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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国涛

“没有比头更高的山，也没有比

脚更长的路；创业艰难，治业不易，

唯有努力实践、不断精进……”中国

电力国际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

长李小琳发出如此感悟，其不仅是

个人多年创业、治业的真知灼见，更

是对企业近十年发展成果的点睛解

读，同时也是中电国际对科学管理、

卓越实践的不懈追求。

中电国际,1994年在香港注册成
立，主要从事和电源项目的开发、建

设、运营，海外投融资和资本运营。

特别是从 2002年到 2012年十年间，
公司面对电力体制改革带来的挑战

和机遇，牢牢把握科学管理这一主

题，励精图治，在风云变幻的市场大

潮中，走过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

企业发展壮大之路，在波澜壮阔的

电力发展史上书写下辉煌篇章。

截至 2012年底，中电国际资产
总额已突破千亿元，达到 1070 亿
元，装机容量突破两千万，达 2164
万千瓦，分别是十年前的 8 倍和 4
倍多；十年间，在电力行业陷入政策

性巨大亏损的艰难环境下，累计上

缴税收 148亿元；资产分布从 4 个
省到 20多个省市自治区；资产结构
从单一火电，发展到水、火相济、新

能源并举的可持续发展格局。同时，

发电量保持年年增长，供电煤耗逐

年下降，从 360 多克 /千瓦时到 310
多克 /千瓦时，下降近 50克/千瓦时，
累计节约标煤 232万吨。

制度建设：
筑牢管理硬基础

战略先行，构建机制。2004年，
在中国电力上市之初，面对新的经

营环境，中电国际以李小琳提出的

“审视自身，找准定位；明晰战略，加

快发展；人才强企，团队兴业；持续

创新，推动变革；静水深流，构建文

化”40字管理方略为引领，建立健全
以“法人治理、企业管理、系统管控”

三位一体、有机统一的“企业管治体

系”，不断探索和完善内控机制、绩

效导向机制，构建有效的科学管理

机制，踏上了创业、治业新旅程。

制度建设是管理的基石。中电

国际按照“务实、预控、优化、系统”

的目标要求，率先在集团内全面构

建公司制度体系，早在 2005年就发
布了首部《中电国际制度体系》，包

括 18个子系统、140个制度。此后，
遵循“策划、程序、修正、卓越”原则，

每两年根据制度执行情况和新的变

化要求，进行梳理修订、发布，促使

执行力和制度同步升版。2012年新
发布的《制度体系》包括了 17个子
系统、283个制度。

在日益复杂和严峻的外部条件

下，中电国际还积极引入国际先进

管理方法和现代管理手段，坚持国

际化、市场化、专业化、规范化管理，

建立了一套新规范的制度体系，公

司治理水平不断提升。依法合规从

严治企，财务资金管理稳健提升，建

立了严格的资金“双签”制度和公开

透明的公司集中招标平台。严格科

学管理，加强风险预控，确保了公司

始终健康安全发展。

信息化建设是管理的助推器。中

电国际在集团系统内率先推进 ERP
等现代化管理。ERP系统采用了业界
领先的管理套装软件，融合国际先进

管理思想，把中电国际的实践经验和

管理文化固化到 ERP 程序中。从
2009年就开始前期准备，到 2011年
正式启动实施，完成 ERP一期试点
建设和推广，二期人力资源、资金结

算、EAM、电子商务也相继启动实施
和上线，各项业务平台运转顺畅，初

步实现系统内人、财、物等核心业务

的集约化管理，实现全公司的日成本

分析和日边际利润核算，并将逐步实

现全面绩效管理、资产全生命周期管

理等多项管理，为推动公司管理创

新、提升运营管控能力提供了强大的

技术支持和保障。

优化调整：
促进管理大提升

谋定而后动，则无往而不胜。面

对错综复杂的发展环境，2012年初，
李小琳敏锐地提出了“调整提升年”

的工作部署，而恰逢其时，国资委在

中央企业开展的“管理提升”活动也

随之拉开序幕。两者不谋而合，协调

并进。而这也是中电国际近十年来

致力管理提升的缩影。

向管理要效益、要质量。中电国

际始终坚持立足市场、稳健经营，做

好管理这篇文章，精细化、规范化、

标准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在复杂严

峻的经营环境下，紧紧抓住“两价一

量”、财务管理等经营主线，提升经

营绩效。

一是经济效益创新高。近年来，

在火电全行业陷入政策性亏损的艰

难环境下，中电国际经营效益始终

保持行业领先水平，资产负债率一

直保持在 70%以下；不仅确保了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也实现了发展速

度和质量效益的全面提升。2012年，
公司各大板块全面飘红，创中电国

际历史最好水平。

二是运营管理树标杆。中电国

际火电技术从亚临界、超临界到超

超临界，对大机组的掌控能力和运

营水平不断提升。系统机组在各类

全国大机组竞赛中，创造多项长周

期运行纪录，取得了数十个金牌机

组、状元机组和标杆机组等全国荣

誉。2012年，中电国际芜湖 2号、清
河 1号、福溪 2号机组均以高分通

过集团公司达标投产考核，其中芜

湖创集团最好成绩，囊括集团“四大

控制”管理全部奖项，并获中国电力

优质工程奖；海口垃圾发电项目获

国家优质工程银奖。

向管理要水平、要发展。作为一

个全国范围及国际化的企业，中电

国际根据所属各企业的产权构成与

战略定位，实施有效的系统管控，形

成了以总部为管控核心，结构合理、

管理专业、运转协调有效的一体化

管控模式，为企业又好又快发展提

供了保障。

一是“两轮驱动”绿色发展。在

绿色发展上，中电国际实施“两轮驱

动”，一方面实行“上大压小”、“发电

优化”，一方面大力发展新能源，播

撒绿色光明，绿色发展之路正越走

越宽广。

二是新能源风生水起。中电新

能源从 2006年创立以来，以管理创
新驱动资本创新、科技创新，实现了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式发展，

逐步形成“一个平台、五大板块、十

余基地”的可持续发展格局，并率先

探索新能源与智能电网管理模式，

开创“博鳌乐城低碳发展模式”的先

河。至 2012年底，中电新能源投产

装机 270万千瓦，在建及深度开发
项目容量已超过 630万千瓦；累计
完成发电量 148.36亿千瓦时，盈利
近 10亿元。

文化建设：
倍增管理软实力

作为“静水深流”企业文化的最

初设计者、积极倡导者和卓越实践

者，李小琳指出，文化是基业长青之

魂、永续发展之根；文化要与管理相

互融合、相互渗透，不断提升企业的

软实力。

在多年的实践中，中电国际培

育和构建了“静水深流”企业文化体

系。李小琳说，“静水深流”是企业体

制改革、机制创新、制度创新、管理

创新和企业国际化历程中不断探索

的心得，其核心内涵就是和谐管理

之道。

多年来，中电国际以文化为引

领，融入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发

展等各方面，践行“责任、诚信、智

慧、价值”核心价值观，打造提升了

企业品牌形象，营造巩固了和谐向

上的良好环境，也引领影响了企业

的战略定向、管理方式，成为企业发

展的内生动力和不竭源泉。

文化与管理互补互促，成果丰

硕。中电国际本部连续 7年保持中
央国家机关、首都文明单位荣誉，

2009年、2011年又相继荣获“首都
文明单位标兵”、“全国文明单位”称

号，公司还荣获“改革开放 30 年全
国企业文化杰出品牌组织”、“全国

安全生产责任感企业”等称号。

对于未来发展，中电国际要求

结合当前形势，进一步增强能力素

质，促进管理提升，强化包括管理创

新在内创新驱动力，开创中电国际

跨越式发展的新局面，为实现中电

国际基业长青、为“美丽中国”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增光添彩。

中电国际:静水深流 卓越实践

2012年 8月 25日，李小琳参加中电国际本部“静水深流、团队无价”

第四期培训班并为员工授课

2011年 5月 28日，李小琳在海口中电新能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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鏖战风雨：
打造能战斗的团队

2012年，风浪再大，他们未被压
垮。

2012年 8月 3日 18时，强降雨
已经在京唐港“肆虐”了整整 15 个
小时。京唐港开滦 2号码头，在这里
工作的国际物流港口储运分公司的

员工们严阵以待，迎战即将在夜里

登陆的 2012 年第 10 号台风“达
维”。

那一夜，开滦码头降雨量达到

270毫米，海面最大风力达到 10级。
面对北方省份 60 年一遇的暴风雨
和强台风，开滦国际物流港口储运

分公司的员工严防死守，成功应对

了台风带来的各种威胁。

鏖战风雨，成为开滦国际物流

公司员工“特别能战斗”的真实写

照。一个多月后的 9月 30日，随着
“永星 19”轮鸣笛驶离开滦码头，港
口储运分公司 9月份煤炭装船过港
量实现 63.4万吨，创出码头开航 17
年以来单月装船过港量的最好成

绩。

在自然灾害面前，他们没有退

缩；面对从煤炭市场刮来的“风暴”，

他们依然坚强。

面对经济增速放缓、煤炭市场

持续低迷、企业资金紧张、融资成本

增加等不利局面，开滦国际物流公

司以扭亏增盈工作为主线，研判市

场，掌控资源，理顺管理流程，优化

贸易结构，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提升

经济运行质量，促进企业稳步健康

发展。

2012年，开滦国际物流公司营
业收入完成 449亿元，比 2011年同
期增加 20.56%。企业利润全年完成
6197 万元，比 2011 年同期提高
54.58%。其中，全年焦炭、铁粉、钢材
以及铁精粉等非煤贸易收入达到

115.12亿元，占总收入的 26.17%，
比 2011年同期增长 67.08%。

面对成绩，开滦国际物流公司

党委书记杜占栓总结说：“打硬仗离

不开一支素质过硬的人才队伍。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谁拥有优秀人

才资源，谁就能拥有发展潜力，就能

占领制高点。”

抢抓机遇：
建设学习型人才梯队

2012年，为打造一支素质过硬
的学习型团队，开滦国际物流公司

结合“三支队伍”素质现状，分层次

推进“学习、创新、实践”活动，借助

“物流大讲堂”活动，组织物流前沿

知识讲座 13场次，培训经营管理和
专业技术人员 800余人次。针对新
入职大学毕业生，公司推出集中培

训、一对一师徒结对子、轮岗实习、

考核答辩转正为主要内容的程序化

教育和导向式培养新模式。

伴随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国

际物流公司员工队伍的年龄结构和

知识结构也不断得到优化。截至

2012年底，公司共引进本科以上毕
业生 113 名，占管技人员总数的
28.3%。

2012年，他们直面困难，在挑战
中抢抓机遇。

开滦集团总经理助理、国际物

流公司总经理傅同君认为：“煤炭市

场出现急剧变化，既给我们带来了

挑战，又带来了机遇，特别是有利于

我们掌控资源，提高市场占有率。在

这种形势下，国际物流公司把开发

市场作为第一要务，突出源头采购，

增加实体物流，提高经济运行质量

和效益。”

2012年 6月，夏日的骄阳炙烤
着大地，而国内煤炭市场却正遭遇

寒冬。6月 18日，傅同君与进出口分
公司相关负责人等一行 5人驱车西
进，开始了为期一周的走访考察活

动。

一周内，傅同君等一行 5 人每
日行程近千公里。在山西省，他们走

访了重点用户———山煤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并到位于孝义、五寨两地的

发运站点考察。随后，他们转战到内

蒙古，考察了 3个边境口岸的发运
能力。

面对多变的市场形势，开滦国

际物流公司研判市场，调整思路，抓

住资源市场宽松的时机，变不利因

素为调整结构、掌控资源的机遇，提

出了“抢抓一级市场、强化源头采

购”的工作主基调。公司领导及相关

部门负责人先后多次到山西、陕西、

宁夏、内蒙古、广东、广西等地走访

考察，开辟源头采购渠道，寻求合作

空间。

2012年，开滦国际物流公司先
后与山西能源总公司、龙口煤炭物

流中心等 46 个新用户建立合作关
系，实现煤炭直接采购量 526.53万
吨，与 2011 年同期相比，增幅达
13%，实现新增贸易收入 47.14 亿
元。

展望未来：
开创物流新模式

2012年，渤海湾畔，他们描绘蓝
色设想。

2010 年，一颗饱含智慧与设
想的种子被撒落在渤海之滨。8 月
31 日，开滦集团在唐山曹妃甸隆
重举行唐山曹妃甸动力煤储配有

限公司、唐山湾炼焦煤储配有限

公司成立暨曹妃甸储配煤项目开

工奠基仪式。至此，我国煤炭产业

的一项具有开创性的设想正式落

地。

如今，这颗种子正在生根发芽。

2012年 12 月 23 日凌晨 2 点，
室外温度已降到零下 14摄氏度。在

曹妃甸动力煤储配基地建设现场，

12台水泥土搅拌桩钻机和 10 台沙
石桩钻机同时发出的轰鸣声，与四

周海浪撞击发出的声响交织在一

起。

迎着刺骨的海风，唐山曹妃甸

动力煤储配有限公司领导带领工程

部相关负责人，从宿舍步行 2000多
米，来到施工现场，检查监理人员、

施工单位到岗到位情况和工程进

度。为了进行有效监督，建设工地 24
小时都有专人值班。

2012年 12月 26日，开滦集团
技术管理部、国际物流公司两港项

目部、唐山曹妃甸动力煤储配有限

公司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到曹妃甸

动力煤储配基地项目圆形堆取料机

生产厂家———长沙市中联重科物料

输送设备有限公司，就设备的设计

审核进行技术交流。

截至 2012年底，曹妃甸动力煤
储配项目已完成土地整理，堆取料

机、穹顶等重点设备和桩基工程招

标，桩基施工已全面开始，已完成总

工程量的 40%；唐山湾炼焦煤储配
项目已完成 5#堆场、6#堆场、道路、
挡风抑尘墙、磅房等主要工程的施

工，达到汽运存煤条件。

———开滦国际物流公司 2012年发展纪实

“开滦集团走在转型大发展路上”之二

逆势而上方显真本色

李泼 李晓辉

产业收入

完成 1122亿元，

同比增长 26%；

非煤物流收入同

比增长 6%，实体

物流收入同比增

长 40.73%———在

充 满 挑 战 的

2012 年结束后，

开滦集团物流产

业交上了这样一

份漂亮的成绩

单。然而，作为开

滦集团物流产业

主力军的国际物

流公司，深知成

绩背后所饱含的

艰辛。

“
物流产业的唐山港开滦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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