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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长管理线，牵住企业行”。面对黔桂公司今天的高速发

展，有人曾经作过这样幽默调皮的概括。这并不为过。黔桂公

司，就是紧紧依靠管理，把管理当做企业生死的守护神，让企

业管理尽显威力，并巧用管理撑起了企业一片新的天地。黔桂

公司总经理詹玉华，素来以做人低调，做事踏实认真，对企业

管理相当严格而赢得人们普遍称赞的，被誉为黔桂的“掌门

人”，在面对《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就万变不离其宗，十句

不离本行的这样说。

2012年，黔桂公司全年完成合并营业收入 51.6亿元，利

润总额 2.15亿元，年末资产总额达 88.3亿元；“上大压小”改

建工程获国家发改委核准批复；200万吨 /年煤焦化扩建项目

配套 300万吨 /年洗煤厂、盘县三合粉煤灰新型墙材项目、兴

义 240 万吨 / 年水泥项目、拓达商砼白云站和龙里站（共 4×

180立方米 /小时）等五个项目先后于年内建成投入试产；金

阳商务办公楼主体封顶、兴义万峰佳苑、兴仁东湖新城项目开

工建设；贸易业务量同比大幅增加；水泥板块实现与中建材的

战略合作并成立管理平台公司；公司的上市工作快速推进并

成立了新投资公司，完成了上市资产和非上市资产的剥离；尤

其是黔桂公司获准建设“贵州省级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各项

工作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詹玉华说，这些成绩的取得就是公司实行严格的管理取

得的结果。仅 2012年，公司的发电产业：全年累计发电 33.90

亿千瓦时，售电 30.34亿千瓦时，实现营业收入 11.56亿元。公

司的焦化产业：全年累计生产焦炭 64.19万吨，销售焦炭 64.54

万吨，生产销售中泥煤 80.50万吨，粗苯 0.71万吨，煤气 13600

万立方米，实现营业总收入 20.56亿元。水泥建材产业：全年

累计生产水泥 274.4万吨，销售水泥 275.81万吨，生产并销售

商品砼 47万方，实现营业总收入 8.18亿元。其中三合公司全

年累计生产水泥 118.01 万吨，销售水泥 118.73 万吨，实现营

业总收入 3.38 亿元；金久公司全年累计生产水泥 156.39 万

吨，销售水泥 157.09万吨，生产并销售商品砼 47万方，实现营

业总收入 4.8亿元。贸易业：全年累计销售原煤 35.96万吨，钢

材 16.35万吨，新增贸易锰矿石 1.13万吨、硅锰合金 0.33万

吨、方坯 21万吨，实现营业总收入 14.96亿元。

在安全、环保、节能目标方面，公司亦圆满完成了与广西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2012年度安全环保和节能减排目

标责任书》各项目标。公司全年生产和在建工程安全形势基本

平稳，发电、天能、三合、金久公司分别实现安全运行 2404天、

1529天、1187天、945天。全年未发生一般及以上环境污染事

故，主要污染物浓度达标排放，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政府有

关部门下达的指标内，各产业节能指标顺利完成。

詹玉华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通过完善生产组织保障体

系和各项管理制度，使生产管理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和

标准化，极大地帮助黔桂公司“增高”，黔桂公司就像穿上了一双

效果明显的“增高鞋”，有效提高了公司各企业生产管理水平的

高度。特别是黔桂公司没有忘记“捷足先登”的作用，真正做到超

前谋划、精心安排，扎实做好新建项目生产准备工作，金州公司

240万吨 /年水泥生产线、三合建材墙材项目、天能公司 300万

吨 /年选煤项目全面顺利接管生产。加强设备治理和技术改造，

提高了设备的可靠性，发电分公司利用丰水期先后完成了三台

机组的小修工作，三合、金久公司利用春节就完成了大修工作，

完成了高压风机节能改造、烟气脱硝技术改造等工作。这些工

作没有一样不贴上有“赶早快捷”的标签，通过狠抓各项基础管

理工作的“早”和“快”，加强生产运行管理，优化运行方式，实施

精细化管理，挖掘潜力，使各生产型企业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得

到有效的提速和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在非电生产型企业推行技

术监督和可靠性管理中，为水泥、焦化企业安全生产取得了很多

“保险”的份额和重要保障。与此同时，积极与政府部门、电网公

司沟通协调，减少了外因对生产造成的影响。通过以上措施，发

电分公司完成发电利用小时 5652小时，比全网火电机组平均利

用小时高 581小时；天能公司面对钢铁产能严重过剩、钢铁企业

限产导致焦炭销售量及价格齐跌的实际情况，仍然实现焦炭生

产销售 64.19万吨；水泥建材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态势下，亦

顺利交上一份“合格答卷”———完成水泥生产 274.4万吨。

詹玉华强调，安全方面的管理是当今企业最牵肠挂肚的，

黔桂公司把“人的隐患”与“设备的隐患”放到同等高度重视，

通过组织学习安全文件、事故案例，经常开展“安全生产年”、

“安全生产月”活动，做到安全生产“年年讲，月月讲”。实行对

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活动长抓不懈，提高了各级管理人员的

安全意识。除此以外，公司还经常组织开展季节性安全大检

查，重大危险源管理、地质灾害防治、隐患排查、两票三制、习

惯性违章查处等安全工作，加大安全专项投入、事故考核和责

任追究力度，把“人的隐患”和“设备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中，

确保了安全生产平衡可控。 （下转 G10版）

本报记者 邹东华江丞华

2012 年，贵州省国资委和监管企

业在国际市场外需不足、宏观调控政

策趋紧、国内经济下行情况下，依然

实现营业收入 1946 亿元，同比增长

32.4%，利润总额 240 亿元，同比增长

35.3%，上缴税金 223 亿元，同比增长

20.2%，资产总额达到 3235亿元，同比

增长 20.2%。

去年 1月至 11月，贵州省监管企

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增速居全国各

省区市国资委第 2位和第 1位。

百亿企业
从 4户发展到 7户

根据贵州省国资委提供的财务统

计快报显示，从 2010年到 2012年，贵

州省国资委 24 家监管企业利润从

102.6亿元增加到 240亿元，营业收入、

上缴税金分别从 1026.6亿元、116.5亿

元增加到 1946亿元、223亿元。

事实上, 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方

面，贵州省国资委相继出台了《关于

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意

见》等文件，还根据贵州省委、省政府

要求，依托能源、矿产及地理环境等

优势资源，围绕优势产业、优强企业

加快发展，国有经济总量不断攀升，

企业实力不断壮大。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贵州省国

资委了解到，两年来贵州百亿企业从

4家发展到 7家，营业收入超 200亿

元、300亿元的企业实现新的突破，利

润总额上亿元企业达到 12家。

这些企业不仅成为了国内同行

业的排头兵，而且还成为了支撑引领

地方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

如茅台集团就一直保持着全国

白酒行业的领军地位，盘江集团发展

成为中国江南最大煤炭企业，瓮福集

团、开磷集团进入全国磷化工前三

甲，贵州钢绳集团、遵义钛业集团等

企业生产经营规模处于世界同行业

前列。

自 2004年贵州省国资委成立以

来的 8年时间，监管企业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增长 185%、

555%和 1337%。

这几年，贵州省的主要经济指标

增幅均超过全国国资系统增幅和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幅平均水平。

近年来，贵州省国资委紧紧围绕

“稳中求进、提速转型”的总基调、总

目标和“稳中求快、快中保好、能快则

快、又好又快”的总要求和实施工业

强省和城镇化带动主战略，围绕贵州

全省经济建设大局，充分发挥比较优

势，推进企业转型升级，打造地方特

色优势企业，有效地促进了国有经济

不断发展壮大，支撑、引领和带动了

地方经济大发展。

“有进有退”
重组战略成效显著

据介绍，贵州省国资委在为做足

做好“打造地方特色优势企业”这篇

大文章，对谋篇布局非常重视，尽可

能地做到优化布局结构, 推动国有资

本向特色优势产业和重点骨干企业

集中。

为此 , 贵州省政府特别转发了

《省国资委关于推进监管企业改革

重组和结构调整的意见》，明确了调

整重组的思路、目标、原则和 11 个

方面的重点任务，并在组织领导、资

金投入、资源配置、税收优惠等方面

提供了政策支撑，围绕技术先进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优势企业，在

煤炭、化工、建安、冶金、旅游等产业

板块对监管企业实施了一系列的联

合重组。

同时, 还开展了大规模面向央企

招商引资工作，引进了 10多户中央

和省外优强企业与监管企业实施联

姻战略重组，实现地方资源优势与国

内优强企业资本、技术、管理和市场

优势的互补，引导和推动监管企业间

通过相互参股、联合投资、战略合作

等方式优势互补，抱团发展，形成合

力，对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企业，则通

过破产、改制、主辅分离等方式，实现

了有序退出。

通过一系列的调整重组，促进了

国有资产的优化配置，提高了国有资

本在贵州省特色优势产业，优强企业

和企业主业的集中度，极大地增强了

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在两年期间，盘江集团在重组六

枝工矿集团的基础上，又实现了对林

东集团的重组；新组建了贵州旅游控

股集团，初步建立酒店、景区、投融

资、旅游商贸等为一体的产业板块；

成立了西南能矿集团，促进了国有资

产资源的优化配置；赤天化改革重组

取得重大进展，久联集团完成了对河

南神威民爆公司的收购和对省内 10

家爆破公司的重组，机场集团成功移

交贵州，并对全省支线机场实施了统

一管理，发挥贵州产业投资公司的平

台作用，通过收购赤天化在天福化工

的股权，并将其注入瓮福集团，提高

了贵州省在瓮福的持股比例，通过资

产整合，提高对金元集团的持股比

例；盘江集团、贵绳集团实现主营业

务整体上市，水矿控股集团、瓮福集

团、开磷集团、习酒公司等企业加快

股份制改革步伐，推进了改制上市的

前期准备工作。

加强创新
既上“神九”也上高铁

为了在一些重点领域形成一批

重大创新成果，提升了企业核心竞

争力。贵州省国资委坚持创新驱动，

着力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大力加强

创新体系建设。

数据显示,贵州省国资委监管的

企业如今已建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 15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5个，院

士工作站 1个，博士后工作站 5个。

记者了解到, 在煤及煤化工、磷

及磷化工、煤电磷、煤电化、煤电钢

一体化和新材料、新装备等领域实

施了一批起点高、规模大、带动力强

的大项目，打造了一批重点产业基

地，产业结构从初级产品向中、高端

产品转变，向产业链两端延伸，促进

了贵州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从瓮福集团磷化工产业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获得中国工业大奖表

彰奖 ,到贵绳集团钢丝绳产品、振华

集团电子产品成功运用于“神九飞

船”。

从遵钛集团从初级的海绵钛生

产向钛材、电子级高纯钛等深加工

产品转变，成功进入欧美航空、航

天市场 , 到贵阳特钢车轴钢新产品

获西门子公司认证，成功为高铁配

套。

除此之外 , 在加快“走出去”步

伐、实施资本扩张、发展循环经济等

方面，贵州国企也充分发挥了示范

引导作用。

记者获悉，今后贵州省国资委将

坚持以深化改革激发活力，大力推

进国有资产资本化、证券化、市场

化。按照“三统一、三结合、三分开”

的原则，不断推进国资监管体制改

革，统筹处理好“管”与“放”的关系，

切实推进依法监管、科学监管、高效

监管。进一步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责任，努力打造地方特色优势企

业，促进监管企业又好又快及更好

更快发展。

贵州国企利润额增长率全国第一 放长管理线
牵住企业行

专访贵州黔桂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詹玉华

本报记者 邹东华

身为贵州省第一家国有股份制

企业，在贵州人称国有股份“老大

哥”的遵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遵义铝业 )，去年取得了“降本增
效”与“治庸问责”两股力量的巨大

支持和给力，使遵义铝业没有辜负

眼前的好季节 ,在极其危急也极其艰
难的情况下“转危为安”。

数据显示 ,2012 年，遵义铝业实
现销售收入 312532.23 万元，同比增
加 11337.66 万元，增长 3.76%，全年
实现利润-9960.75万元。

有人形容说，遵义铝业在贵州

遵义这个地方，命运的逆转与当年

的中国工农红军极其相似。

拥有遵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铝遵义氧化铝有限公司、中铝遵

义矿业有限公司三顶“桂冠”头衔的

总经理周利洪，与《中国企业报》记

者谈起遵义铝业走过的一段不凡之

路。

《中国企业报》：遵义铝业在“降

本增效”中，究竟是如何抓，取得了

哪些效益？

周利洪：按照“向波动的市场要

效益、向管理要效益、向政策要效

益”的要求，遵义铝业把开展运营转

型和生产经营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和降本增效工作结合起来，采用运

营转型的方式方法，通过转观念、强

管理、建机制，实施全方位降本增

效，取得明显效益。

一是利用好总部集中采购的平

台优势，创新采购管理办法，驾驭供

应商管理，控制采购成本。同时按照

电解生产对阳极分区使用要求，加

强质量管控，切入生产厂家，掌控过

程控制和原料把关，并采取质量索

赔措施，保障了阳极质量。

二是科学研判原材料价格走

势，灵活避峰采购，严格降低了采购

成本，实施高（价）低（价）补策略，采

购阳极炭 12000 吨，降本增效即达
479 万元。

三是创造性开展废旧物资处置

工作，创新残极作价方式，启用与阳

极采购价挂钩办法，全年处置残极

17328吨，增收 779.8 万元。
四是加大铝液直销，吨铝获利

170 元，全年完成 23000 吨，降本增
效 544万元。

五是提高自有氧化铝罐车装卸

速度，实施多拉快跑的激励机制，全

年实现降本增效 88万元。
六是协调各方，降低西南铝铺

垫量减少资金占用。共降低财务费

用 318万元。
七是通过合同谈判，变车板交

货为仓库收货，节约短途运输费 179
万元。据统计，经营工作全年降本增

效 5000万元，吨铝降低成本 212元。
由于公司尚未安装滤波补偿装

置，350KA 系列又存在“大马拉小

车”问题，生产部、动力厂围绕功率

因数考核罚款，加强精细化，优化变

压器有载运行级数，全年减少功率

因数考核罚款 745.3万元。财务部通
过加强精益现金流管理，压缩财务

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集力完

成融资，确保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基

础上，进一步优化债务结构，完成高

利率贷款置换 84750万元，节约财务
费用 500多万元。
《中国企业报》：在企业抓机遇，

促转型方面，遵义铝业公司进展如

何？

周利洪：遵义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始终坚定不移地推进煤电铝一

体化战略，解决制约公司竞争力的

能源电力短板，全力打造具有全成

本竞争优势的铝基地。这也是遵义

铝业公司首当其冲实施全方位深度

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

遵义铝业要紧紧依托中铝公司

与贵州省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精神，按照“以电带煤、以煤促

电”的思路，重中之重是推进能矿资

源获取和自备电机组工作。

主要是以中铝遵义矿业公司为

平台，获取煤炭资源取得实质突破。

现已完成投资 4.73 亿元，收购贵州
渝能矿业公司 25%股份项目获得成
功，拥有贵州渝能 76%煤炭优先购
买权，为自备电机组推进创造了有

利条件。

遵义铝业公司决心已定，发挥

龙头带动作用，积极打造“中铝遵义

铝加工产业园”，通过铝液直销，促

进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并获取经济

效益，通过和青苹果公司的资产合

作，全年直销铝液 3.2 万吨。未雨绸
缪，提前应对新疆产能释放带来的

市场压力，6 月份与四户园区企业签
订了 5 年期 105 万吨铝液直销长期
合同。与此同时，通过铝液直销，促

进资源就地转化，这项工作赢得了

贵州省领导的高度肯定，也为遵义

铝业进一步争得省市政府支持奠定

了较好基础。

《中国企业报》：在治庸问责方

面，给了遵义铝业多少力量，取得了

怎样效果？

周利洪：为夯实发展基础，从粗

放式、传统管理向精细化、科学化、标

准化管理转变，遵义铝业公司两眼向

内，进一步强化基础管理，固本增元，

提升各项管理工作。公司着重开展治

庸问责风暴专项活动，切实整治干部

作风，倡导和鼓励大胆管理、敢于管

理，积聚正能量，有效提升管理效能。

具体做法是从构建职能管理体系入

手，强化职能管理“责、权、利”相统

一，增强各部门单位的工作执行力。

还有安全标准化创建、404 内控体
系，全面风险管理等专项管理体系建

设，进一步梳理管控流程，查缺补漏，

健全制度，强化 PDCA 闭环管理，进
一步提升内控管理效率。污水和废弃

物的规范管理。

目前，遵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全体干部职工“不为亏损找理由，只

为脱困想办法”的良好工作作风蔚

成风气。2013年，他们已作好充分准
备，时刻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危

机意识，认真研究内外部条件，用改

革发展的办法，化解制约遵义铝业

竞争不强的短板问题，用改革发展

的办法，更扎实地做好结构调整，切

实做好打造成本竞争优势这篇文

章；用改革发展的办法，激励广大干

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遵义铝业:没有辜负好季节
专访遵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中铝遵义氧化铝有限公司、中铝遵义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利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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