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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2012年 11月 20日发行 2013版熊猫金银纪念币

一套。该套纪念币共 10枚，其中金币 7枚，银币 3枚，均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公告

金融街店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 33号院西门北侧 联系方式：010-66071410 国企大厦店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35号国企大厦一层 联系方式：010-68160285

二、纪念币规格及发行量

一、纪念币图案

该套金银纪念币的正面图案均为北京天坛祈年殿，并刊国名、年号；

背面图案均为熊猫饮水图，并刊面额、重量及成色。

三、该套金银纪念币分别由深圳

国宝造币有限公司、沈阳造币有

限公司和上海造币有限公司铸

造，中国金币总公司总经销。

（一）1/20盎司圆形金质纪念币为普制币，含纯金 1/20盎司，

直径 14毫米，面额 20元，成色 99.9%，最大发行量 800000枚。

（二）1/10盎司圆形金质纪念币为普制币，含纯金 1/10盎司，

直径 18毫米，面额 50元，成色 99.9%，最大发行量 800000枚。

（三）1/4盎司圆形金质纪念币为普制币，含纯金 1/4盎司，直

径 22毫米，面额 100元，成色 99.9%，最大发行量 600000枚。

（四）1/2盎司圆形金质纪念币为普制币，含纯金 1/2盎司，直

径 27毫米，面额 200元，成色 99.9%，最大发行量 600000枚。

（五）1盎司圆形金质纪念币为普制币，含纯金 1盎司，直径

32毫米，面额 500元，成色 99.9%，最大发行量 600000枚。

（六）5盎司圆形金质纪念币为精制币，含纯金 5盎司，直径

60毫米，面额 2000元，成色 99.9%，最大发行量 5000枚。

（七）1公斤圆形金质纪念币为精制币，含纯金 1公斤，直径

90毫米，面额 10000元，成色 99.9%，最大发行量 500枚。

（八）1盎司圆形银质纪念币为普制币，含纯银 1盎司，直径

40毫米，面额 10元，成色 99.9%，最大发行量 8000000枚。

（九）5盎司圆形银质纪念币为精制币，含纯银 5盎司，直径

70毫米，面额 50元，成色 99.9%，最大发行量 50000枚。

（十）1公斤圆形银质纪念币为精制币，含纯银 1公斤，直径

100毫米，面额 300元，成色 99.9%，最大发行量 20000枚。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陕西能源集团董事长梁平

在会议间隙接受了《中国企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梁平表示，

陕西能源目前以能源化工为基础，以金融服务业为支撑，实业

和金融两轮驱动。

梁平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任何企业发展都是波浪式

的，陕西能源也不例外。经过几年的大力调整，目前，陕西能源

的产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历史包袱和历史遗留问题都在不

断解决，这几年可以说渐入佳境，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梁平介绍，现在，陕西能源以能源化工为基础，以金融服

务业为支撑，实业和金融两轮驱动。化工方面是有进有退，最

早的陕北重工基地建设，陕西能源是率先进入的，先后建成60
万吨的煤制甲醇和10万吨的聚氯乙烯和氢氧化钠生产线，再
一个就是和大连化学所共同研制了煤制稀烃，这个技术在世

界上还是比较领先的。

梁平说，后来发展到一定阶段，陕西能源把煤制甲醇这个

项目转让出去了，聚集精力搞聚氯乙烯，他们充分利用陕北当

地的资源优势，加上自己有盐井，打出卤水以后，进行电解食

盐，产生氯气和氢氧化钠，再合成生产出聚氯乙烯。从目前看，

情况还比较好，属于稳打稳扎。聚氯乙烯是一种塑料材料，大

量地使用于工程建设、日常包装等等，比如过去下水管道、过

去穿的塑料凉鞋等，都是聚氯乙烯做的，成本比较低，应用比

较广泛。搞得不错，然后又进行了二期改造。

再一个，陕西能源在开煤矿的同时又开办电厂，煤电一体

化，而且，既有水电，也有煤电火电，所以陕西能源没有很多发

电企业面临的煤电矛盾问题。

再加上，电厂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超高临界，发电机组，

减少对水资源的消耗，脱硫脱硝，减少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逐渐进入良性循环。

梁平特别强调了企业不能光讲经济发展，还要兼顾到环

境和社会，实现同步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

梁平介绍，陕西能源下辖几个上市公司，像西部证券，是

去年上市的，下一步争取能源的逐步上市。今后还要不断深入

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真正使董事会发挥重大问题的决策作

用。依法支持经理层，选拔干部，贯彻中央关于干部管理的一

些规定和要求。

本报记者 王敏

实业和金融
两轮驱动企业发展

国务院国资委进一步规范董事会

试点企业又有了新的进展。3月8日，国
资委相关部门对外公布中国通用技术

（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纳入建设规

范董事会试点企业范围。

据记者统计，截至目前，建设规范

董事会试点的中央企业达到52家，占
央企总数的45%以上。

事实上，自中央企业董事会试点

以来，国资委从央企治理结构的现实

问题出发，设计体制、研究解决问题，

建立和采取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

“十年的实践证明，开展董事会试

点的决策是正确的，效果是显著的。”3
月15日，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竞争
力部副部长周海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说，“董事会模式为国有企

业找到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科学决策机

制，以有效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

结构的健全和完善大大提升了国有资

产管理效能，促进中央企业持续发

展。”

集体决策替代个人决策

对于具有中国式管理特点的董事

会建设而言，逐步走过了从无到有、从

保守到接受、从僵化到尝试、从试点到

推进、从创新到优化等一系列的过程。

“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国有企

业的公司治理逐步得到重视。当然，这

也逐步体现在国有企业如何扩大企业

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有效调动企业积

极性的过程中。”周海晨说。

作为公司治理核心的董事会，其

绩效直接关系到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

的成败。

而国家法律文件里面第一次系统

提到董事会是1993年12月出台的《公
司法》，首次规定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的基本框架。《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

设立董事会，其成员由股东大会选举

和更换，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从1993年到2013年，央企完善董
事会制度的路程走了近20年，董事会
的结构功能建设有着不同的具有里程

碑改革的发展阶段：内部人控制阶段、

外部董事的设立、委员会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自2003年国资委
成立以来的10年间，董事会建设得到
较为快速的完善。“完善董事会建设，

按照现代企业治理运作的最大成效就

是，集体决策代替个人决策，实现决策

权与执行权分离。国资委刚成立时，

196家中央企业大多实行总经理负责

制，没有建立规范的董事会，‘一把

手’权力过大，有了董事会之后，重大

投资决策都经董事会决策，董事会为

最高的决策层，逐步实现科学、全面

系统的制度运作方式。”周海晨说。

目前，外部董事是由国资委选派

的非本企业员工，最常见模式，企业有

9名董事，其中外部董事5名，企业内部
董事4名。在董事会下面设立战略、提
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逐步形

成出资人、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

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符合现

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结构。

“目前，国资委推行的国有独资公

司董事会试点要求的是，外部董事成

员要超过半数，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也

是这么实施的。这些外部董事是否更

好地履职，也是决定董事会运作的关

键。”周海晨说。

事实上，国资委把董事会治理看

做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于外部董事而

言，无论是素质，还是能力，要求比从

前更为严格。

“对董事，包括公司董秘，每年除

定期要参加清华大学的培训外，为了

更好地与世界一流企业对标，国资委

还组织董事去新加坡学习淡马锡的董

事会治理模式，提高董事成员整体素

质。”周海晨强调说。

稳步、科学推进董事会治理

一流的董事会制度会创造出世界

一流的企业。

10年来，国资委十分重视董事会
治理工作。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

础上，陆续出台了17个规范性文件，以
促进优化央企董事会治理工作。

这些文件，不仅涉及外部董事、职

工董事的管理、董事会年度报告制度，

还涉及董事会对高级管理人选的选聘

以及董事报酬和待遇等多方面问题。

根据需要，国资委更是成立中央

企业外部董事专业资格认定委员会，

评审外部董事资格，入选进入外部董

事人才库，大力培育董事人才队伍。

我们不难发现，全球500强企业中
的外部董事有着多元化的背景，有的

甚至是行业专家，在重大项目的决策

当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而降低了

决策的风险。

现如今，央企外部董事从央企原

高管或国资系统领导到知名院校教

授，再到社会职业经理人，逐步打破了

人才局限性，实现了人才多元化，同

时，建立竞争性董事人才市场，使得董

事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针对外界有人认为外部董事的薪

酬激励没有上限的说法，周海晨表示

了他的看法，“这样说是没有根据的，

国资委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对董事

是限定薪酬的，并且有着一系列的考

核措施。”

“外部董事也是高危行业。”周海

晨进一步解释说，“每次董事会结束

后，董事都要签字，如果在重大项目存

在决策失误，要承担‘秋后算账’的担

责。”

为了加强工作联动机制，试点央

企每年向国资委上交董事会年度工作

报告，国资委也会对央企董事会年度

工作报告提出具体建议。

如今，中国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正

往深层次改革推进。

各试点央企也结合自身发展特

点，完善了公司章程、董事会工作制

度、议事规则等规章制度，不少企业还

制定了规范董事会、党委会、经理层相

互工作关系的有关规则。

“从这些年的实际情况看，国有企

业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工作取得了

一定进展，但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

问题。董事会还应继续加强各个层面

的沟通工作。”周海晨说。

“董事会要加强与国资委的沟通，

互通情况，交换看法，以取得国资委的

指导和支持。董事之间要加强沟通，做

重大决策前要充分酝酿，除了在董事

会和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的沟通外，应

提倡会议之外的沟通。”

周海晨补充说道，“同时，要建立

有效的外部董事激励机制。一是建立

外部董事信誉社会评价体系。通过社

会中介组织外部董事信誉评价体系，

建立公平的外部董事激励机制。二是

善加利用荣誉激励。对表现突出的外

部董事给予荣誉激励，可定期通过新

闻媒体向社会公布名单。”

董事会试点：央企行进的改革
本报记者 万斯琴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能源集团董事长梁平

梁平
上海市国资委第一批董事会试点企业任期目标责任书签约仪式

董事会模式为国有企

业找到了一套切实可行的

科学决策机制，以有效董事

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结构

的健全和完善大大提升了

国有资产管理效能，促进中

央企业持续发展。

———国务院国资委

研究中心竞争力部副部长

周海晨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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