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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石化：
公推直选支部书记

“内心很忐忑，不知道大家对我们是否满意。”

新年开工第二周，在广州石化炼油二部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

上，该部 4名公推直选产生的横班党支部书记接受 50多名职工代
表的评议。横班党支部书记黄志广、祝淑梁均表达了忐忑的心情。

最终评议结果显示，炼油二部首批 4名公推直选党支部书记
的“优秀”和“称职”票得票率均达 100%，表明职工对横班党支部
书记一年多的工作比较满意。

“广州石化通过公推直选的方式，把在群众中威信高、专业技

术好的优秀人才选到横班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既加强了基层党

支部建设，又促进了企业产生管理，激活了基层队伍的活力。”广

州石化党委副书记陆建明向记者道出了公推直选横班党支部书记

的重要意义。

近日，广东提出在机关企事业单位推行公推直选党支部书记

的工作，而公推直选党支部书记在广州石化实行已有一年多时间。

2011年 11月 28日，广州石化 32名公推直选产生的党支部书
记经过集中培训后上岗，其中有 19名从倒班工人走上书记岗位。“我
没想到自己能成为管近百人的横班书记，我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化

工二部四横班党支部书记秦永强坦言，一年多的工作对自己是挑战。

秦永强原来是化工二部聚丙烯装置一名操作班长，在公推直

选中全票当选横班党支部书记。

广州石化通过党员自荐、群众推荐、组织推荐等形式，确定初

步候选人，并召开各横班 90%以上党员和 80%以上群众的职工大
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公推人选，然后通过所在横班全体

党员投票，直选出横班党支部书记。在首次公推直选 32名横班书
记中，有 16名横班书记候选人全票当选，最低得票率也达 77%。
“各横班党支部书记 24小时与一线职工‘亲密’接触，还能在

第一时间了解职工的实际情况，能够有效促进生产管理，也能及时

反映职工心声，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凝聚力与生产效率。”广州石化

党委副书记陆建明谈到，对于一线企业来说，公推直选的方式，既

加强了基层党支部建设，又促进了企业产生管理，更激活了企业基

层队伍的活力。

广州石化以横班为单位开展的劳动竞赛等活动能有效促进优

化运行和装置挖潜增效工作。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企业去年各项

技术经济指标与前年相比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去年全年加工原油

达 1243万吨，创历史新高。加工损失下降到 0.38%,突破 0.4%的设
计理论值。

今年春节，炼油三部三横班书记杨秀全组织家在外地的单身

青工到他家里过年。操作工梁传舜深有触动：“过年一起动手包饺

子、煮饺子，让我们找到家的感觉。”

“快乐工作也是生产力。”陆建明认为，横班党支部书记既充当

了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又成为班组的“贴心

人”，横班党支部书记的特殊作用，让企业更加和谐稳定，队伍更加

有凝聚力。

当前，移动互联网已成为信息

通信领域的创新重点，正在成为全

球各国拉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

的新兴驱动力量。在本次全国两会

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广东

公司总经理徐龙建议应将“应用经

济”(依托移动互联网发展的，以应
用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形式称之为

“应用经济”) 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的重要创新举措，推动其跨

越式发展。

徐龙认为，“应用经济”包括一

个完整的应用创新生态系统，涵盖

百姓喜闻乐见的各类应用下载、便

利的移动电子商务应用、应用数字

内容的下载和虚拟商品交易等，另

外如应用运行平台、应用销售商

店、应用开发工具、应用部署终端

等软硬件开发工具也是其重要组

成部分。大力发展应用经济是培育

和催化信息消费新兴市场，培育文

化软实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的重要举措。

据了解，一项调查数据表明，

2011 年美国的“应用经济”直接产
生了近 200亿美元的收入，占全球
总规模的 32%，预计 2015年有望达
到 758 亿 美 元，年均 增 长率 达
39.5%。同时，“应用经济”具有显著
的就业拉动作用，其就业贡献超越

多个 ICT 领域。
徐龙向记者表示，在我国“应用

经济”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一方面

我国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移动

应用下载市场。另一方面，我国“应

用经济”发展具备一定基础，蓄势

待发，目前从业者已达百万规模。

徐龙还提出加快“应用经济”发

展的三大建议：一是加速构筑“应

用经济”发展所需的关键平台与基

础设施，为“应用经济”发展提供必

要保障。首先需加强基础网络建

设，特别是 TD-LTE 基础网络设施
的发展，充分发挥无线宽带网络覆

盖的优势，保障消费者“随时、随

心、随处”可接入网络。其次，发挥

运营商在移动互联网基础软件、基

础平台方面的引领性作用，加快应

用生态系统培育，研发普及新型家

庭信息消费产品，进一步推动信息

应用创新。

二是发挥区位优势，培育“应用

经济”生态系统建立孵化基地，聚

焦小微企业，给予必要的政策性支

持。充分发挥区位文化资源优势，

在广东建立大规模移动应用开发

基地，孵化“应用经济”产业集群，

推动数字内容及创意产业发展，与

中国移动的互联网基地相结合，拉

动经济，增加就业。同时，加快培育

形成我国的“应用经济”骨干企业

和生态体系，特别是加大对小微企

业的支持力度，建立公共技术支持

服务体系，完善版权交易管理，推

动和鼓励数字内容的开发与经营

活动，构筑适应“应用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良性土壤和环境。

三是制定一系列必要保障措施

与扶持政策，为促进“应用经济”的

快速发展保驾护航。一方面，结合

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的市场需求，加

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继续推动

“无线城市”、“无线乡镇”建设，开

展若干创新示范项目，努力提升社

会信息化水平，带动居民信息消费

不断升级，扩大“应用经济”的市场

需求规模；另一方面，国家应加大

对信息消费的扶持力度，实施信息

消费激励性政策（可参考家电下乡

模式），降低信息消费门槛，扩大移

动应用使用群体，努力消除城乡信

息鸿沟，扩大“应用经济”的潜在市

场规模。与此同时，还要注重创造

健康、绿色、文明的“信息消费”环

境，加强移动应用的安全管理。

本报记者 黄春兰

余峻才 本报记者 黄春兰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广东公司总经理徐龙：

以“应用经济”促发展方式转变

近日，广药集团对外宣布，因整

体上市和王老吉凉茶两大重磅题

材，得益于大南药大健康双轮驱动

战略，集团 2012年实现工商销售收
入 428.15亿元，同比增长 29.58%，
无论是营收还是增幅均创历史新

高。2013年，广药集团目标为突破
500亿元销售大关，其中王老吉凉茶
将实现 100亿元销售收入。

去年因整体上市和王老吉凉茶

两大重磅题材，广药集团及下属上

市公司广州药业和白云山 A 可谓赚
尽眼球。广药集团总经理李楚源表

示，去年是广药集团有史以来最受

关注、最不容易也最不平凡的一年。

实行大南药大健康双轮驱动战略，

去年广药集团工商销售收入超出既

定目标 28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16.46亿元，同比增长 24.46%。

李楚源表示，去年是广药的转

型超越年，今年将是资源效益年，

变资本、人才、科研等各种资源为

效益。重组之后的新广药将继续实

施大南药大健康双轮驱动，突破

500 亿元销售大关，成为广州市第
二家过 500 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
其中王老吉销售目标为 100 亿元，
计划投入 20 亿元市场营销费用，
并将王老吉销售团队规模达到 1.5
万人。

广药集团去年营收 428亿创历史新高

伍氏兴隆家具文化：赋灵于木 洁净精微
本报记者 黄春兰

作为中国台山市伍氏兴隆明式

家具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伍炳亮

大师，通过对红木家具的潜心研究、设

计、制作和鉴赏，与历史进行穿越时空

的对话，解读传统文化密码，弥补家具

文化断层，使明清古典家具文化得以

薪火相传，在复兴传统家具文化的同

时，伍氏文化也蔚然成型，卓然立世。

文化映象

闻着沁人心脾的檀香，听着舒缓

而优雅的古筝乐曲，品着香味浓郁的

清茶，坐在设计考究、舒适得体的紫

檀座椅里，或看书，或弈棋，或品味和

欣赏陈列有序、古朴大方、韵味十足

的红木家具，早已是心旷神怡，宠辱

皆忘，如处天界仙境。

这就是伍氏兴隆家具艺术典藏

馆的映象，它带给人的感受已经难以

用世外桃源或一方净土来形容。总共

四层且带有中国古典建筑风格的典

藏馆，面积 4000平方米，是中国目前
最大的私人家具典藏馆，收藏了伍炳

亮大师从艺 30多年来的 1100多款
佳作，包括了桌椅几凳、案架柜阁、床

榻屏风等各式各样的家具类型，俨然

一个中国明清家具的大观园，是中国

红木家具王国中的一朵奇葩。

然而，要真正懂得欣赏这些人间

尤物，或者用伍炳亮大师的话表示就

是如果要懂得鉴赏这些艺术作品，就

一定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中国

红木家具的发展史，因为这些艺术作

品凝结和汇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密

码。

古典家具的位置摆放也能体现

出长幼尊卑的秩序观念，而红木家具

本身所特有的沉稳厚重和内敛气质，

更能彰显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善于守

拙及韬光养晦的为人处世之道。与前

述直观易解的寓意相比，这些文化象

征更加隐性和深层。正是由于这些特

质，使得明清家具成为当时文人雅

士、达官贵人及商贾巨富趋之若鹜的

对象。

在伍大师眼里，消费者购买自己

喜欢的伍氏家具，已经不再是简单的

商品交易，不再是金钱和物质的俗物

交换，完全是一种高山流水式的知音

相遇，是一种志趣相投相见恨晚的朋

友相逢。伍大师是在以艺术家具结交

天下同道中的有识之士，以除英雄孤

独之感。

从空间分布来看，中国的红木家

具分为京作、苏作和广作，此外，浙江

和福建也各自有着自己的风格，它们

都蕴含和体现着不同地域的文化。从

时间上看，红木家具又体现着不同历

史时期的文化，如明式红木家具更多

的是通过简洁、舒缓、雅致及飘逸的

造型，体现士大夫阶层超凡脱俗的生

活志趣，而清式红木家具则大多通过

稳重质朴的造型及厚重肃穆的气质，

彰显达官贵人的显赫身份与地位。

总之，只有懂得鉴赏明清家具，

才能深味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及文化

习俗，相反，只有了然中国传统文化，

才能对明清家具形成良好的认知及

欣赏能力，因为明清家具已经与传统

文化融为一体，难以割舍，某种程度

上二者就是同义语。

我们不得不庆幸生活在一个有

大师出世和存在的时代，因为唯有通

过大师独到的眼光，我们才能发现明

清家具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样，也只

有通过发现明清家具文化的博大精

深，我们才能发现大师眼光的独到。

形意兼具

整个典藏馆由伍炳亮大师亲自

设计，在通透敞亮的大厅里，各式明

清家具错落有致，再辅以柔和的灯光

和高档瓷砖铺就的地板，身处其中，

你会感受到瑞气千条，浑身被一层强

大的气场所包围，妙不可言。

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

主要是由各式家具所散发和营造。这

些艺术品皆是造型优美和谐、工艺精

湛细腻、用材厚重奢华及意韵深藏隽

永，完全符合伍炳亮大师一再主张的

型、艺、材、韵的鉴赏标准。之所以将型

列入第一位，是因为人们在接触外物

时，第一感觉就是视觉识别，只有合眼

缘的作品，才会进一步去了解它的工

艺及用材，在三者皆为上等的基础上，

才会产生让人留恋痴迷的韵味。

面对伍氏家具和谐圆融的造型，

所有的语言都会显得苍白无力，难尽

其意，此境或许正合于魏晋玄学中的

“得形忘言”。之所以会有这种和谐及

身心愉悦，主要源于设计环节的匠心

独运。伍大师亲自担任公司的设计总

监，对每一件作品都要进行设计构

思，对每一块原材料的审村、开材及

应用，都会进行详细的指导。

细节决定成败。和谐的美感还来

自于造型设计中对细节人性化的关

注，比如将传统的方角换成圆角，就

会让人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明显增

加了亲和力，将案台两端翘头由传统

的高出桌面改为略高于桌面，从而消

除了突兀感，在传统四方桌的每一侧

增加了一个小抽屉，便于放置小型物

件，而红木圆桌的推出，算是对传统

的一种尺度比较大的突破，破除了传

统红木家具中严格的等级观念和文

化，顺应了当代的平等观念和文化，

因为坐在圆桌周围的人都是平等的，

不再有高低贵贱之分。

相比于形胜，伍氏家具的殊胜之

处更在于其神胜，也就是其独到的意

韵，陶渊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

言”大可用来形容这一境界。这也许

是很多消费者为何能从开始的不喜

欢到慢慢喜欢，再到发烧友的原因所

在。此时吸引消费者的已不再是外

形，而是陶醉于古典家具所散发出来

的神韵和气质中，魏晋玄学中的“得

意妄形”或许描述的就是这一境界。

在高端红木家具领域，伍氏兴隆

品牌和产品可谓独树一帜。其鲜明的

个性及独特的气质使“伍氏出品”在

众多红木家具王国里一枝独秀，使之

能很轻易地被识别出来。

有一位北京消费者曾在中国北

京伍氏兴隆明式家具艺术展示中心

欣赏过伍炳亮的作品，后来到了美国

旧金山，偶尔见到一件古典家具，当

即向主人表示此作品肯定出自伍炳

亮大师之手。主人惊讶之下，除了佩

服这位北京朋友的眼光外，更欣喜及

坚信自己当初的投资决定是对的。这

也证明了伍炳亮大师的艺术风格一

直保持着一种持续性，并不断成熟与

强化，并最终成就了形神兼备、洁净

精微的伍氏家具文化。

诚信至上

伍氏兴隆家具的另一重文化就

是诚信。在许多同行为了获得短期利

益而急功近利无信可言的时候，伍炳

亮则一直坚持童叟无欺，坚持成本、

价格及利润的透明度，让消费者明明

白白消费，以诚信行商立世。

在古典家具行业，内行人都知

道，同一件作品，如果使用不同的材

料，或者用同一种材料但材质不同

（老料与新料、好料与差料），或者虽

是同一材质但分量不够，所需要的成

本则有天壤之别。比如，面板厚度如

果减少一半，成本则可以减少 50%，
但一般消费者根本觉察不了。

近年来，由于海南黄花梨、越南

黄花梨、小叶紫檀等名贵木材日益稀

少，市场上开始出现爆炒金丝楠的现

象。伍炳亮表示，虽然故宫曾采用过

这种木材，但都要在表面涂上厚厚的

油漆，或者镏金，或者包金箔，说明其

质地及性能并不好，这种材料不仅算

不上名贵，而且也算不上稀缺，其主

产地四川有大片的新材供应，根本卖

不出价钱，现在厂家大多是买红木家

具附送金丝楠家具。

名贵材料日益稀缺也导致伍大

师开始减少销售量转而自己收藏，其

直接后果就是伍氏家具二级市场日

益火爆。撇开那些精雕细刻、成就伍

氏品牌的大制作不谈，单一个价值

2100元的小小黄花梨茶盘，在 8年时
间里就升值了十来倍。更有一位网友

在 2004年购买的一件黄花梨作品 10
年来升值了 30多倍。

知名度的提升及市价的飞涨，并

没有动摇和改变伍大师的诚信理念，

伍氏产品质量始终如一，更无偷工减

料或偷天换日。去年，有 120件产品
被网友团购，但无一宗投诉。此外，由

于在业内长期建立起来的信誉，伍炳

亮在外地采购原料时，不用带现金，

不用签合同，在当地看好货后，就可

以运往台山，不仅不用担心货不对版

（没人有底气班门弄斧），而且即使货

到了，也不用马上付款。

如果说设计赋予了伍氏家具艺

术以灵魂，那么，诚信则为伍氏作品

走向全国甚至世界打开了通道。

有人说，“上帝造就了黄花梨，黄

花梨成就了伍炳亮大师”，其实，后面

还应该有一句，就是伍炳亮大师造就

了当代古典家具文化的巅峰。万物有

灵，名贵材料本身就是天赐尤物，稀

世珍宝，颇具灵性，能遇上完全靠缘

分。而经过伍大师之手，再度赋木以

灵，以作品应世，则灵气倍增。

“品似梅花香在骨，人如秋水玉

为神。”这是典藏馆里的一副对联，出

自清朝诗人祈隽藻，算得上对伍大师

人品、艺品和作品的最佳写照。

本报记者 黄春兰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广东公司

总经理徐龙

伍氏兴隆掌门人伍炳亮

“洁净精微”，这

是孔子对作为中国传

统文化总源头的《周

易》的总评价。用这句

话形容伍氏兴隆红木

家具文化，也恰到好

处。当代明清古典家

具是传统文化的承载

者及沉淀结晶之一，

伍氏兴隆明式艺术家

具又是其中翘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