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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刊通知
尊敬的读者：

因五一节放假，本报 2013年 4
月 30 日休刊一期，5 月 7 日恢复正
常出报。特此通知。
预祝全国读者劳动节快乐！

《中国企业报》编辑部
2013年 4月 23日

4月 22日，《中国企业报》记者从
雅安灾区现场了解到，此次受灾最严重

的是雅安市的芦山县、宝兴县和天全

县，此次地震给雅安经济造成的影响目

前还没有完整的统计数据，但从目前已

经掌握的官方统计数据看，受损企业近

百家，涉及的行业包括道路交通、通讯、

电力、建材、纺织、旅游等行业。

据芦山县经信局工作人员介绍，

此次地震中，芦山县企业基本都有损

失，大的厂房基本损坏不能用，80%以
上生产设备损坏，初步估计全县工业

企业损失达 27亿元。目前，各企业员
工已进行临时安置，企业也从第一时

间开始生产自救。

道路交通、电力、
通信企业受损严重

截至 4月 21日 14时，此次地震
共损毁公路 2986公里，桥梁 327座。
雅安市宝兴县道路通讯均中断，雨城

区通往芦山的国道 318 线大深溪滴
水岩段因垮塌巨石造成交通中断，国

道 318线天全思经桥塌方抢通后因余
震塌方再次造成交通中断，省道 210
线铜头电站至灵关道路沿线因塌方

造成交通中断，芦山县龙门至大川道

路沿线因塌方造成交通中断，甘孜州

省道 211线泸定段因灾交通中断。
电力企业受损变电站 24座、输电

线路 224条。
雅安区域 7 条 220 千伏母线失

电，其中 220千伏天全、黄岗变电站全
站失压，12 条 220千伏线路停运，雅
安市的天全、芦山、宝兴三县电网跨

网，损失负荷 20万千瓦，发电机组 16
台机组跳闸，损失负荷 191.7万千瓦。

通讯企业中，通信局（所）受灾 5
个、固定和移动通信基站损毁 724座、
通信中断乡镇 16个。

宝兴县通信全阻，天全县、芦山

县通信大面积中断，通往阿坝、雅安

的三条光缆环中断。

近百家规模以上企业
受损情况不明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雅安市经

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了解到，受灾最

严重的芦山、宝兴、天全规模以上企

业共 70 家，主要以石材、建材、纺
织、水电行业为主，均是当地支柱产

业。

据雅安市经信委赵姓主任向

《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芦山、宝

兴、天全三个县近年来工业经济发

展一直良好，其中，宝兴的支柱产业

是石材，还有一部分水电站，包括华

能所属的水电企业，而芦山有 20 多
家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天全以建材

为主。

《中国企业报》记者拿到的数据

资料显示，此前，三个受灾县在全市

GDP规模排名中居后，但 2012年，三
县工业增加值核定速度均超过 19%，
其中宝兴县达 22.1%。

目前，经过排查，这些企业无人

员死亡，正在开展自救和摸底调查灾

情，但因抗震救灾总体优先保障生命

安全和灾民生活安置，无法采集企业

受损准确信息。

而此次地震所带来的更长远的

影响可能会危及雅安旅游业。雅安一

直是旅游胜地，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

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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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波特：
对竞争情有独钟的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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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山工业损失约 27亿元

天灾再降四川。4月 20日 8时 02

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 7.0 级

地震。须臾之间，家园成墟，举国同

殇。

第一时间，各路救援队伍应声而

动，大爱在大灾中汇聚。企业公民亦

未缺席：央企在行动，民企在行动，外

企也在行动。三大电信运营商宣布灾

区通信免费、抢通基站、空投海事卫

星，国家电网全力以赴抢修通电，国

航南航东航安排航班运送物资人员；

在捐款捐物的同时，百度、新浪、搜

狐、网易、奇虎 360等众多互联网公

司，亦在第一时间开通寻人平台。

在经历了汶川地震、南方雪灾、

玉树地震之后，企业公民在突如其来

的天灾面前，显然更加从容有序。然

而，其中的不足之处也依然依稀可

见：无论是国之长子大型央企，还是

蓬勃成长的中小民企，在救灾过程中

仍是各自为战。

以各互联网公司开通的寻人平

台为例，直到地震发生两天后，才逐

渐看到联合起来的迹象。转机来自奇

虎 360 董事长周鸿祎的一条微博，在

这条微博里，周建议各互联网企业放

下恩怨和纠葛，齐心协力，派出工作

小组，一起工作，争取各寻人平台尽

快实现数据共享。不久搜狗 CEO王小

川给予回应，并称搜狗已经和搜狐打

通了寻人数据，希望百度和 360加入。

凭常识而论，合力大于分力，联

合起来的好处显而易见。在大数据时

代，互联网公司资源共享并不是一件

难事，难的是放下企业间平素养成的

竞争思维。

平日里，企业间通过竞争实现优

胜劣汰，完成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正是有了企业竞争，我们的生活成本

得以下降，我们的生活质量得以提

高，技术得以进步，社会得以发展，国

家得以繁荣。

然而，竞争不是全部。正如周鸿

祎在微博中所说：“自然灾难面前，救

死扶伤是第一位的。”当然，这对于以

盈利为目的、以竞争为常态的企业来

说，在一瞬间放下习以为常的竞争思

维，确实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和简

单。这可能也是救援企业没有及时联

合起来的原因。

我们无意苛责任何一家企业，毕

竟灾难不是生活的常态。我们想要表

达的是，作为企业公民，在自然灾害

来临的时候，应当把社会责任放在第

一位，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有一

种协作高于竞争的准备和能力。在挽

救生命的一号使命面前，所有的企业

竞争、所有的网站点击率、所有的企

业荣誉都应该让步。

经历这次灾难后，如果企业能够

养成一种在非常时期放弃竞争思维，

联合起来共享资源，形成一种常态的

合作思维，使资源组合释放更大的抗

灾能量，那么，这也算是灾难留给我

们的一份财富。

天灾面前，请企业联合起来
孟书强

紫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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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再出发”系列报道

2013年可持续发展新趋势报告会的主题是“可持续发展

路径与工商业的角色”，从中国的经验看，实现可持续发展离不

开政府、社会组织、工商企业三方面的共同努力。政府通过政策

引导和严格监管，从财政投入和发展方向上为企业提供支撑和

引领，是可持续发展的“向导”；行业和社团组织在可持续发展

领域，通过信息统计发布、标准修订等工作，推广企业最佳实

践，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样板和规范，是可持续发展的推动者。最

关键的是工商企业，它们是可持续发展的践行者，没有工商企

业的自觉行动，再好的想法也只能停留在理念层次。我国的可

持续发展事业，正是由于工商企业借助社会组织平台，充分利

用政策支持，做好技术创新和管理改革，才得以不断推进。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在工业化、城

市化的发展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新形势下，面对资源约

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中国政府在“十二

五”规划中明确提出绿色发展的政策方向，将节能减排作为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政府有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联

合制定发布了“十二五”《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万

家企业节能目标责任制考核实施方案》和《工业节能“十二五”规

划》，增大了节能减排在国有企业业绩考核中的权重。广大企业

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加快节能技术应用、开展能耗总量跟踪控

制，建立和深化能源管理体系，多维度分层分解节能减排指标等

措施，加快了战略转型的步伐。 （下转第四版）

三方合力探寻
可持续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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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豁免权
是新一轮改革的破题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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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附加值产业将成投资重点
P08

地震波及雅安周边近百家企业，多行业或遭重挫

本报记者 张艳蕊龚友国

浙商陈先生直到现在依然不愿回忆起 4月 20日地震的
那一刻。

4 月 20日早 8 点刚过，随着一阵大地的抖动，生活在雅
安市芦山县的人们陷入另一个世界。正准备赶往公司的陈先

生明白，地震了!
在确认了家里没有伤亡的情况下，他马上赶往公司。

近年来，芦山县工业经济提速增效，全力协调促成贵均纺

织、华美包纱、新丝路纺织等一批新项目建成投产，现代轻纺

产业“无中生有”、“有中做大”，16家纺织企业年产值突破 5.5
亿元，初步形成了集棉纺、化纤、织布于一体的产业集群。

2007年，在芦山县政府招商引资政策下，陈先生来这里
投资兴建了芦山通达纺织有限公司。几年过去，公司已经达到

一定规模，目前共有纺织设备 300多台，员工 300 余人，公司
已经跃升为芦山县 43家规模以上企业之一。

然而，地震发生后呈现在陈先生眼里的厂房已经完全变

形，地面开裂、拱起，围墙开裂、倒塌，设备全部变形、损毁……

此时，陈先生发现，管理人员陆续来到了公司，职工也陆

续来到了公司，面对他们的陈老板，员工们目光中充满疑问。

怎么办？

此时的陈先生已经稳定住了情绪。

按照雅安市政府应急办的要求，芦山通达纺织有限公司

组织管理人员对职工进行排查，在确认无一伤亡情况后，先进

行职工安抚工作。陈先生明白，地震带给我的心灵伤害远比表

面看到的要大，此时，只有忽略自己的不安情绪，才能真正完

成政府要求的安抚人心的工作。

“大家放心，我会和大家在一起的。”陈老板的家里亲人都

很担心，在他想办法给家里报了平安后，转身对他的员工说：

“地震不可怕，地震过去了，我们就开始生产自救。”

其实，陈先生何尝不知道，要自救很难。他初步估算一下，

要恢复生产，至少需要四五个月。

现在，为了安抚员工情绪，他希望生产自救或许能唤起员

工的希望，忘记恐惧和悲伤。

如今，通达纺织公司的管理人员也每天坚守在岗位上，组

织员工对厂房进行加固，对设备进行排查，对于一些电线、设

备损坏的零件均一一列表，随时准备重新采购。

现场

本报记者 张艳蕊

一个浙商的震后自救

成本 +疫病
桎梏中国式“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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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牌代工泛滥
洋奶粉“十洋九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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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报道

消防队清理损毁的道路，行进在前往宝兴县城途中。据分析，雅安地震灾后重建

可能会对水泥、钢铁、铝材、通信设施耗材等行业形成一定的需求刺激。 CNS供图

雅安地震短期内
或明显影响灾区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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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自救：政府企业如何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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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东 400公里
页岩气开采前途难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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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区的另一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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