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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几年时间，庞大的中国汽

车市场不仅吸引了来自全球的知名汽

车生产商和销售商，而且还吸引着世

界轮胎行业的所有知名企业落户中

国，分享盛宴。米其林、固特异、普利司

通、锦湖、韩国轮胎、正新、建大、库珀

和倍耐力等国际知名轮胎企业均在中

国投资建厂，世界十大轮胎企业齐聚

中国，正与中国国有轮胎企业展开残

酷竞争。

现状———面临生死存亡

群鳄来袭，中国轮胎行业正遭受

疯狂的撕咬，国有民族品牌双星、三

角、玲珑等似乎只能与低端轮胎销售

为伍，面临巨大的市场挤压。是任凭撕

咬，粉身碎骨，还是通过科技创新，完

善自我，强强联合，抵御大鳄，抢夺市

场，中国国有轮胎企业正面临生死抉

择。

中国橡胶协会轮胎分会秘书长蔡

为民在总结 2013 年一季度轮胎行业
经济运行状况时指出，由于全球经济

复苏趋缓，加上我国出口轮胎产品结

构欠合理，品牌知名度不高，整体竞争

力较弱，直接影响轮胎出口，国内 44
家企业 1—3月轮胎出口交货值 160.8
亿元，与去年同期 162.2亿元相比，下
降 0.9%。
早在 2009年，三角集团公司董事

长丁玉华就已清醒地认识到国内品牌

的轮胎产品档次不高，技术含量和附

加值较低，竞争力明显不足，由于产品

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市场销售，高端市

场则被国外品牌所主导。

产品———强化绿色环保

日本普利司通公司秉承的理念是

“与环境共生、与安全同行”，通过技术

革新和商业模式变革，致力于满足消

费者的不同需求，实现集团面向 2050
年的长期环境发展目标。从目前我国

轮胎行业和国有轮胎企业的实际情况

看，我们与日本轮胎企业相比从产品

技术含量与环保理念差距都还很大，

一是轮胎产品结构性过剩仍在加剧。

企业生产的普通型子午线轮胎销路不

好，导致销售收入下降。二是轮胎产品

结构老化、档次不高，有些企业轮胎产

品一直在同质化、低端化徘徊，缺乏适

应市场需求变化的新产品。

据记者了解，普利司通公司生产

的 R102轮胎在油耗方面已经走在了
世界前列，通过在交通部公路交通试

验场进行的第三方机构测试，确认了

ECOPIA R102商品平均 6.7% 左右的
节油效果，若使用 ECOPIA R102 商
品，在一年中节省的燃料费可相当于

轮胎一年的成本费用。

相比较而言，我国大型国有轮胎

企业不甘落后，青岛福临轮胎有限公

司在参与美国轮胎特保案应诉失败

后，加大研发，推出了 30英寸轮胎这
一超高端产品；高性能半钢子午线轮

胎则是玲珑轮胎用新材料、新配方针

对美国客户开发的新产品；杭州中策

橡胶有限公司也针对市场需求抢占高

附加值领域，采用绿色环保材料，制造

具有低噪音、抓地性好等优势的 SUV
轮胎，但这些努力还远远不够，国有轮

胎企业的科技创新、品牌推广依然任

重而道远。

技术———坚定创新转型

日本普利司通新的轮胎制造技

术———“TRISAVER”可提高轮胎寿命
达 50%，滚动阻力减少 35%，其在沈
阳、上海、无锡、天津等地先后建立分

厂，用全球领先的生产技术和市场运

作手段进驻中国，在华卡、客车轮胎商

品不断推陈出新，以普利司通品牌为

主构筑起的涵盖重载征服（重系列）、

多样全能（广系列）、综合优化（优系

列）三大系列以及旗下第二大卡车巴

士用轮胎品牌“风驰通”为补充的强大

商品链逐步趋于完善。同时，普利司通

结合与旗下奔达可品牌各自在新品轮

胎和翻新轮胎领域的优势资源，通过

以“普利司通卡车轮胎站”为首的销售

网络，为广大的商用车轮胎用户提供

有效控制运营成本的“普利司通·奔达

可轮胎综合解决方案”；法国米其林开

发的零气压轮胎、大直径轮胎、跑车专

用轮胎；美国固特异的胎压自控技术，

能保证轮胎在行驶过程中始终保持最

佳充气状态；意大利倍耐力不遗余力

地研发高投入；韩国韩泰轮胎的优良

特性、超前设计以及与现代科技的完

美结合等，世界轮胎巨鳄们均以不同

优势进入中国，中国国有轮胎企业将

以何种方式应对呢？

从世界轮胎行业发展特点看，轮

胎企业的大型化和集团化日益加剧，

研发力度不断加强，创新成果大量涌

现。

有业内专家指出，目前国内轮胎

企业的技术“不给力”，除了企业本身

因素外，从质量上来讲，其上游材料行

业也很难对轮胎技术的实现提供支

撑。因此，国有轮胎企业必须依靠自身

优势，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联合国

家级新材料、新模具等研发机构，尽快

从轮胎加工新材料、新工艺和新模具

上找到突破口。

面对市场竞争，国有轮胎企业必

须进行信息化改造，以大幅度减少人

为因素造成的问题。拒绝低端的重复

生产、无序生产。应该探索重组兼并，

进行强强联合，用“巨兽”驱赶“群鳄”。

“今天，当进口汽车已经攫取了大

量中国财富，外国车企赚得盆溢钵满

的时候，我们终于开始怀念红旗轿车、

解放卡车了；而当外国轮胎群狼撕咬

中国市场的时候，我们不希望几十年

后再开始怀念三角、双星、玲珑……兴

‘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国务院

国资委主任蒋洁敏说。

汽车兜兜转转大致行驶了近 3个
小时后，来到了遵义县后坝村长征希

望小学的门口。“在电力设施附近钓

鱼、放风筝、打鸟都存在触电危险，请

远离……”位于学校三楼的教室里，有

人正在给同学们上一堂特殊的安全教

育课，可这个人并不是老师，而是遵义

供电局的工作人员。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得

知，把安全用电知识送进山村学校是

中国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以下简

称“贵州电网公司”）“惠民生，促和谐”

践行南方电网公司“万家灯火、南网情

深”，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坚持电力普

遍服务，使贵州省人民用上电、用好电

和实现“小康电”的一个闪光点。

从贵州电网公司总经理唐广学给

《中国企业报》记者提供的一组数据

中，可以感受到贵州电网公司经济发

展和积极履责的炽热温度：“2012年，
贵州电网公司通过努力，实现贵州省

内售电量年均增长 11.8%，西电东送
电量增长 28.7%，有力支撑了贵州
GDP年均 13%的增长。”

“村电共建”服务新模式
践行“责任约”

在遵义电网覆盖的 774 万人口
中，有 84%零散地分布于农村，之前
由于网点少，最远的要走几十里的山

路才能交上电费，小小的交费，成了当

地人一个大问题。

“村电共建”的为民服务新模式就

是基于这个大问题由此而来。

“服务功能有电费收取；用电咨

询，电费、电量查询；业务扩充、变更

信息传递；故障报修信息传递；科学

用电、安全用电知识宣传。”5月 28
日，遵义县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工作人

员杨俊如数家珍般地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介绍起“村电共建”服务窗口

的功能。

2010年 12月 8日，第一个“村电
共建”服务窗口在仁怀市尚礼村正式

落户时，对全村 853户村民来说是一
个新鲜事。

经过近 3年的建设，尚礼村支部
书记徐富权深有感触，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算了经济账，“‘村电共建’实

施以前，村民从家到供电所缴费平均

距离约为 8.2千米，为缴费通常需要
花费 1天时间，每次缴费平均往返路
费约 10元，误工费约 15元，因此常常

出现路费比电费贵的情况。通过‘村电

共建’方式实实在在解决了这一难

题。”

“作为新农村发展的‘前沿哨’，各

‘村电共建’点通过收集到的竹、茶、酒

等特色产业市场动态和行情，邀请有

关专家、致富能手为村民授课讲解发

展思路，出谋划策，引导联建乡村根据

自身特色和优势发展经济。”5月 29
日，湄潭县供电局兴隆供电所所长同

时是龙凤村“村电共建”点服务队的张

盛队长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说。

值得一提的是，“村电共建”成为

了贵州电网公司为民服务的创新模

式，履行了其对回馈社会的责任约

定。国务委员、国资委原主任王勇在

中央企业为民服务创先争优经验交

流会和总结会上分别指出，“遵义供

电局‘村电共建’模式得到了中央创

先办的肯定和推广”，“遵义供电局推

行的‘村电共建’模式深受农民群众

欢迎”。

截至 2013年 4月，遵义供电局共
建成“村电共建”服务点 284个，直接
服务 38.46万户农村家庭。按每月为
每户节约 25元计算，每月可为村民节
约费用约 962万元。目前，“村电共建”
服务模式已被贵州电网公司作为为民

服务的长效机制。

为贵州实现“中国梦”
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贵州电网公司供电服务人口达

4238万，供电户数为 1096万户，其中
农村客户占绝大多数，为 920万户。

一直以来，贵州电网公司全力为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电网支

撑。2008年以来，贵州电网公司累计
投资 660亿元加大电网建设改造，仅
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年均投资就达到

60亿元。
谈起贵州电网公司为满足贵州省

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时，唐广学自豪

地说，“经过 5年超常规的建设改造，
贵州电网 500千伏网架由仅覆盖 3个
市（州）到 9个市（州）全覆盖，农村电
网改造率从 57%提高到 98%，在西部
地区率先实现电网覆盖范围内‘户户

通电’。”

电力是工业经济的“血液”。 贵

州电网公司积极落实国发 2号文件，
重点服务贵州“5 个 100 工程”，对贵
州省 100个产业园区和 5000千伏安
及以上新增客户配备了客户经理，目

前，累计完成园区配套电网投资 34.74

亿元。

贵州电网公司对于贵州省内客户

用上电、用好电，实现小康用电有着更

深远的设想。

据唐广学介绍，“公司计划在 5年
内，实现 3个目标：一是农村居民半小
时交费圈至少覆盖 60%的乡镇，基本
解决农村用电客户交费难的问题；二

是低压居民用户全部完成‘一户一表’

改造，实现‘四到户’；三是实现 10千
伏及以上计量点的远程监控，提高客

户停电管理水平，客户平均停电时间

小于 10.8小时。”
“下一步，贵州电网公司将按照贵

州省把小城镇建精、建美、建富的要

求，实施建设美丽乡村‘点亮千家万

户’行动计划，为乡村千家万户送上小

康电。”唐广学坚定地说，“为贵州实现

与全国同步小康的‘中国梦’提供坚强

的电力保障。”

本报记者 万斯琴

“群鳄”来袭 轮胎国企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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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要闻】

国资委欲一统国有资产出资人

37家央企去年借贷融资三万亿

中国水电前 4月新签合同 547亿

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引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南车近期签约金额达 78亿

新兴铸管公开增发 6亿股获核准

国家将推动大型国企股份制改革

中斯就通信卫星及北斗项目合作

中石油上半年盈利 660亿元

国资委召开 2013年巡视工作动员会

黄淑和会见澳大利亚外资审查委员会主席

一汽 500辆欧朗轿车出口伊拉克

【地方国资】

江西 3年内将引进逾百个央企项目

北京市将严格控制“三公”经费

武汉国资委强化财务总监职能

16家央企 300亿海门建基地

山西公路煤炭上线交易正式启动

渤海银行助推天津市经济发展

469亿元央企项目落户郴州

深圳国资整合近期将提速

【央企·国企】

国航 88.53亿美元购百架空客 A320

一汽与大众联合扩建佛山二期项目

南航将接收中国首架波音 787飞机

中石化与中航油共商航煤稳定供应

中广核 2020年核电上网电量达 4200亿千瓦时

中石油玉门老君庙油田再现自喷井

中钢马矿院与马钢矿业签订合作协议

中能建完成印尼塔巴拉贡 2号锅炉汽包吊装

上海建工中标 24亿工程项目

【政策】

海关总署将减少一半以上行政审批

商务部初裁印度日本进口吡啶倾销

工信部将制定鼓励信息消费政策

上市公司经营问题专题报告已上书国务院

三部委明确横琴开发进口税收政策

民航局重启航空公司审批

“十二五”国家自主创新建设规划公布

“营改增”铺向全国 地方收入或减少

【行业观察】

4月工业企业利润 4366.8亿

国内现货钢价跌至近四年低点

李克强：坚决反对欧盟对华光伏产品双反调查

四行业拉动 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加气站密集开建 LNG产业链发展提速

钢企亏损面达 40%

欧盟拟友善解决光伏“双反”案

IMF下调中国 2013年 GDP增速预测至 7.75%

今年世界 500强榜单中国企业有望超 76家

一季度钢铁业销售利润率 2.3%

【科技创新】

中国建筑一科研成果填补国内空白

中国通号用二维码技术为产品防伪

中冶研发大型挤压机扩孔筒翻转装置获国家专利

中广核研发核电站应急机器人首度亮相

中国二重成功研制百万千瓦发电机转子

大庆榆树林油田微生物吞吐技术增产明显

中国移动依托 4G推动无线城市建设

神十飞船整流罩合罩工作正式启动

国产人工心脏达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建筑基础设施领域再获专利

新兴际华集团立体绣获国家专利

中石化工程院三项成果国际先进

【专家视角】

要珍惜央企管理提升的成果

央企社会责任报告应报告什么？

国企改革应重视信托法则塑造

中国国企的划分与监管

国企和民企要多看对方优点

国企领导职务消费必须向职代会报告

国企高管“控高”仍需落在实处

国企改革应重视信托法则塑造

民企国企共生是事实，也是大势

国企改革，市场化是大方向

【责任央企】

国电集团发布 201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国电万安关爱残障儿童迎“六一”

国投完成芦山受灾房屋安全鉴定

国电扶贫案例入选全国扶贫创新案例

【企业家风采】

刘开勇与中丝集团

刘高倬与中国煤炭科工

吴生富与中国一重

盖志新与中国国旅

袁欣与上海贝尔

本报记者 鲁扬

【走进“新国企”之南方电网】

对“贵州电网公司”的初识，可

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于知晓

它是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旗

下的骨干企业，陌生于它在南方电

网体系里担任着怎样的角色。

在并肩前行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为贵州电网公司和遵义供电局电

网织责任“情网”的一种默默无语地

美好情愫吸引并打动。

4 天的采访让人耳目一新，对

“村电共建”服务模式，收获了一份

不一样的感知，更多地是来自思想

上的巨大转折，原来服务偏远山村

的服务产品可以如此尽善尽美，可

以有如此的贴心周到。

引用国资委新闻中心副主任

胡钰的话来表达，“‘村电共建’服

务点不仅仅是交费点，更是信息

点、知识点和连心点。而这，也是细

胞工程，服务村、校和农户都是分

散的细胞，通过‘村电共建’把这些

分散的细胞凝结起来，这确实是南

网做得很好的社会责任。与此同

时，这也是地基工程，南网正在夯

实新农村发展的基础，实现‘中国

梦’的基础。”

今天，终于用粗略的几笔把这

次与贵州电网公司的相识记录了下

来，只能用微弱的笔触感谢为黔电

力发展默默承担着和奉献着的你

们。

采访后记

以电网织责任“情网”
万斯琴

贵州电网：电力保障助圆“中国梦”

仁怀市尚礼村“村电共建”点的工作人员正在收取电费

mailto:lwx0210@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