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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大势

本报记者 王莹

韩洪亮：“东方”不只在“东方”

本报记者 蒋皓

有人民，共同机会实现中国梦想

大部制改革，铁道部职能一分为

三———

铁路职工在惊讶之余不禁要问：

铁路系统的众多企业将如何面对，

铁路人的未来会出现怎样的变数，

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步伐将就此减

缓吗？

第一时间，《中国企业报》记者

搭乘京沪、合蚌高铁抵达合肥，采访

中铁四局第八工程分公司（以下简

称八公司）总经理李朋谦。李朋谦认

为，当新一届中央领导层选举产生

后，一定会积聚全社会的智慧，把铁

道部撤销后的事情处理好，中国铁

路事业的发展不仅不会减缓，反而

会进一步得到提速。只要企业具备

清晰的发展愿景，善于理解政策导

向，认真把握市场动向，就会有一个

理想的结果。

企业要发展，一定要有清晰目

标，要深刻理解自己的使命及愿景，

要围绕外部环境变化，调整市场定

位，采取灵活方式，适应市场需求。

八公司未来几年的规划又是什么

呢？

李朋谦回忆道，在计划经济时

代，八公司前身是新线铁路运输处，

相当于一个铁路小分局，专门从事

铁路运输，后来又更名为运输工程

处，既搞运输又搞工程。随着历史演

进和环境变迁，为了企业的持续发

展，今天的八公司调整思路，确定五

大战略发展板块，这五个板块包括：

铁路铺架、临管运输、城市轨道交

通、地方铁路及专用线、海外工程。

坚持“多条腿走路”经营战略的同

时，做好加减法，突出内部流程再

造，加强供应链管理，打造核心竞争

力。

李朋谦认为，国家一定会考虑铁

路的未来发展。中央新的领导集体

产生，一个新的时代来到了。这届领

导更加务实，他们会为大家做更好

的事情，为企业带来更多机会。国家

发展形势向好，作为施工企业，我们

不仅要低头干活，还要抬头看天，在

认真分析外部环境变化的基础上稳

中求进，可能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外

部环境对企业是挑战，也是机遇。今

年原铁道部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投

入 5200亿元，国家铁路建设从中部
转到西部，未来的发展机会非常大。

有学者说，一个企业管理者有梦

想，他的企业就一定有梦想。问到李

朋谦的梦想，他认为这个问题有些

大，但通俗地说，就是希望企业越做

越好，当我们这些第二代铁路人退

休的时候，再回头看过去、向前看未

来，在自己曾经的工作中留下一点

印记，为企业的人文建设做一点贡

献，形成一种被认可的东西。企业文

化是个很泛的东西，作为施工企业，

要明确三个职能：企业是市场竞争

的主体（创品牌、树信誉），是履约合

同的主体（讲诚信、做成事），是获取

效益的主体（促发展、建和谐）。

“作为企业的领导者，我们始终

努力去做的就是让企业基业长青，

让职工看到希望、以企为荣。我们的

职工来自五湖四海，退休职工也希

望企业越来越好。”李朋谦深情地

说：“对企业忠诚，这点很重要，只有

体系内的职工和子弟才能切身体会

我这句话的内涵。”

情到深处：一个铁路人的清晰愿景
向小国 本报记者 鲁扬

【五年后我的企业】

【五年后我的企业】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创造全体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任重而道远，每一个人继续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
力。一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其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要发扬劳动创造精神和创业精

神，做合格的建设者。 ———习近平

太阳能汽车 郭芊旭（8岁）作品

今年中央 1 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出要鼓励和
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土

地加快流转，是目前中国发展家庭农场的前提之一。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银香伟业集团公司董事长王

银香提出了加快土地流转的建议。

《中国企业报》：你是做农业企业的，为什么特别提出土

地流转这样一个建议？

王银香：我在基层一直在从事土地流转的尝试。即便地

的收成很少，老百姓对地也看得很重———没有了地，等于

丢了饭碗。但是这些地的产出和投入不成比例，投入很大，

产量很少。这种情况下，合理进行土地流转是必要的。

但就是这样，有的人还很固执。只有进行土地流转，才

能更好地实现企业化，更好地实行统一管理，这就要求政

府拿出一定的政策，进行强制性的土地流转。当然，强制性

的管理不是对所有农户而言，而是对那种 99%都同意土地
流转，就那 1%不同意土地流转的农户。
《中国企业报》：从十八大报告到中央一号文件，不断提

出农民自愿原则，否则会损害农民利益。针对这样两难的

问题，你怎么看？

王银香：国家规定的补偿标准已经很高了，这个地租过

来以后，还要每年都给老百姓补偿。针对极少数的“钉子

户”，要采取一定的措施。目前的情况是，土地的所有权和

经营权都没有在企业手里，企业从农民手里租赁土地，企

业搞农业建设，需要大笔的基础设施投入，就需要用土地

去做抵押贷款，但是经营权不明确，农民不想用这个地去

投资，就影响了整个产业持续长久的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银香伟业集团
公司董事长王银香

政府应强制加快土地流转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政协副主席彭钊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现在，食品安全有了进步，但还不够，还

需要从监测、种植和养殖规模化、土地流转等方面下功夫。

彭钊说，目前来看，整个农业食品安全这么多年的工作有

了转变，食品安全的质量有了提高。但农业农药、化肥的污染

还是比较严重。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种植业和养殖业还比较分

散，质量的控制比较困难。现在农民种和养比较粗放，应该对

这个采取合理的措施。

同时，对农产品的监测还不到位。城市的蔬菜批发市场，

一部分屠宰场都会有监测，但还不够。政府部门还应该制定相

关的法律法规，加强监管。

彭钊告诉记者，中国有很多部门管理，九龙治水，谁都没

负起责任。以后由哪个部门统一起来，管理好，值得研究学习

和借鉴。

彭钊表示，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农民分散养殖种植要向规

模养殖和种植发展，达到产业的规模经营。土地撂荒情况还是

很严重，又不愿意流转出去，这是个问题，所以，要通过土地的

合法流转，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来。

本报记者 王敏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政协副主席彭钊

土地流转解食品安全难题

本报记者 王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董事长李绍德日

前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海运是搞交通

运输物流的，总的感觉今年会比去年形势略好，但整体还会有

波动。运输主要是为经济和贸易服务的，90%的货物是靠海运
的，但在整个经济下行，供求失衡的情况下，还要稳健经营。

2013年运输量会有所增长，但成本增长也会比较大，中国海运
会从管理提升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

针对营改增对海运的影响问题，李绍德表示，营改增总体

来讲是好事，但对各家的企业情况可能不同，对货主单位、对

中小物流企业影响可能是立竿见影的，对中国海运这些大型

物流企业来说，支持可能还会更多一些，因为海运有抵扣项

目。再者，中国海运跟地方财政、地方政府协调以后，也争取了

很多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
董事长李绍德

今年海运形势将好于去年

全国政协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日前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化工全线亏损的原因

还是产能过剩，所以必须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提高技术含

量，进一步转型升级。

李毅中说，去年化工产能过剩，全线亏损，11 月、12 月形
势略微好一些。亏损的其中一个原因还是产能过剩，大量的小

化工不仅浪费资源，尤其是污染环境，造成安全生产事故，跟

钢铁有类似的地方，所以必须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必须下决

心进行产业结构的重组兼并，必须提高技术含量，掌握先进的

核心技术，同时做好进出口的平衡。

有些化工产品国内有需求也能生产，还是大量进口，这并

不说明传统产业没有前途，而是说明一定要转型升级，没有夕

阳工业，只有夕阳企业。自己不符合要求，自己被淘汰，但是这

个行业是不会被淘汰的，是可以不断提升的。

本报记者 王敏

全国政协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

产能过剩致化工全线亏损

“今年无论是展商、观众数量还

是展品、展出种类都减少了。”刚从德

国汉诺威铺地材料展回来的东方地

毯集团董事长韩洪亮说道。

在国内外竞争压力上行的环境

下，东方地毯逆势而上。韩洪亮对其

品牌目标十分清晰。“短期内，使东方

地毯成为中国地毯行业前三位，在酒

店用户和经销商中知名度达到 80%
以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偏好度。”

这个目标东方地毯 2012 年就达到
了，其综合经济指标挺进全国地毯行

业前三甲，销售收入跃居行业第二

位。“中期目标，我们要打造中国驰名

商标，在商用市场的局部市场具有较

高知名度，并成为民用地毯市场第一

品牌。未来，5—10年，争做地毯行业
的第一品牌，引领中国地毯行业的发

展，并在世界地毯市场具有一定影响

力。”韩洪亮对此自信满满。

韩洪亮判断，下一个五年，地毯

行业面临大洗牌。

“地毯企业的规模从小到大，行

业整合和企业兼并会在不久的地毯

行业发展的生态中呈现。”

韩洪亮判断，“中国经济将迎来

新的大发展期，尤其是稳定的环境必

将为酒店、房地产等阳光产业提供发

展空间。作为相关的地毯产业，地毯

的 需 求 量 必 将 加

大，而随着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

在中国的举办，大大加快了地毯产业

的发展。”

市场数据也印证了韩洪亮的判

断。目前中国星级酒店的客房总数为

200万间，预计 5年至 7年内能够增长
到 500万间，中国的酒店市场有望在 5
年至 10年内超过美国，预计 2015年
全国将有超过 1000家五星级饭店。

面对市场容量大，消费水平高，

未来几年具有快速增长条件的市场，

韩洪亮强调了两个字———“品牌”。未

来，在地毯产品的市场竞争中，唯有

强势品牌和全方位支撑的销售服务

紧密结合，才能有效提升品牌的内涵

和价值，使品牌更具市场竞争力。

“我们的产品以中高端产品为

主，并拥有国内唯一一条 12色织机，
织就目前国内最为多彩的

地毯。公司产品现

有 18 个系
列 各

种图案品种 1万多个，在业内拥有相
当高的知名度。”

另外，东方地毯已提前开始了环

保地毯的尝试，在地毯工艺的开发与

研究上打破了原有的开发模式，推出

了“立体开发的模式”，充分利用新材

料、新工艺、新技术等开发新市场、新

用途及功能性产品，研究出了一条循

环开发模式。

目前，东方地毯生产的奥卡丽毯

正式被国家质检总局直属的中国纤

维检验局批准使用天然、生态纤维制

品质量专用标志，这是行业内目前唯

一被允许使用生态纤维产品质量专

用标志的产品，实现了使用此标志产

品零的突破。

“未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握机

遇，整合资源，把东方做大做强。”韩

洪亮掷地有声。

品牌延伸是指当品牌具备一定

知名度和影响力后，借助原有品牌积

累的品牌资产向同业相关产品领域

或跨行业的延伸。品牌延伸的价值在

于充分利用已有的品牌资源，实现

低成本扩张，壮大品牌实力。

“5年之后，当东方地毯
品牌在国内同行业积累

了一定的品牌基础及

资源时，可以以东

方品牌向其他

领 域 延

伸，采用

企业背景

下的多品

牌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