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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一年的工程建设，规划总投资 37 亿元、占地
1000 亩，年产能 30 万吨的河北省重点工业项目———北汽

福田汽车零部件项目在承德市双滦区进展顺利。该项目

一期规划投资 19.95 亿元，占地 400 亩，建筑面积 11.3 万
m2，年产能 10 万吨，4 月下旬单机调试，5 月 30 日批量验
证，6 月份正式投产，项目三期全部建成后，将成为一家具
有工业旅游功能花园式的现代化汽车零部件制造中心，

预计年可销售收入 25 亿元，带动就业 6500 人。
双滦区委副书记刘凤宇介绍：“这个项目落地承德，

对于河北省承德市振兴装备制造业，调整产业结构，转

变发展方式，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近年来，承德市一直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强化与央

企、京企的对接与洽谈，双滦区作为承德市主城区、中心

区，更是紧抓“百家央企进河北”的机遇，以开展政府与央

企、京企等大企业集团对接为平台，以产业或重大项目引

进合作为载体，全面深化与央企、京企等战略合作关系，

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实现资源、技术、产

品、市场等方面的共享，促成了一批战略合作事项，推进

了一批优势产业、高端项目落户双滦，实现聚集发展要

素、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生产力布局。2012
年，全区签约引进百万元以上的经济联合项目 47 个，其
中千万元以上项目 30 个、亿元以上项目 18 个；引进市外
到位资金 22.6 亿元，同比增长 12.8%；累计争取到上级资
金 3.3 亿元，同比增长 83%。

2013 年，区委、区政府将围绕新型工业、文化旅游、商
贸物流、城市建设，积极发挥企业主体和行业协会桥梁作

用，突出京津唐地区，瞄准国内外 500 强和行业 100 强企
业集团，采取以商招商、驻地招商、网上招商等形式，定

点、定人、定位，做好项目的谋划、论证、包装、推介工作，

力争实现年内谋划实施千万元以上项目 139 个，引进市
外到位资金 23 亿元，直接利用外资 1000 万美元，外贸出
口 400 万美元。

“央企文化建设应包含哪些内

容？如何建设？”“如何在刚性管理

与柔性管理间取得平衡？”“文化弹

性与张力如何实现？”……一系列的

文化建设问题摆在了致力做世界一

流企业的央企面前。

正如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丹华

在近期国务院国资委召开的中央企业

文化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所说，“一流

的企业必须要有一流的文化做支撑。

要实现‘十二五’做强做优中央企

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

企业的目标，必须在打造硬实力的同

时，努力提升文化软实力。”

同时，黄丹华还强调，“文化

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一劳永

逸，要始终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做

好顶层设计，整合企业管理资源和

文化优势，持续不懈地抓好文化建

设，努力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发

挥好企业文化不同的功能作用。”

央企致力“标杆”文化

目前，国务院国资委督促央企

做好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即要求

央企在改革与发展中必须从战略管

理的高度统筹文化建设的全局，在

企业文化建设方面走在前列、作出

表率，推动中央企业科学发展。

早在2005年3月，国务院国资委

就出台了第一份有关企业文化建设

的重要文件———《关于加强中央企业

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 （以下

简称“《指导意见》”）。

经过多年的打造，央企在文化

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近年

来，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取得积

极进展，创造了很多成功经验，在

引领企业发展、凝聚员工力量、塑

造品牌形象、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黄丹

华说。

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灵魂。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央企

业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培育出

了“铁人精神”、“大庆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青藏铁路精

神”、“载人航天精神”等先进的企

业精神，由此推进企业文化建设。

文化建设工作
不能一劳永逸

美国兰德公司和麦肯锡公司曾对

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30家公司进行跟

踪考察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世界500强胜出其它公司的根本原

因，就在于这些公司善于给他们的企

业文化注入活力，凭借企业文化力，

这些一流公司保持了百年不衰。”

目前，“中央企业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行业发展的

排头兵，一批企业已具备了发展成

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的基础和条件，但是与国外一流企

业相比，在软实力方面还有不少差

距。”黄丹华说。

对于下一步央企的文化建设工

作，黄丹华强调，“一是要始终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树

立正确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形成符

合市场经济规律、适应企业发展阶

段、具有行业和企业特色的价值理

念体系；二是要推动企业文化和企

业改革发展深度融合，制定文化规

划，纳入发展战略，融入生产经营

管理全过程，实现文化落地；三是

要根据企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

需求，适应企业组织架构、发展战

略、管理阶段的变化，不断调整变

革企业文化，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四是要坚持领导率先垂范与员工全

员参与相结合，上下一心，以文化

人，不断增强文化认同，激发员工

创造活力；五是要加强组织保障和

制度建设，形成企业文化建设长效

运行机制，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固化于制；六是要不断总

结经验，深入探索研究企业文化支

撑战略、融入管理的具体方法和措

施。”

“不断提升中央企业文化软实

力，为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提供

有力的文化支撑。”黄丹华说。

黄丹华强调：
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做好顶层设计
本报记者万斯琴

鲁扬

从政府官员到企业老总；从国企

到民企；从国外到国内，无论是有文

化者，还是无文化者，很多人都在谈

论企业文化。企业文化似乎是企业

家追求时髦的一种方式，美其名曰：

与时俱进。企业文化甚至被一些人

滥用，仅仅在墙上贴几个宣传口号，

设计一个企业标识，搞一个文化宣

传栏等为企业脸上贴贴金，就自称

为建设了企业文化。殊不知，企业文

化是积淀、是传承、是习俗、是规范、

是聚合之力，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

成。

建设企业文化首先要有文化意

识，要强调文化的继承性、取舍性和

发展性。所以，国企自身的优势决定

了其建设企业文化的起点要高，要注

重顶层设计。

既然要注重顶层设计，就要从

一开始就强调统筹考虑企业组织结

构的各个层面，包括人员特点、企业

特点、产品特点、环境特点、软硬实

力，甚至是周边环境。只有抓住企业

各层次和各要素，追根溯源，统揽全

局，才能在最高层次上寻求问题的

解决之道。

美国学者约翰·科特和詹姆斯·赫

斯克特认为，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中

各个部门，至少是企业高层管理者们

所共同拥有的那些企业价值观念和

经营实践……是企业中一个分部的

各个职能部门或地处不同地理环境

的部门所拥有的那种共同的文化现

象。我们可以不去探讨这种结论的准

确性，但我们应该明确一点：企业文

化建设对企业领导者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没有好的顶层设计，何谈企业

文化建设。

当今经济社会，企业文化已经是

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的混合体，企业

的价值观、行为准则与每个管理者的

知识修养、职业态度、处世哲学密切

相连。

顶层设计的意义就是要在企业

的不断发展中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加

强员工的责任感，赋予员工荣誉感和

实现员工的成就感。共同的价值观念

使每个职工都感到自己存在和行为

的价值及自我价值的实现。

只有顶层设计，才能让企业有发

展的方向。优秀的企业文化就是要从

实际出发，摒弃形式主义，以科学的

态度去制定企业的发展目标，这种目

标一定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

顶层设计意义重大

评论

2013 年 5 月 9 日，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代号：2386）在香港宣布全球发售 H 股股份及拟于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之详情。

中石化炼化工程称，本次全球发售 1,328,000,000 股 H
股（可予调整及视乎超额配售权行使情况而定），其中 5%的
股份 (即 66,400,000股 H 股，可予调整 )初步作为香港公开发
行，95%的股份 (即 1,261,600,000 股 H 股，可予调整及视乎
超额配售权行使情况而定 ) 将会根据国际发行作出初步发
行。拟定发行价范围介乎每股 9.80港元至 13.10港元。

根据超额配售权，可由联席全球协调人代表国际承销

商要求公司按发售价配发及发行最多合共 199,200,000 股
额外 H 股，占全球发售初步提呈可供认购的发售股份数目
的 15%。

香港公开发行于 2013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 9 时
整开始，至 2013年 5月 15 日（星期三）中午 12时整（网上白
表 eIPO 申请于上午 11颐30分）结束。中石化炼化工程 H 股股
份将计划于 2013 年 5 月 23 日（星期四）在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主板开始挂牌交易。中石化炼化工程的 H 股（股份
代号为 2386），将以每手 500 股为单位进行买卖。

估计本次全球发售的净募集资金（扣除就全球发售应

付的承销费用及预计开支后，假设超额配售权未获行使及

假设发售价为每股 H 股 11.45 港元，即发售价范围的中位
数）约为 149.088 亿港元。

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拟用作以下用途 (假设超额配售
权未获行使 )：

1）23%用于为研发工程技术和施工技术而在中国成立
六个研发中心，研发集中于炼油工程技术、新型煤化工及天

然气化工技术、替代石油能源工程技术及施工技术。截至

2012 年 12月 31 日，研发中心处于初步规划阶段，并预期于
2014年底前竣工。

2）40%用于就对发展公司工程总承包业务及提升公司
客户基础重要的经选择项目（如陕西榆林甲醇醋酸深加工

EPC项目）提供工程总承包服务而支持营运资金所需。
3）11%用于完善公司的境外营销网络，包括于沙特阿

拉伯成立一个营运及维护中心、于北美成立一个综合营运

中心及于南亚、非洲及南美成立境外附属公司或分公司。

4）7%用于完善公司的信息系统。
5）9%用于采购高能级履带式起重机，以提升公司的专

业施工能力。

6）10%用于营运资金及其他一般企业用途。
2012 年，公司总收入约为人民币 385.265 亿元，毛利约

为人民币 55.281 亿元。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新
合同价值约为人民币 401.4亿元，公司的未完成合同量约为
人民币 760.5 亿元。此外，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
接获意向书，委聘公司从事若干设计、咨询及工程总承包项

目的工作，合同总值约为人民币 144.3亿元。

中石化炼化工程宣布
全球发售 H股股份

国企助力
承德区域经济跨越发展

刘宇飞张琳琳 本报记者 王富国

央企在文化建设方面有哪些优

势？央企与国外一流企业对标的差

距该如何缩减？在做文化建设的顶

层设计过程中，应该注重哪些问题？

如何才能做到让文化与企业同生共

长？带着以上问题，《中国企业报》记

者特此专访了和君咨询集团合伙

人、韩国成均馆大学助理教授郝继

涛博士。

央企需建设高水平、
一体化的企业文化

《中国企业报》：有学者指出，央

企在与国外一流企业对标的过程

中，在软实力方面还有不少差距。您

认为央企为了减小这些差距，要如

何努力？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郝继涛：世界级企业通常没有

专门的企业文化部门，文化是深深

融合在管理架构里面的。例如宝洁

公司通过一套能力素质体系，将核

心价值理念落实到员工的岗位，甚

至各项制度和流程里面，文化是管

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反之，部分中央企业的文化与

思想政治工作仍然与经营管理是两

张皮。很多文化工作者、党群工作者

挖空心思搞各种活动，但很难与经

营结合起来。

中央企业应向世界级企业学

习建立尊重规则的制度文化。广泛

存在于中央企业的“灵活性”处理

方式，不利于建立严肃的制度文

化。

企业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也是绝

大部分央企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先有儿子，后有老子是一个普遍现

象，这非常不利于建立统一的文化。

例如，2010 年之前，国家电网各省公
司有不同的使命、愿景、价值观。从

2011 年开始，国家电网在价值理念、
发展战略、企业标准、行为规范、品

牌方面进行了五统一，逐渐形成了

统一的文化，还按照世界级公司标

准，全国的省市县公司采取统一的

指标进行评比，大排名，激励着各公

司不断改进、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

水平。这种方法对形成高水平、一体

化的企业文化是非常有效的。

期待央企企业文化的
“世界语”

《中国企业报》：在央企的世界

化发展战略路程中，文化弹性与张

力该如何实现？

郝继涛：目前，中央企业在文化

输出、影响力等方面与目前的经济

成绩是十分不对等的。

世界级企业通常是与庞大的科

研投入、科学的竞争策略、良好的品

牌形象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应该提

倡文化和技术上的“走出去”，改变

以工程承包为主的走出去模式。市

场领先的中央企业，应加大科研投

入，推动技术发展和商业模式创新，

造福于民，应成为文化的核心价值

导向。

同时，央企也需要认识到文化

具有非政治性的优势。央企要在国

际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就要积极适

应和建立普世价值观，这是企业文

化的“世界语”，是国际企业间对话

的基础。

与此同时，要牢记民族的才是

世界的。中国移动“正德厚生、臻于

至善”的价值观就深植于中国传统

文化，因而获得广泛认同。中央企业

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资

源，将其转化为富有时代意义的文

化理念与行为表现，在文化的传承

和发扬方面有所担当，以深厚的文

化个性令世界信服。

值得关注的是，管理创新也是

文化张力的组成部分。美国、欧洲、

日本经济腾飞，为管理学的发展做

出了重大的贡献。IBM、GE、福特、丰
田等优秀企业之所以在文化上被人

们推崇，与他们创造了系统解决方

案、战略思维、流水线、精益生产等

管理思想是分不开的，但迄今为止，

中国企业在管理理论方面仍然缺乏

创建。

郝继涛：期待央企文化的“世界语”
本报记者 万斯琴

一流的企业必须

要有一流的文化做支
撑。要实现‘十二五’

做强做优中央企业、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世界一流企业的目
标，必须在打造硬实

力的同时，努力提升

文化软实力。

———黄丹华

“

本报记者丁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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