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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明， 男，1960年11月生，
辽宁大连人，中共党员，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2001.12月—2012.6月任职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总经理 ,
2012.6月—2012.12月任职中石化
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党委书记。2012年12月30日
6点24分，刘家明因病医治无效与
世长辞，享年52岁。

封面人物

中证中央企业综合指数（2013年8月6日—8月12日）

8月8日，刘家明同志先进事迹
报告会在中国石化总部举行。5名
报告团成员用朴实的语言，从不同
侧面深情追忆了刘家明生前工作
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展现了一名
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忠于事业、倾情
奉献、清正廉洁、关爱员工的崇高
品德。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
玉评价说，刘家明身上展现出来的

优秀品质和精神，是反对“四风”的
有力武器，是更加深入开展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抓手。

事实上，刘家明只是千千万万
名央企人的典型代表之一，与其同
样是时代领跑者的还有鞍钢矿业
公司“当代雷锋”郭明义，中航沈飞
集团“飞鲨之父”罗阳和中建五局
“超英精神”陈超英……

（下转G4）

刘家明：用生命浇铸中石化炼油事业

观察

国企发展靠政策
更要靠改革

邢滋沂

近日有媒体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年上半年
在上海调研时，曾三问上海市的主要领导，上海是要政
策还是要改革？ 这个问题也是国企发展需要面对的话
题。

要政策还是要改革， 实际上是靠政府还是靠市场
的问题。深层次的改革，让改革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红
利是李克强经济学的标志性特点。

这种创新和转变无论是经济形态还是实体经济都
必不可少。 向来被称为是被政府养大的孩子的国企同
样也面对是背靠政府这棵大树还是自立创新的抉择。

国企成为国家实体经济中的领跑者， 可算是一国
经济的顶梁柱。 国企发展始终存在靠政府还是靠市场
的问题。曾经靠政府的政策把持，也是不争的事实。以
至于至今仍然有人说国企还不是靠国家政策， 还不是
因为有“特权”搞垄断才能腰杆这么硬。

实际上,即便政策扶持，即便政府帮忙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没有牢靠的结构，经济大潮的浪打来后随时都会坍
塌，更不会有成为国家经济支柱的资格，也不可能有足够
强的竞争力走向世界。 国企的竞争压力不仅仅来自国内
各类企业梯队，还要参与国际竞争，技术、能力、产业发展
前景都必须要做别人不能做，要有新意、有突破。要能上
升到参与国际竞争的水平， 提高自身综合能力是唯一出
路，不断地深化改革，不断地创新和突破才能真的腰杆硬
起来。

如果说国企之所以发展的主因是政策支持而获得
“垄断”地位，那只能说我们只看到了部分垄断型企业。
这与我国的行业格局有关系，中国的国有资本在有关国
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领域比较集中，像自然资源领
域，如石油、天然气、风水电等，还有被称作是行政垄断
领域，如建材、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筑等，不论是准
入门槛还是市场运营已经形成了一个充分的竞争格局，
90%以上的国企也确实在行业领域内具备了竞争能力。

再之，这种资源型企业在上游作业勘探开采部分的
确是有行政垄断性，但是对于高稀缺度的自然资源国家
采取垄断经营是国家安全的战略考虑，这在全世界是很
普遍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加上众所周知无论成品油，还
是天然气这些资源用品的价格是全政府部门制定，因
此，无论是在行政垄断还是自然垄断行业，国有企业也
不可能通过垄断地位在行业中独大获得盈利特权。不得
不提的是，国有企业中资源“垄断型”企业数量并不多，
这部分企业的收入仅占整体的40%。 如果把国企和垄断
画等号，那真是以偏概全“一杆打下了一船人”。

国企一路走来，政策也好帮扶也罢，始终并肩同行
的还是不断地改革， 当然也有个别想省心希望政府拉
着走，但那毕竟是少数。可终归路还是得自己走，国有
企业即便已经发展成熟， 但是任何一个企业的经营绩
效始终是依附市场的，企业的管理水平、综合能力等因
素的变化也会随市场变化而呈现不同的状态， 任何一
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都无法保证始终盈利或亏损。我
们也确实看到了曾经风光无限的企业出现了大反转的
情况。行政干预只能缓一时之困，还得用市场的手段才
能长远。

无论国企还是民企，企业发展根本还是要靠改革。
目前，政府已经在经济领域的部分区域逐渐放手，把权
力放给市场了，不仅仅是重新激活市场的能量，更是在
引导各经济体要“自力更生”，放开脚步自己去闯。

李克强总理三问上海是要政策还是要改革，这个问题
实际上也是我们的国企应该面对的。当下，迟迟未出台的
国企改革与发展的方案，到底有多大的改革力度，是强调
政策多点，还是强调改革多一点，答案到了揭晓的时候了。

本报记者 丁国明 范思绮 任腾飞

8月8日，国务院国资委与外交部
联合召开“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外事
管理工作”吹风会，国资委副主任黄
淑和主持会议并作总结，外交部程国
平副部长出席会议，传达中央精神和
要求， 并动员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国
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中央企业分
管外事工作的负责人和外事部门负

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进一步规

范和加强全国外事管理工作的新精
神、新要求和新规定，动员部署了贯
彻落实工作。

黄淑和要求中央企业在执行中
央新要求和新规定中要努力做到“五
句话”，一是要高度重视，二是要态度
坚决，三是要行动迅速，四是要措施
有力，五是要成效明显；中央企业在

贯彻落实中要切实做到“五个紧密结
合”， 一是要把进一步规范外事管理
工作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紧密
结合，二是要把进一步规范外事管理
工作与当前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紧密结合，三是要把进一
步规范外事管理工作与有效实施“走
出去”战略紧密结合，四是要把进一
步规范外事管理工作与企业管理提
升活动紧密结合，五是要把进一步规

范外事管理工作与企业廉洁从业监
管工作紧密结合；中央企业要抓紧做
好“五项落实工作”，一是要向企业主
要负责人汇报，召开班子成员会议传
达学习，二是要查找外事管理工作中
的差距不足，三是要完善外事管理规
章制度， 四是要健全外事管理体制，
五是要严格外事工作审核把关。

国资委外事局、外交部外管司有
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国资委规范中央企业外事管理工作
本报记者 张晨璐

2012年12月30日，一个百万石化人
心中的优秀干部永远地合上了双眼。

在那个岁末寒冷的清晨，时任中
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的刘家明离开了，留下了他所
奋斗一生的炼化工程事业。

海外拓展第一步
改写中国炼油史
十几年前， 走出国门对于中国石

化来讲只能是一个多年难以企及的梦
想。而今天这个梦想的实现，是与刘家
明这样忘我付出的人是分不开的。

十九世纪末，在一次海外洽谈会
上，当时刘家明正向外方的石油部长
介绍中石化的设计能力和项目业绩，
不料， 那位石油部长反问：“刘先生，
你们这么厉害，不知在国际市场上干
过超过10亿美元的项目没有？”

刘家明一时语塞。尽管当时中国
石化工程建设公司是全国工程设计
的第一名，也是全国工程总承包第一
名，但是别说10亿美元，就连5亿美元
的项目，当时全国也没有一家工程公
司在国外承揽过。

为此，刘家明提出了“立足国内，
开拓海外，内外并举，胜在海外”的总
体战略。对中国石化来讲，这既是引
领也是开拓，既是创新更是超越。

2001年1月，机遇降临。中国石化
工程建设公司承揽了中东炼厂的一
期改造项目。但是合同生效后，项目
一度受挫，资金险些被掏空。为了及
时扭转被动局面，他指派主抓施工的
副总经理李晓曼到中东督战。自己也
随后赶赴现场，亲自督促进度。在工
程誓师大会上， 刘家明鼓励大家说：

“走向海外，是要‘经风雨’的，我们需
要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

2001年7月， 中东三个炼厂的停
车改造先后圆满完工。那一天，飘扬
在工地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显
得格外鲜艳。

在刘家明的主持下，中国石化工程
建设公司高质量地完成了中东炼油厂
改造项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外
大型石化工程总承包项目，在国际炼化
工程市场上打响了中国石化品牌。

将心血倾注工作
用生命牵动事业
对于刘家明而言， 工作几乎是他

生活的全部，事业成为他前行的动力。
然而刘家明为了工作忘我付出的同
时，也为他病情的恶化埋下了隐患。

中国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李旭升回忆道，他
们在中东项目现场一次会议开到了
夜里三点，刘家明由于过度劳累而晕
倒，最后由同事抬上床。到了次日早

上，李旭升去敲刘家明的房门，一直
都没人回应。 他知道刘家明身体不
好，便担心不已。后来门终于开了，刘
家明说了让他毕生难忘的一句话，
“旭升，难受啊！便血，止不住啊！”

2010年7月，刘家明的病情已经非
常严重了。当时，医生要求他立即住院
手术，但是刘家明却惦记着工作，坚持
把手术期推迟了两个月。后来医生回忆
道，刘家明正是因为这样才错过了治疗
的最佳时期。

2012年8月， 刘家明的身体状况
急转直下，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

在得知刘家明住院的消息后，中国
石化董事长傅成玉曾第一时间赶到医
院看望，嘱托刘家明要好好休息。刘家
明当时却对傅成玉说：“傅总，今年我可
能不能再工作了，给我3个月的时间，到
明年，我身体好了，甩开膀子干！”

然而，由于炼化工程板块刚刚重
组，刘家明再三央求医生让他能够按
时参加第一次董事会，但是医生没有
同意。刘家明趁医生不注意，自己动
手拔出了插进鼻孔里的管子。看到病
房里所有人吃惊的目光，刘家明却笑
着说：“我的身体底子好，没事。”

就在刘家明去世前的那几天，他
已经虚弱到连睁开眼睛都困难的程
度了。 医生询问陪伴刘家明的同事：

“你们刘总平时最喜欢什么？ 最惦记
的是什么？ ”中石化员工孙巍被医生
的话点醒了。 他说：“刘总现在最放心
不下的是美国项目的谈判。 ”

孙巍和几个同事在刘家明耳边
一字一句地说：“刘总，美国项目来消
息了……”之后，刘家明的眼睛缓缓
地睁开了， 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很
好，告诉他们，把工作做细一些……”
说完，他又闭上了眼睛。刘家明的身
体虽然被困在病床上，心却和他的工
作、他的事业紧紧系在了一起。

舍小家为了大家
群众将其放心间
在女儿刘洋的回忆里，自己平时

很难见到父亲，毕业那年父亲也只带
她和妈妈旅游过一次。可是，就是这
位“不称职”的父亲，却能够记住公司
上下两千多名员工中大多数人的名
字，了解他们许多人的家庭情况。

“他的心就像他办公室的门一
样，永远向每一个员工敞开着。”李旭
升回忆刘家明时如此评价。公司上下
不管是退休老职工还是新来的大学
生， 都可以随时敲刘家明的办公室
门，与他谈工作，说家常。在中国石化
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流传着
这样一句“名言”： 在你最困难的时
候，家明总会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
刘家明总站在前面。

2009年，普光天然气净化厂开车。
由于普光天然气高含硫，所有人都知道
一旦开工不顺利，发生泄漏，在场的人
都有生命危险。刘家明更是知道这其中
的危险， 他自己顶了上去。 他让现场
所有能撤的人全部撤离，自己带领着他
的团队留在了现场。

刘家明的病情进入晚期后，经常
陷入昏迷状态。有一天，刘家明睁开
眼睛，对守在病床前的李旭升说：“工
艺的小司还两地分居，怎么办呢？”过
了一会儿他又说：“小张父亲病了，现

在怎么样了？你替我去看看吧。”李旭
升当时由于难过而说不出话来，只好
点点头。

在刘家明去世后，中国石化炼化
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自发
建立网站，设立纪念堂，书写无数吊
唁文章， 诉说着对他的感激与怀念。
就在送葬前的一天晚上，许多员工凌
晨就守候在刘家明家中的院子里，只
想送他最后一程。在八宝山，三千送
行队伍，在寒风中垂泪，只想见他最
后一面。

为什么刘家明如此受人爱戴？
是因为刘家明的清廉， 他轻车简从，
不讲排场； 是因为刘家明朴素， 他
家住单位分的老房子， 晚饭常是一
碗西红柿鸡蛋面； 是因为他对员工
的关怀无微不至， 让他们感到春天
般的温暖……

中国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后来是
这么评价刘家明的，“家明同志身上
所展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和精神，是对
我们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的有力武器，是我们深入开展群众路
线教育活动的重要抓手，我们要深入
学习刘家明同志忠于事业、敢于担当
的崇高境界。”

践行央企精神
需要刘家明式的领跑者

本报记者 万斯琴

国企一路走来，政策也好帮扶也罢，始终并
肩同行的还是不断地改革，当然也有个别想省心
希望政府拉着走，但那毕竟是少数。

图为刘家明（左二）生前在工地现
场指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