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2013年01月22日 星期二
编辑：李文新 E-mail：lwx0210@sina.com 校对：王培娟 美编：马丽 G 03中国国资报道

作为湖南知名的上市公司，湘西

的第一纳税大户，酒鬼酒股份公司深

谙践行社会责任的道理。企业只有获

得了良性发展，才谈得上对社会责任

的担承、对社会的贡献。2011年，公司

实现净利润 1.93亿元，向地方及国家

上缴税收 3.5 亿元。而到了 2012 年，

公司累计上缴税收达 6.9亿元。

企业发展壮大了，为地方及整个

社会做出的贡献就更多。到目前为

止，公司直接带动社会就业 2138人，

间接带动吉首当地玻瓶、包装企业就

业 1200人。公司效益好了，员工收入

也有了更稳妥的保障，这也是对员工

的一种责任。

保护环境 建设生态企业

企业的社会责任，还体现在与环

境的和谐相生，体现在对环境的保

护，作为酿酒企业，尤需如此。

酿酒是微生物发酵过程，优质

的美酒酿造，需要依托良好的生态

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为有益

的微生物生长营造一个良好的环

境。反过来，酿酒也需要对环境以更

多尊重，不破坏环境，维持良好的生

态条件，这样企业才能迎来长久的生

存。

在环境保护与生态酿酒方面，酒

鬼酒走在了行业的前列。酒鬼酒的酿

酒基地，本就处在北纬 30度神秘地

带、优美湘西的一个生态园区内，厂

区周边的喇叭形山谷绿树成荫，厂区

内的龙泉、凤泉、兽泉三眼泉水清澈

甘洌、经年不绝。这是酿出优秀的酒

鬼酒的外部环境保证。

为了保护好这片山水，经过企业

与环境部门的共同努力，早在去年年

初，在酿酒基地 10平方公里内，就被

划定为了酒鬼酒地理生态环境保护

区。在保护区内，禁止新建与微生物

发酵带、土壤富硒带、天然亚麻酸带

等无关的工业设施。对不符合规划要

求的已建和在建的工业设施，要依法

分期进行拆除、迁移，或严格采取环

境保护措施。未经批准，禁止在保护

区内进行有损自然环境和资源的行

为。

“企业的发展，不能以污染环境

为代价，这是酒鬼酒任何时候都不能

碰触的底线。”酒鬼酒负责人表示，在

厂区微观内环境治理方面，公司近年

来耗资数千万元，对厂区及周边环境

进行专项治理，锅炉房粉尘污染、厂

区污水得到了有效处理，制曲车间增

加了吸尘设备，粉碎班安装了吸尘装

置，制曲车间安装了循环风选器。通

过这些措施，不但切实保护了酒鬼酒

的酿造环境，也使厂区周边环境更加

优美舒适。

热心公益 资助贫困学子

酒鬼酒在发展历程中，从来没有

忘记对社会的回馈。

2008年 5月 12日，四川汶川大地

震震惊全国。5月 14日，满载着棉被、

方便食品等救灾物资的运输车，带着

酒鬼酒的浓浓深情和湘西人对灾区

人民的深切牵挂，千里奔赴四川灾区

救灾。

酒鬼酒在捐资助学等公益慈善

事业上也不遗余力，时刻践行企业公

民责任。

2011年 8月，酒鬼酒湖南销售公
司联合湖南怀化团市委，举行别出心

裁的捐助活动，它不直接向贫困学子

捐赠现金，而是免费提供三种酒给学

子们，同时教给他们酒品知识、销售

技能、社交礼仪等，让他们以低于市

面的价格进行义卖，再将所得资金全

部捐赠给贫困学子们。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

了解到，很多贫困学子由于出身贫寒

等原因，自信心严重不足，有的甚至

落落寡欢，性格孤僻。我们希望通过

这种活动，鼓励他们重拾信心，积极

融入到社会这个大家庭中去。”酒鬼

酒相关负责人详解义卖助学活动的

初衷。

酒鬼酒的助学公益活动，还随着

公司营销市场的开拓向省外扩展。记

者了解到，酒鬼酒近两年在安徽、河

南等地，联合当地商家和团购单位，

进行义卖活动，从卖酒收入中拿出相

应比例资金，资助当地贫困学子上

学，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口碑。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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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隆

重举行。中国电信透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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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规模持续提升
终端规模不断增长

会上，国内外主流终端厂商、操作系统提供商、软件

应用提供商、手机设计公司、元器件供应商、渠道经销

商、售后服务商、行业咨询公司等产业链各领域的近千

名代表参会。

2012 年，CDMA 终端产业链合作伙伴规模不断扩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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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终端品牌比 2011

年增加 40 个 , 总数达 179 个；各类在售 CDMA 终端比

2011 年度增加 400 余款，总数达 1540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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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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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泛开展产业合作
促进多元化协调发展

在本次年会上，中国电信评选了 2012 年度 CDMA

终端最佳设计、创新奖以及 CDMA 终端供应、市场表

现、客户服务方面表现最突出的合作伙伴，也评选出了

2012 年度 CDMA 终端优秀零售店、优秀代理商以及最

受消费者喜爱的 CDMA 终端产品奖，并对在 2012 年

CDMA 产业链各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产业合作伙伴给

予了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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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iOS 和 Windows Phone 三大

主流操作系统产品多元发展，与国内外主流手机厂商都

开展全面合作，特别是以小米、百度、腾讯等互联网企业

为代表的新进入者不断增加，体现了移动互联网和智能

手机走向交叉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一年来，中国电信

终端运营成效显著，CDMA 终端全面开花，为产业链的

长期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广泛与产业链伙伴的深度合作，中国电信先后

打造了心系天下系列手机、3G 互联网四通道系列手机、

千元双网双待系列手机以及千元智能机等全系列智能

手机。与苹果公司合作先后推出电信版 iPhone 4S、i-

Phone 5 等战略合作机型，有效提升天翼终端竞争力。

与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开展合作，众

多互联网主流应用在天翼手机中得到良好应用，构成了

一套完整的天翼智能手机体系，在每类手机中都呈现出

机型众多、精彩纷呈的景象，带给用户丰富的选择。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电信与各类社会渠道合作伙

伴的合作不断走向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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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有

总量超过 9 万个的社会渠道销售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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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信:
2013年 3G用户将超 1亿

“2012年，全行业保持了持续平稳

较快发展势头，交出了令人满意的成

绩单，中国移动作出了突出贡献。”工

信部副部长尚冰对中国移动2012年

在推动TD产业发展、加快转型升级、

创新体制机制、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

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肯定。

据了解，2012年面对形势复杂多

变、发展压力持续加大的挑战，中国

移动市场经营取得积极成效，质量优

势继续保持，服务水平持续改善，创

新发展不断深化，管理提升深入推

进，业绩指标达到预期，继续保持了

平稳发展。

对中国移动在TD产业发展方面

的工作，尚冰说：“中国移动在推动

TD-SCDMA和TD-LTE发展方面作

出了艰苦努力，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些

成绩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

的充分肯定以及产业链各相关环节和

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对推动我国信

息通信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尚冰深入分析了当前行业发展

面临的形势，对中国移动2013年工作

提出五点要求：一是进一步统一思想

认识，加快推动TD-LTE产业发展；二

是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促进经济社会

信息化进程；三是自觉规范经营行

为，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四是不断提

升服务水平，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五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高网

络与信息安全保障水平。

“推动TD-LTE产业发展，是今年

中国移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尚冰

强调，发展TD-LTE是增强国家自主

创新能力、拉动内需的重要抓手，也

是通信行业转型发展的机遇，中国移

动 要 统 筹 协 调 好 TD-LTE 与

TD-SCDMA的发展，积极推进扩大

规模实验，特别是要带动产业各方面

着力突破智能终端、多模芯片等关键

瓶颈，充分提升TD-LTE的国际影响

力，释放中国坚定发展TD-LTE的信

号。“工信部、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

正在研究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的相

关政策，希望各界携手一同抓住

TD-LTE这个产业发展的难得机遇。”

推进战略转型 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丁国明

本报记者 丁国明

日前，福建福鼎 110千伏前岐变二期扩建工程成功送

电，该工程的顺利启动为福鼎市闽浙边贸工业园区的发展

用电需求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为满足福鼎市闽浙边贸工业园区日益增长的供电需

求，公司于 2012年 3月开始对 110千伏前岐变电站进行二

期扩建，二期扩建工程主要包括更换 2号主变、增设 35 千

伏线路 2回、10千伏线路 10回，总投资 1259万元。为确保

工程如期竣工投运，自工程开工以来，公司领导高度重视，

各部门紧密协作，克服时间紧、任务重等困难，严把安全生

产关，积极主动掌控施工进度，协调解决施工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使扩建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在当天的启动送电过

程中，各相关部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对倒闸操作、工作许

可、安全措施布置等保证措施、安全措施都逐项落实，确保

工程顺利安全送电。

据悉，该工程的顺利送电投产不仅大大满足了闽浙边

贸工业园区的用电需求，还进一步优化了福鼎电网结构，提

高了居民生产、生活的用电质量，对福鼎市经济建设与发展

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钟国欢）

中国移动 2013年工作会议提出

福鼎 110千伏前岐变电站
二期扩建工程顺利投产送电

“中国移动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

机遇期。”中国移动总裁李跃要求各

级企业对当前的机遇和挑战要有清

醒的认识。他分析说，2013年，移动互

联网时代已经到来，3G竞争更加激

烈，智能手机加快普及，TD-LTE有

望进入商用元年，互联网业替代加

剧，“这既是机遇，更是挑战，我们要

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努力在激烈竞

争中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当前，包括中国移动在内的电

信企业面临着传统市场和新兴领域

两方面的巨大竞争压力，通信普及

率的提高、产业价值的转移，正迫使

传统电信行业退出高增长时代。面

对新的形势，2013年中国移动将如

何行动？

李跃要求，全集团要在统一认

识、推动转型、加强创新、深化改革、

提高管理等方面狠下功夫，特别是

坚持以创新要市场、以改革要发展、

以管理要效益，“狠抓”六方面工作：

一是狠抓质量与服务，坚持“两

个毫不犹豫”的要求，加强质量管理，

持续提升网络、业务和服务质量。

二是狠抓转方式调结构，紧紧围

绕存量经营、流量经营、集客经营三大

驱动力，切实增强产品竞争能力和营

销资源支撑，努力拓展业务增长的新

空间。

三是狠抓新业务发展，形成新型

产品和特色业务体系，有效应对移

动互联网业务竞争，打造新的增长

点。

四是狠抓管理提升，坚持以管理

集中化、运营专业化、机制市场化、组

织扁平化、流程目标化为目标，加快

推进改革创新，提升管理水平。

五是狠抓企业竞争力提高，通

过增强自身能力、保持市场份额、推

动创新发展，不断提升企业的竞争

力。

六是狠抓作风建设和反腐倡

廉，以良好的作风、严格的管理、严明

的纪律保障公司健康发展。

“做好全年工作，实现发展目

标，关键是要落实、落实、再落实。”李

跃强调。

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从国

际形势、国家发展、行业变革、产

业趋势等多方面，深刻分析了企

业面临的内外形势。

他指出，ICT领域正发生颠覆

性变革，行业竞争形势复杂多

变，中国移动面临诸多问题和严

峻挑战，但是国家经济企稳回

升，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

展，拓展了信息产业发展新空

间，TD-LTE产业化、商用化、国

际化步伐加快，更给中国移动带

来了广阔发展机遇。“要将党的

十八大精神转化为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战略思想和科学方法，

转化为推动落实‘战略转型、改

革创新、反腐倡廉’三篇文章的

思路和优势，转化为促进企业持

续健康发展的信心和动力。”

奚国华提醒集团同仁，“转型

是一个长期工程，是一个艰苦的

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他

要求集团上下要沉下心来，保持

发展信心，特别是要妥善处理好

四个关系：一是传承优势与创新

发展的关系。奚国华强调，在互联

网领域要有所作为，既不能走传

统运营商的老路，也不能采取简

单跟随的做法，而是要立足自身

优势，探索新路径，寻找新增长。

二是当前业绩与长远发展的关

系。三是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的

关系。四是规范管理与提高效率

的关系。

实现战略转型目标，不仅要有

清晰、正确的战略，更要有战略

实施的能力和落实战略的行动。

2013年，中国移动将在全集团着

力提升网络能力、营销能力、管

理能力和队伍能力。“网络能力

是基础，营销能力是关键，管理

能力是手段，队伍能力是根本。”

奚国华强调，“转型期也是矛

盾的凸显期。短期经营压力和长

期的经营风险叠加，这是对我们

能力和水平的真正考验！”

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

把握四个关系
提升四项能力

以“三个要、六个狠抓”
推动创业布局

中国移动总裁李跃

1月9日，中国移动2013年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面
对行业、企业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会议明确中国移动

2013年工作总体要求：要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精神，围绕做好战略转型、改革创新、反腐倡
廉三篇文章，全面提升网络能力、营销能力、管理能力

和队伍能力，着力创业布局、创新发展，加快转方式、调

结构，切实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锐意进取，奋发有为，
努力推进公司战略转型和持续健康发展。

加速TD-LTE发展步伐政府全力支持

工信部副部长尚冰

酒鬼酒：建设践行社会责任的生态企业
本报记者 丁国明李文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