲第一。南航

2012年全年共安全运输旅客 8646.96
万人次，货邮运输量 123.01万吨，运输
总周转量 161.34亿吨公里，同比分别
增长 7.18%、8.37%和 11.57%，年旅客
运输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三、亚洲第一。

在经营发展突飞猛进的同时，南

航从飞行、机务、运行控制乃至技术

创新等各个方面建立安全长效机制，

全力保证飞行安全和空防安全。2012
年 9月 28日，南航以累计安全飞行
1000万小时，连续保证 219个月的空
防安全纪录，平安运输旅客 5.4亿人
次的成绩，在中国民航率先获得“飞

行安全钻石奖”。

南航继续保持着国内安全星级

最高、安全业绩最好的航空公司的骄

人业绩，安全运营在国际上处于一流

水平。

打造世界一流规模
网络型航空公司

2012 年是南航深入推进战略转
型的一年，通过不断完善航线网络，

南航的国际及地区航线座公里占比

将接近 30%，通过与天合联盟成员的
合作，航线网络通达全球 187个国家

和地区的 1000余个目的地。
在推进战略转型过程中，南航进

军了第六航权市场，提出了具有南航

特色的“广州之路”(Canton Route)。
为配合国际化发展步伐，南航大

力提升软硬件服务标准，打造国际知

名服务品牌。2012年是南航“国际品
牌服务年”，南航通过借鉴 SKYTRAX
星级评定方法，以顾客体验的提升作

为衡量服务工作成效的唯一标准，通

过提升旅客在空中服务、机场地面服

务以及营销服务等三方面的体验，全

面提升南航国际化服务水平，如为了

使中转流程更加优化，南航在澳新、

伦敦航线全面实现国际中转行李“通

程联运”，在广州白云机场取消第六

航权旅客二次安检，增设国际转国内

安检通道，节省旅客转机时间。

新年有着新挑战。据介绍，2013
年，南航将新增飞机 85架，南航机队
规模将超过 500架，实力进一步加强。

2012年度圆满收官

本报记者 蒋皓

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

议虽然结束了，留给人们的思考却并

没有结束。山东省作为有突出典型经

验的地方国资委备受瞩目，记者观察

到山东的特点是，改革创新的“精气

神”很足，中央精神“吃得透、干得

准”，工作贯彻起来雷厉风行、绝不拖

泥带水，与王勇主任会上强调的“改

革的事看准一项干一项”的提法超强

合拍。会后，记者专访了谭成义主任，

从几个角度进一步探讨了夯实地方

国资工作的优秀经验。

《中国企业报》：“管理提升”是一

个永恒的主题，也是今年国资委三令

五申的重点，山东省国资委落实得如

何？

谭成义：山东省国资委认真贯彻

落实上级要求，把管理提升与体制机制

创新、科技创新有机结合，迈开了坚实

的步伐。我们在实践中紧紧抓住制约企

业做强做优、实现科学发展的管理短板

和瓶颈，坚持以科学化、市场化、国际化

为导向，解放思想，创新思维，运用国内

外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引

导企业着力建设以战略管理为先导，以

集团管控为保证，以对标管理为手段，

以全面预算管理、全面风险管理、全员

业绩考核为重点，以信息化建设和人才

队伍建设为支撑的现代企业管理体系，

着力构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

理提升动力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

达到基础管理明显加强、管理现代化水

平明显提升、管理创新机制明显完善、

综合绩效明显改善，创造一批企业管理

创新优秀成果，建设一批高水平管理创

新示范企业，培养一批优秀经营管理人

才的目标。

《中国企业报》：具体采取了哪些

措施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呢？

谭成义：首先，为保障省管企业

沿着正确的路径实施管理提升，我们

明确了四项原则：

一是理念为先，机制为本。二是

系统提升，整体优化。三是注重效益，

协同发展。四是因企制宜，务求实效。

其次，抓重点谋突破。从省管企业

实际出发，组织企业对照八项能力确

定管理提升的重点领域。一是围绕提

升科学决策能力，引导企业加强各层

级治理结构建设，健全决策机制 ,完善
决策方式 ,规范决策程序 ,强化决策责
任。二是围绕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引导

企业加强战略管理，聚焦主业，优化资

源配置，完善管控体系，发挥集团整体

优势和协同效应。三是围绕提升价值

创造能力，引导企业创新商业模式。四

是围绕提升员工履职能力，引导企业

建立学习型组织、员工职业发展规划

和多元晋升通道，推行全员业绩考核，

发掘员工潜能。五是围绕提升风险防

控能力，引导企业建立全面风险管理

体系，开展投资并购等重要事项的专

项评估，加强重大风险预警和防控。六

是围绕提升精细化管理能力，引导企

业加强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

建设，强基固本。七是围绕提升管理信

息化水平，引导企业充分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建立管理透明、系统集成、授

权受控、安全可靠的综合管理信息平

台。八是围绕提升软实力，引导企业加

强文化建设、品牌建设、知识管理，认

真履行社会责任。

再次，实施工程做载体。我们开

展了为期三年的管理提升工程，划分

了查找问题、系统提升、总结表彰三

个阶段，分别从国资委和省管企业两

个层面提出了保障措施。

《中国企业报》：请您结合省管企

业的案例谈谈构建现代企业管理体

系的经验。

谭成义：省管企业基本建立起符

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适合企业自身

特点、能够调动权属企业积极性的管

控体系。例如，齐鲁证券建立了“客户

驱动式”的矩阵型组织架构。山东黄

金集团建立了对标—认识差距—管

理创新—业绩提升—再对标的完整

闭环机制，确立了黄金产量 2015年
进入世界前十名，2020年进入世界前
五名的发展目标。

我们聘请 100 多名国内知名专
家分别对省管企业“十二五”发展规

划逐户进行评审，停止单纯以扩大规

模为目的的投资。共压缩非主业、亏

损行业投资 239亿元。推行了全面预
算管理、全面风险管理、全员业绩考

核。例如，兖矿、重汽集团建立了基于

战略导向的目标责任制考核体系，山

东能源龙矿集团建立起工作业绩与

综合素质双维度、定量与定性考核二

元链接的全员考核体系，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的责任得到有效传递。

《中国企业报》：在创新商业模

式、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方面取得哪些

成效？

谭成义：2012年我们决定将商业
模式创新，作为指导省管企业转方式

调结构的总抓手和突破口来推进。只

有大力推进商业模式创新，才能把转

方式调结构的各项措施转变为自觉行

动，实现由点到面、由分散到集成的转

变，形成市场竞争新优势。通过管理提

升，一是促进了企业生产经营平稳运

行。2012年 1—11月份，省管企业实现
营业 收入 5916 亿元 ，同比 增 长
10.11%。多数省管企业市场占有率保
持稳定，部分企业实现提升。淄矿集团

煤炭年产量从两年前的 2000万吨提
升到今年的 4000万吨。山东黄金矿产
金产量和效益跃居全国黄金行业第一

位。二是促进了降本增效取得成效，

1—11月份省管企业管理费用占营业
收入比率同比下降 0.15个百分点，节
约管理费用 8.87亿元。融资结构优化，
节省利息支出 8亿元。三是促进了资
源整合产业升级。739户权属企业中，
532户完成了重组，200户长期亏损企
业被清理注销，有效提高了企业的资

产质量。四是促进了企业体制机制的

市场化，市场化选人用人比例超过

80%。五是促进了科技创新体系的建
设。山东重工研发中心发展到“四国十

地”、山东能源推动实施七大领域的

47项年度科技项目。六是促进了企业
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鲁信集团通过

为客户提供一揽子综合解决方案实现

收益的整体放大，2012年营业收入、实
现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45%、8.3%。

赢转型先机
迈“管理提升”坚实步伐
———山东省国资委主任谭成义访谈

“2013年中国电信移动业务用户
预计将达 2亿户左右，其中 3G 用户
超过 1亿户，各类终端销量将达 8000
万部，其中 80%以上是智能机。”1月
14日，中国电信携手高通公司共同主
办的“2013中国电信 CDMA 终端产业
链年会”在京举行。

一直以来，CDMA 终端产品的日
益丰富、销量的快速增长，有力推动

了中国电信天翼用户的规模发展。

数据显示，截至 2012年 11月，中
国电信移动用户数超过 1.58亿户，其

中 3G 用户超过 6585万户，持续保持
全球最大的 CDMA 运营商地位，规
模优势进一步显现。

2012年，中国电信与产业链合作
伙伴齐心协力，取得了突出的业绩。

其中，CDMA 终端产业链合作伙伴规
模不断扩大。2012年，CDMA 终端产
业链上游各类合作伙伴数量比 2011
年增加 70余家，总数达 483家。天翼
终端市场的规模化发展，也有力促进

了天翼终端社会化运营水平，为天翼

终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电信与各类

社会渠道合作伙伴的合作不断走向

深化。以终端直供等为切入点，打造

更加适合 3G 智能手机的多渠道、扁
平化销售渠道模式，组织厂商和渠道

商开展多种形式直供，目前全国超过

9万个的社会渠道销售网点。
同时，在终端服务方面，体验营

销和 3G 辅导也走出了一条适合 3G
智能终端发展的新路，率先建设 3G
手机应用辅导站，与售后服务商、销

售商等各类合作伙伴，共同开展对用

户的 3G 应用辅导，目前已建成 3G 手
机应用辅导站 5 万多个，辅导员 14
万人。天翼终端整体运营的差异化能

力初步形成。

作为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中国

电信始终高度重视与产业链伙伴的深

入合作。2013年，中国电信将加强和
深化社会渠道合作，坚持终端引领、大

力开展体验营销，坚持开放合作，为广

大合作伙伴创造新的发展空间。

中国电信董事长王晓初说，“中

国电信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度与大家

共创共赢信息化未来，以更加开放的

措施促进终端产业繁荣，积极扩大用

户和终端的规模，提升产业和社会效

益。中国电信将联合产业链打造全系

列智能手机，为不同客户群提供更为

丰富的产品。”

中国电信:移动业务用户将达 2亿户

中国最优质的白酒产区，同样地处这一纬度带上。中国白

酒金三角核心地带的泸州、宜宾、仁怀在北纬 28度附近，素有
中国“醉乡”之称的湘西也在北纬 28度附近。泸州、宜宾、仁怀
分别酿出独具特色的世界美酒泸州老窖、五粮液、贵州茅台，而

湘西则融三者之长，酿出了低调奢华、别具一格的“内参”。

湘西有最优质的酿酒窖壤：窖泥是白酒功能菌生长繁殖的

载体，湘西黄壤铁、钙含量低，质地细腻，粘度适宜，持水性强，

PH值在 6左右，是南方特有的生产优质窖泥的首选泥种。优质
的泥种、理想的微生物环境、驯良的菌源、神秘的窖泥培养配

方，生产出富含多种有益微生物、利于发酵生香的优质窖泥，这

是成为“内参”酒风骨的关键所在。

湘西有最具原生态的酿酒环境：原始奇绝的自然景观遍盖

全境，“内参”酿酒基地群山环抱，丛林茂密，土质温润，泉流潺

潺。

优质的生态环境，是酿就低调奢华、品质卓绝的“内参”酒

最基本的条件。

人文深厚 融入璀璨千年的湘西酒魂

湘西是一块古老神秘的土地。湘西位于荆楚文明之西隅、

巴蜀文明之东陲，古有“武陵蛮”地和“五溪蛮”地之称。这里峰

峦险峻，山川秀美；这里民族集聚，和谐交融；这里民风淳朴，重

情厚义；这里崇尚祭仪，祀神歌舞千年不衰。

在湘西独特而瑰丽的民族文化景观中，酒文化就是其中的

一朵奇葩。境内居住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等少数民

族儿女历来深谙酿酒之道，创造了灿烂的民族酒文化。

湘西自古素有“醉乡”之称，而横穿湘西的酉水素称“酒

河”。

沈从文的文朴实无华，温情融融，似星斗包容世界，如烛光

淡照人生；宋祖英的歌亲和纯美，婉转动情，似苗山明月照，如清

泉天上流；黄永玉的画，自由洒脱，幽默犀利，似万荷齐狂舞，如

曲水之流觞。我们可在沈从文如诗如歌的散文小说里，闻到湘西

古镇边城、河陲吊楼、摆渡老店的酒香；可从宋祖英《阿公的酒

碗》里看到湘西大碗酒里晃动的银光；可从黄永玉的《打牙祭》、

《酒鬼背酒鬼》、《清明酒鬼图》中读到湘西人自由洒脱的酒风。

正如沈从文的文、黄永玉的画、宋祖英的歌一样，“内参”美

酒吸吮了湘西的山水灵性，择取湘西民间酿酒技艺之精髓，融

入湘西人文精魂，才落得如此不加雕饰，浑然天成，成为中国博

大精深的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兼收并蓄 酿就精妙绝伦的“内参”美酒

在湘西，“鬼”代表着一种超越自然、超越自我的神秘力

量，“鬼”诉求着一种自由洒脱的无上境界，“鬼”兆示着一种人

与山水对话、与自然融合的精神状态。崇尚祭仪、敬重鬼神，代

表了湘西人对自然的敬畏，与自然的完美相融。

“内参”酒酿酒基地，龙、凤、兽三眼清泉，清澈甘甜、春夏不

溢、秋冬不涸，成为酿制和勾调“内参”酒的血液。“内参”酒酿酒

基地方圆十余平方公里内，均被划为了地理生态环境保护区。

但“内参”的酒酿大师们，并没有依仗得天独厚的山水，沉

浸在祖辈的辉煌里停滞不前，而是不断开拓创新，兼收并蓄，终

于酿出了独具特色的“内参”佳酿。

酿酒大师在传承湘西民间酿酒工艺秘方基础之上，大胆吸

纳现代酿酒工艺，吸纳各家之长，融汇成自己的独特工艺，在用

曲、用水、用泥、用料上独特考究，酿制工艺、勾兑工艺和贮藏工

艺独具匠心。

“内参”酒采以颗粒多粮原料配方，粮醅二次清蒸清烧，以

小曲培菌糖化、高温曲堆积筛选菌群、中偏高温曲入窖，以续渣

老窖发酵提质增香，经地窖、溶洞存贮数年，再经大师精心勾调

而成。

“内参”酒色清亮透明、窖香芬芳馥郁、酱香幽雅协调、口味

醇甜柔和、酒体爽净悠长、浓香带酱、酱不露头，兼具“浓型之芳

香、酱型之细腻、清型之纯净、米型之优雅”。使“内参”酒能在浓

香、酱香、清香之间协调分配、巧妙结合、游刃有余。

“内参”酒以兼收并蓄、低调奢华的姿态，卓越的品质，赢得

了国内众多高端消费者的推崇与青睐。

2012年，东风汽车公司直面汽车行业“微增长”和钓鱼岛事
件影响，沉着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各项事业实现了持续稳健

发展。据销售快报显示，东风公司去年全年销售汽车突破 307
万辆，继续保持历史最好水平，销售规模稳居行业第二，经营质

量总体稳健，收益性良好，国务院国资委考核指标全面达成。

2012年，东风公司实现销售 307.8万辆，其中销售乘用车
245.5万辆，同比增长 5.42%，销售商用车 62.3万辆。2012年，
东风自主事业进一步发展，共销售自主品牌汽车 112.1万辆，
位居行业前三。东风自主品牌商用车实现销售 60.6万辆，继
续保持国内领先水平。东风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增幅高出行

业 20个百分点，其中，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东风郑州日产等
东风品牌乘用车实现销售 42.8万辆，同比增长 7.67%；东风裕
隆纳智捷、东风日产启辰、东风本田思铭等其他自主品牌乘用

车实现销售 8.7万辆。东风公司去年全年海外出口 8万辆，创
历史新高，海外事业进入加速发展新时期。

2012年，东风公司各主要事业单元实现稳步发展。东风
乘用车公司销售汽车 6 万辆，同比增长 131.2%；东风日产乘
用车公司销售汽车 77.3万辆；神龙汽车有限公司销售汽车 44
万辆，同比增长 8.88%；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销售汽车 28.2
万辆，同比增长 10.45%；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销售汽
车 48万辆，同比增长 11.08%；东风商用车公司销售汽车 32.92
万辆；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汽车 34.77万辆；东风小康
汽车有限公司销售汽车 29.54万辆；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
销售汽车 3.11万辆。

“东风”去年销售汽车创新高

本报记者 丁国明 陈欣媛

本报记者 丁国明 万斯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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