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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呼吁给民航开放
更多空域资源

由于航班晚点，民众对国企三
大航的指责声也越来越大。

而对于国企三大航的指责，韩
德强认为，“舆论一边倒的指责也
并非符合实际情况，更不能不分青
红皂白，也不能单纯的说是因为垄
断带来的弊端，事实上，三大航处
在市场充分竞争的行业。无论是服
务还是管理，都不能简单归属于整
个国企的问题。 ”

国际航协发布的最新财务数
据调查报告显示， 与 2012 年中期
相比，目前全球航空业商业环境有
所改善。 国际航协预计，今年下半
年航空业将保持乐观增长态势。

刘楠对于国内航空业也十分看
好，“我对国内航空业在下半年的走
势持十分乐观的态度，仍将持增长态
势，国内航空业处于发展阶段。 国内

正在造机场、增加航线、增加航班，有
着较大的市场，同时旅游业的发展对
航空业也有较大推动作用。希望国内
航空业蓬勃发展的同时， 国内的航
班能够更准点些，让国人和来旅游的
国际游客出行的更舒心些。 ”

据 7月 10 日民航局年中工作
会议透露的信息，下一步将对航班
晚点提出整治措施。延误整治主要
集中在两方面：对航班正常率排名
在后 20位且航班正常率不到 50%
的国内航班，将在民航系统内进行
警告通报； 对延误 4 小时以上、因
航空公司飞机调配和自身服务等
方面原因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航班，
其本航季时刻将被取消，下一航季
时刻申请也不予受理。

对于航班提高准点率， 刘楠也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国内航空公司
要学习国际公司那样对航班正点率
保持有那么高的荣誉感。 要在空域
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完善管理体系，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也希望政府能
够更加开放空域资源给民航。 ”

7 月 20 日，“2013 中国上市公司
风险管理高峰论坛”在上海举办。 财
经评论家水皮在会上炮轰近期部分
市场人士对 IPO 开闸的建议，称如今
的环境下企业并不适合 IPO。

IPO 何时开闸尚未有定论。 与此
同时，在中国实体产业普遍缺钱的情
况下，背负巨额债务的中国铁路总公
司何时能上市成为资本市场的焦点。
实际上，不仅仅是铁路总公司，目前
已有中国核能电力、中国建材、中国
铁路物资、中国邮政速递物流等多家
中字头企业排队等待 ＩＰＯ。

中字头企业排队上市
自去年 11 月份浙江世宝上市之

日起，IPO 闸门已关闭了 8 个多月。主
板、中小板和创业板三个市场曾有超
过 ８５0 家企业排队等待登陆挂牌 Ａ
股市场，而目前，随着证监会发起的
IPO 排队企业财务核查自查事项接近
尾声，已经有数百家企业提交终止审
查申请，数量减少三成以上。

在很多企业撤出 IPO 大军，开始
逐鹿于新的资本战场的情况下，目前
仍在排队等待 ＩＰＯ 的多家大型央企
更加引人关注。这其中既有因 ＥＭＳ 快
递而被人熟知的中国邮政速递物流、
因核能业务吸引眼球的中国核能电
力、作为国内大型建材生产商的中国
建材以及涉及铁路运输行业的中国
铁路物资。

在上述中字头拟上市公司中，中
国邮政速递物流已拿到上市批文，正
在等待完成发行上市，中国铁路物资
的上市材料也已预告披露，这两家企
业计划在 Ａ 股主板市场募资 １６０ 亿
元。

业内人士指出，这四家中字头拟
上市公司的来头不小，控股股东中有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中国铁路物资总
公司等大型央企巨头。 而从上市过程
看，中信证券、中金公司、瑞银证券等
“大型国企上市专业户” 担当了承销
保荐的关键角色，加大了它们成功上
市的筹码。

从目前的上市节奏看， 已有 １０
家企业通过了证监会的发审会，拿到
沪市主板上市资格，而其中中国邮政
速递物流排位靠前，市场人士预计未
来 ＩＰＯ 上市重新放行后，中字头公司
作为业绩稳定的大盘股，可能将率先
登陆市场。

债务问题是关键
在排队等待或者拟上市的央企

大军中，不得不让人关注的就是负债
问题。 比如，原铁道部总计 ２．６６ 万亿
元的负债，可能就会成为铁路总公司
上市的最大瓶颈。

２００３ 年，原铁道部提出“跨越式
发展”的口号，但与此同时，中国铁路
建设的债务压力也不断增加，２００９
年， 原铁道部负债 １．３ 万亿元；２０１０

年负债增加至 １．８９万亿元；２０１１ 年负
债升至 ２．４１ 万亿元； 而到了 ２０１２ 年
三季度末， 负债额已高达 ２．６６ 万亿
元。

对此，交通运输部副部长高宏峰
在全国两会期间表示，债权债务将实
现从铁道部到铁路总公司无缝衔接。
多位经济学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大型央企上市尽管可以通过国务
院“特批”加快上市节奏，但若是身背
巨额债务，恐怕还需政府进行巨额注
资，或是合理剥离债务，否则投资者
和市场可能不会买账。

从目前准备上市和已经上市的大
型国企资产负债表看， 债务负担较重
成为普遍现状。 等待上市的中国铁路
物资截至 ２０１１年末的总负债额逾 ５４０
亿元，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到 ２０１１年末
的负债总额也近百亿元。 而已经上市
五年之久的中国中铁截至去年三季度
末的总负债额则高达 ４３００亿元。

未来，即使中国铁路总公司实现
部分债务剥离，但如何平衡新投资带
来的新债务，减小公司上市后的债务
风险值得思考。 不过从金融市场整体

角度看，铁路总公司所承担的债务问
题可能不会成为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双赢才是最优选择
未来，在债务问题和银行流动性

趋近的背景下，以铁路总公司为代表
的大型国企或许纷纷要求寻求上市。

对此， 财经评论员叶檀曾表示，
“我们无法想象，Ａ 股市场情况略有好
转之后，铁路公司、地方投融资平台
纷纷上市， 再造一个 ６０００ 亿市值以
上的铁路板块，会对市场形成怎样的
冲击。 ”

众所周知，众多国企具有公共性
和公益性，政企分开后企业将面临盈
利需求与公共利益如何平衡的问题。

“如果企业运营赚不到钱， 恐怕不会
受投资者欢迎。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
所研究员黄学军说。

在目前上市的大秦铁路、广深铁
路、 铁龙物流等多家铁路上市公司
中，承担货运业务的公司盈利尚且稳
定，但承担客运业务的公司经营增长
能力明显受限。

与此同时，在庞大的债务压力和
增长潜力或将受限的影响下，铁路总
公司未来上市时的融资规模和用途
可能将受到一定制约。 以中国铁路物
资为例，这家公司在发行 Ｈ 股融资时
计划将募集资金的约 ３７％用于偿还
银行借款，约 １０％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及一般公司用途。

多位专家认为， 以中国铁路总
公司为代表的国企， 它们未来的经
营利润以及融资规模， 都是上市时
需要与股市利益平衡的因素， 不能
让股市再次为国企上市“作贡献”。
阳光私募基金仙童基金董事长张晓
君此前就提出， 面对上市公司股东
的减持套现压力， 需要制定长期有
效的约束制衡机制， 才能实现股市
和上市企业的双赢。

企业文化

特约记者 杨毅沉 江金琪

中粮集团：
“忠良文化”渗透全产业链

近几年来，在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进程中，
中粮集团党组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促进企业管理的新方
法，努力做到“三个转化”，将“忠良文化”渗透全产业链。

“第一个转化，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央企业的
政治责任、社会责任，转化成企业的文化理念，用文化引领
战略。 ”中粮集团党组成员、直属党委书记姜华对记者说。

据介绍，中粮集团党组经过团队研讨，确立了“忠于国
计、良于民生”的企业精神和“奉献营养健康的食品和高品
质的生活服务，建立行业领导地位，使客户、股东、员工价值
最大化”的企业使命。 同时，中粮集团对行业发展趋势进行
反思， 提出了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全产业链粮油食品企业
的新发展战略。

为推动“全产业链”战略落地，中粮集团大力推行以“高
境界做人、专业化做事”为核心内容的“忠良文化”，一方面，
注重导入市场化经营理念和职业经理人精神， 注重经理人
和员工的专业能力，强化业绩导向和价值创造；另一方面，
强调做事先做人，要做“高境界”的人。

在姜华看来，“第二个转化， 是把文化理念转化成经理
人和员工的行为与习惯，用文化塑造队伍”。

事实上， 中粮集团对企业文化传播的方式和载体进行
大胆创新，尽可能地把原本抽象的文化理念，变成大家看得
见、听得到、摸得着的东西，润物细无声地影响和改变经理
人和员工的行为与习惯。

据姜华介绍， 中粮集团用文化塑造队伍从四个方面来
加以落实， 即：“更新企业形象识别系统， 把文化理念直观
化；改进先进典型的评选表彰，把文化理念人格化；创新群
众文化活动，把文化理念形象化；发挥管理层的示范带头作
用，把文化理念行为化”。

“我们做的第三个转化，是把经理人和员工行为转化
成企业的竞争力和产品力，用文化提升管理。 ”姜华补充道。

“企业文化建设不是只提一些响亮的口号、搞一些热热
闹闹的文化活动，而必须最终落实在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推
动企业科学发展上。 ”

中粮集团党组坚持将企业文化建设纳入企业发展战
略，战略驱动与文化引领并驾齐驱，制度管理与文化管理相
辅相成，把“诚信、团队、专业、创新”的文化理念贯穿“产业
链”建设的全过程，努力把文化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
产品力。

姜华说，“我们会虚心学习兄弟公司的好经验好做法，
继续深入推进‘忠良文化’建设，为‘产业链’建设和实施‘走
出去’战略发挥更大的作用。 ”

挺直的腰板、 平坦的腹部，53 岁的张勋海比实际年龄
更显年轻。

可张勋海说，半年多前，他还是位大腹便便的重度脂肪
肝患者。 他说：“刚拿到体检报告，我的脂肪肝变轻度啦。 部
里开展的‘健康生活，快乐工作’系列活动，就是为我们开设
了健康银行，”受益的还有很多他在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硫酸磷肥部的同事们。

据介绍，去年盛夏，中石化南化公司硫磷部有两名员工
先后在岗位上猝死，家人非常痛苦。党总支负责人感到问题
严重，认真调研，发现大部分一线员工生活方式不健康，“因
为劳动强度比较大， 多数人错误地认为喝点儿小酒可以提
高睡眠质量”，有的甚至“不喝不喝喝多了”，日积月累，“三
高”上身。为了把员工从酒桌边拉回来，党总支多次研究，推
出“健康生活，快乐工作”系列活动，帮助员工提高身体素
质，改善健康状况。

与此同时，部里先后成立了羽毛球队、户外运动队、读
书兴趣小组、黄咏锦爱心团队等 6个健康、快乐团队。

“我们每人都有一张‘存折’，记录健康状况、参加训练
和活动的情况、运动效果等。 ”“行长”朱莲娣介绍，部里为员
工租了运动场地、聘请了教练，每周组织两次训练，无故缺
勤人员还要接受 10 元的经济处罚， 羽毛球队不断发展壮
大，已有 70多人；户外运动也在探索更好的组织形式，前些
日子还组织了玄武湖环湖行走活动， 每天早上都有一部分
员工弃车步行上班。“一个行为坚持 21天就能养成习惯”，
羽毛球队员工发现，运动之后睡眠质量很好。

“我们决定把酒钱省下来，每周增加两场训练。 ”张勋海
说，大伙儿身体好了，心胸也开阔了，工作中协调也容易了。
今年 5月， 硫磷部羽毛球队还在公司运动会中取得了团体
第 6名，为历史最好水平。

把员工身心健康当做一项工作来抓的党总支， 又把大
力宣传、支持员工黄咏锦帮助贫困学生当做重要举措，成立
了由黄咏锦任组长的“爱心团队”，这个团队已发展到 40多
人，多次捐款捐书。 今年 4 月底，部分成员代表“爱心团队”
自费赴河南，将价值 7000多元的课桌椅、400多册图书及学
习用品捐赠给贫困地区小学，帮助他们解决读书难的困境。
团队成员给记者的留言写道：“我站的地方，就是中国；我怎
么样，中国便怎么样；我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我有光明，
中国便不再黑暗。 ”

中石化南化公司硫酸磷肥部党总支开展的“健康生活，
快乐工作”系列活动，已引起该公司领导干部的广泛关注，
正在制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方案的有关领导表示，深
入生产一线、解决实际问题，是转作风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石化南化公司：
为职工开设“健康银行”

IPO 开闸或因服软央企债务压力
本报记者 丁国明 陈欣媛

在“企业钱紧”和“保增长”的背景之下，中国核能电力、中国铁路物资、中国邮政速递物流等多家央企现身
A股拟上市排队名单。

近日，一则关于已过会未上市公
司的分析数据引起业内关注。 有媒体
根据 Wind 资讯披露的已过会企业的
数据，对公司成长性和盈利能力进行
评分，并根据两项分数权重各占 50%
的综合得分，对已过会还未上市的 83
家企业进行排名。 根据综合得分，中
邮速递以 5.63%的净资产收益率在
83家企业中垫底。

2009 年，中邮集团将旗下中国速
递服务公司（EMS）和中邮物流有限责
任公司整合成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公
司，开始全力冲刺资本市场，拟成为
速递行业“第一股”。 然而时至今日，

在上市之路上已经走了四年的中邮
速递仍徘徊在资本市场的大门前。

资料显示，2012 年 5 月， 中邮速
递如愿通过发审委审核，并以不超过
40亿新股募资近百亿元。

然而，记者了解到，自从中邮速
递过会之后，就有舆论指出其 IPO 存
在诸多障碍，主要集中在盈利、成本
控制、性价比差和营运效率等。 如中
国邮政速递的毛利为 7%左右， 净利
率不到 4%，远低于同行业盈利水平。
此外，中邮速递近几年在快递市场中
份额不断下滑，中高端业务直面顺丰
速递竞争， 电子商务领域难敌中通、
申通、 圆通等， 在国际市场遭遇 UPS
（联合包裹服务）、FedEX（联邦快递）、

DHL（敦豪快递）三大巨头冲击等。
为登陆资本市场， 中邮速递已经

坚持四年。 对于志在 IPO的中邮速递，
中投顾问流通行业研究员申正远认
为，“资本市场追求的是成长能力和盈
利能力。 中邮速递登陆资本市场必然
需要在业务的扩张、盈利能力的提升、
市场份额的进一步扩大等方面努力。 ”

“特别是中邮速递需要加强其在
电子商务业务上的投入，以分享电商
高速发展下带来的市场蛋糕。 只有在
成长性和盈利性方面有所表现，资本
市场才能给予中邮速递更好的回
报。 ”申正远说。

据了解，中邮速递正谋求改革参
与市场竞争。 为抢占市场， 去年 10

月，中邮速递部分省市在标准价格的
基础上做出优惠让利，最高降价幅度
达四成。

《中国企业报》 记者近日观察发
现，在成本控制上，此前被指缺少精
打细算、运输工具一般都采用邮政专
用车的中邮速递也开始向精心控制
成本的民企快递学习。 如运输工具
上， 印有中邮速递标志的小型面包
车、电动车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另据记者了解，在物流业的细分
子行业中，中邮速递的 EMS 进入这一
行业时间最早，拥有其它快递业无法
比拟的网点和固定客户群优势，再加
上有政府主导，因此 EMS 在中国影响
力最大，具有绝对的市场优势。

本报记者 丁国明 张晨璐
中邮速递竞逐“第一股”盈利能力存疑

本报记者 陈青松

近日，《中国企业报》 记者获悉，
贵州省国资委正全力动员监管企业
立即行动组织进入“引投”战役，并要
求监管企业今后新立成子公司，原则
上都要实行产权多元化。

据统计，今年 1 至 6 月，贵州省
国资委 24 户监管企业资产总额累计
达 3549.1 亿元，同比增长 18.1%。 实
现利润总额共 93.7亿元，与去年同比
下降了 21.6%。其中，有 4户企业由盈
转亏，亏损企业由去年同期的 7 户增
加到 9户。 监管企业亏损状态进一步
加剧，形势十分严峻。

因此，针对以上情况，贵州省国
资委为尽快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完善
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投资主体和股权
多元化，一方面积极动员和鼓励企业
要坚定加快发展的信心不动摇，变压
力为动力；另一方面及时推出“引战”
方案，鼓励和动员监管企业立即行动

进入“引投”战役。
贵州省国资委的具体做法是：

一、集中精力对监管企业迅速作出引
进战略投资者工作的部署安排，对各
个企业提出相当科学和切合实际的
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初步方案， 并对
“引战”方案尽量做到进一步深化、细
化和优化，以确保企业对方向更加明
确，目标更加具体，措施更加有力，方
案更具有可操作性。 二、统筹安排，创
造性地开展“引战”工作，把“引战”与
国有资本进退、经营机制转换、治理
结构完善、创新能力提升、转型升级
推动结合起来，把引入资本与引入技
术、管理结合起来，实行多形式、多途
径的引进“战投”。 三、加快工作进度，
采取主动上门等方式，在集团或下属
企业多层次引进战略投资者，确保年
内每户监管企业在引进“战投”上都
取得实质性进展。 四、坚持“引进来”
与“走出去”相结合，努力把有条件的
企业培育成为战略投资者。

贵州省国资委动员监管企业产权多元化
特约记者 邹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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