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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4日，国务院印发《船舶工业
加快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升级实施方

案 (2013—2015 年 )》（以下简称“方
案”），明确今后 3年船舶工业结构调
整和转型升级任务。

日前，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董

事长胡问鸣对媒体表示，“这是以船

舶工业和海洋装备为突破口，实现全

产业链破局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事

关我国船舶工业全局性、战略性发展

的一项综合的、全面的、系统的、着眼

于顶层设计的一揽子方案。”

然而，“控产能 调结构”真能使包

括国有船业船舶业逆袭，实现再扬帆

吗？

国企船舶行业
走到最艰难的时刻

根据中国船舶工业协会公开数

据显示，2013年 1—6 月份，在行业盈

利状况方面，80 家行业主要企业（包
括船舶制造、配套、修理企业）2013 年
上半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203 亿
元，同比下降 18.5%；利润总额 35.8
亿元，同比下降 53.6%。

在中船重工上半年工作座谈会

上，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发展意识

表现得尤为突出。正像中船重工总经

理李长印在会上指出的，当前，既有

陷入周期性下行带来的困难，又有遇

到的结构性矛盾。面对严峻挑战，我

们必须深入把握大势，积极应对复杂

局面，坚定信心，要从强化创新和调

整结构入手，进一步激发、释放发展

潜能，确保“十二五”战略顺利实现。

推进持续发展，确保新战略顺利

实现，必须深刻认识强化创新和调整

结构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二者的内

在联系。

无疑，包括国企在内的船舶行业

已然走到了最艰难的时刻。

“中国的船舶行业实际上有一个

良好基础，目前的问题是由大转强的

过程中，外部市场环境真的很不理

想。”愿月 愿日，中国船舶工业经济与
市场研究中心夏晓雯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说。

2012年，在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
变、船市持续低迷的不利情况下，中

船重工坚持以稳中求进为主基调。多

年来，中船重工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

一系列方针政策，走军民融合式发展

道路，坚持战略引领，持续推进结构

调整。

船企正全力寻求
打破坚冰

“军民融合，目前是中船集团和

中船重工两大集团来做，此次方案，

实际上并没有凸显利好民营企业，还

是放在船舶行业来说，这毕竟只是方

案不是振兴规划，能否解决长期问题

也不仅仅是靠方案的出台。”夏晓雯

说。

目前，身处行业低谷的广大中

船人正以期通过资源配置强强联手

的方式全力打破坚冰。8月 6日，中
国石油和中船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以促进双方在运输船舶设计建

造、海洋工程装备设计建造、油气

产品贸易与运输、金融业务及以气

代油等方面的合作。

事隔 2日，中船集团又与中国交
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期今后双方

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合作，优势

互补。

中船集团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

提醒相关船企，在当前船价较低、预

付款比例较低的情况下，随着手持订

单量的增多，更要警惕交船难的问题

和资金链的风险，而且，接单只是船

企经营生产中的一个环节，关键还得

看船舶交付情况和船企自身的融资

能力。

为此，中船集团公司已经提出

了以质量保交付的要求，希望通过

生产组织形式的完善来确保船舶的

按时、按质、按要求交付，尤其要

通过做好先行生产物量的提升工作，

实现劳动力、设备和设施资源的平

衡，按照日程计划管理方式确保物

量完成。

不破不立
或将现新一轮兼并重组潮

“我感觉中国对于一种产业还是

‘一窝蜂’式的上项目，没有前瞻，也

没有对市场有更远的研判，存在着一

定的内在风险。”东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造船（海工）工业/机械设备行业
分析师吴江涛说。

“中国企业不是不想走出去，只

是真的很受限。拿韩国来说，占了全

世界一个很大的份额，这是韩国的优

势，反之，中国目前的实力还不是很

具备这种优势。虽然像中船集团、振

华重工也会拿到一些单子，但占比真

的很小。”

东莞证券研究所研究助理姚畅

认为，“在现有条件下，地方政府

缺乏行业去产能的主动性，因此行

业去产能过程可能是在某些企业经

营状况恶化下的被动选择，这将延

长行业去产能的周期，因此相比漫

长而痛苦的去产能过程，在没有新

建产能加入的情况下，我们更看好

现有企业间重组和调整以及业务和

生产技术的升级进程。”

由此，以中船集团、中船重工等

为主的大型国企在此次促船舶行业

调整方案中的利好，将引领新的一次

业内兼并重组的态势。

“兼并重组会有一些，淘汰落后

产能也在所难免。”夏晓雯说，“经营

业绩有下降，产能过剩，竞争力生产，

需要斟酌。虽然有政府扶持，银行支

持，但是也只能救助一部分的企业，

明年会有很多的低端落后产能的小

型船厂破产。”

国务院《船舶工业加快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升级实施方案》出台

新政下船舶国企迎来重组机遇
本报记者 万斯琴

双星以生产运动鞋而享誉全国，

而今他们又为汽车做“鞋”。8 月 16
日，双星绿色牛筋轿车轮胎首家通过

国家级专家鉴定。专家一致认为，双

星绿色牛筋轿车胎是一款处于国际

领先水平的创新产品，必将给广大用

户创造超值的体验。

8月 14日，双星绿色牛筋轿车轮
胎通过国家机动车检测中心 GB/T
29041汽车轮胎道路磨耗试验，成为
首家通过国家轮胎道路磨耗试验测

试的企业。

8月 5日，双星绿色牛筋轿车轮
胎首家通过北京国家橡胶轮胎质量

检测中心阿克隆磨耗实验对比，结果

显示耐磨性能比普通绿色轮胎提高

一倍以上。

7月 15日，双星绿色牛筋轿车轮
胎首家通过青岛市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所第三方室内性能检测，结果显示

高速、耐久、强度、脱圈性能超过国家

标准。

创行业首款绿色牛筋胎

双星绿色牛筋轿车轮胎的设计

理念是“耐磨、节油、环保、安

全”。它是国家对轮胎行业出台准入

条件之际推出的首款绿色产品。与

普通绿色轮胎相比，它又有哪些独

到之处呢？

“双星绿色牛筋轮胎通过对胎面

配方进行创新，使用环保的配合材

料，实现了耐磨、节油、环保的完美结

合，这在国际上是行业首创，必将引

领一场轮胎行业新的绿色革命。同

时，它实现了绿色轮胎的商品化，具

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巨大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中国轮胎协会秘书长

蔡为民介绍。

全国轮胎轮辋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教授级高工王衍林则强调，“双星

绿色牛筋轿车胎具有较高的耐磨性，

行驶里程提高 1倍以上；较低的滚动
阻力，汽车节油提高 5%以上；优异的
抗湿滑性，湿地刹车距离缩短 20%以
上，非常符合未来国际轮胎行业环

保、节能的新趋势。”

鉴定报告认为，双星绿色牛筋轿

车轮胎耐磨、省油、环保、安全，视觉冲

击强烈，个性时尚，是中国第一款绿色

牛筋轮胎，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必将产

生较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获得权威机构认定

为了验证绿色牛筋轮胎的各项

性能指标，双星轮胎在将产品送交国

家权威部门测试的同时，在全国各

地，包括杭州、成都、厦门、新疆、武

汉、内蒙古等 30多个城市和地区，选
择了 1500辆出租车，进行“绿色体
验”。从平原到山地，从沿海到戈壁，

从城市到乡村，奔驰穿梭，翻山越岭，

总行程达到了 3600余万公里。实践
证明，双星绿色牛筋轿车轮胎经受住

了最苛刻的考验。

轮胎磨耗试验以前国家没有标

准。自 2012年 11月国家颁布标准后，
9个月以来，双星绿色牛筋轮胎是第
一款通过测试的轿车轮胎。

8月 16日，双星牛筋轿车轮胎通
过国家级专家鉴定，认为该产品是中

国第一家、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绿色

轮胎产品。

抓质量从铡胎开始

轮胎质量攸关人的生命，1%的质
量问题对用户可能是 100%的灾难。

再严格的质量体系也会产生不

良品。在轮胎行业，一般把产品分为

一级品、二级品、次品，二级品和次品

一般都降价处理。双星人认为“不良

的产品是由人的不良作风造成的”。

为了转变人的观念，双星人提出，“二

级品和次品都是废品，废品就要铡

掉”，从铡胎开始铡掉人的不良作风。

“谁生产废品胎就由谁亲手铡掉”。员

工深深感触到，“铡掉一条废品胎，比

生产一条合格胎还要难，与其生产一

条不良胎再亲手铡掉，不如亲手干好

每条胎。”双星人此举引起了行业极

大震动。

怎么样从工艺上不产生不良品？

谁会想到，生产轮胎的关键工序居然

享受到比人还舒服的环境：22益依2益。
人、机、料、法、环一切服从于高质量。

首先投放出租车市场

据悉，双星绿色牛筋轿车轮胎可

能首先投放出租车市场，为什么首先

投放出租车市场，据消息灵通人士分

析：

双星绿色牛筋轿车轮胎的研发

成功得到了全国 1500多名出租车司
机的鼎力支持、参与和真诚关爱。产

品上市理所当然首先回报出租车司

机。

同时，出租车市场对轮胎要求异

常苛刻，不仅路况千奇百怪，环境艰

苦恶劣，而且出租车司机要求轮胎耐

磨、舒适、安全（特别是刹车距离短），

更期望省油。也就是说，如果能够通

过出租车司机的考验，则必将赢得其

他轿车司机的青睐。

双星绿色牛筋轿车轮胎的海外

品牌为“Genew”，中文音译为“珍牛”。
“珍品质，牛筋胎”也许正是双星绿色

牛筋轮胎的真正追求。

“树立世界眼光，对接国际标

准”，双星轮胎正在按“第一、发展、开

放”的发展方针，从行业第一做起，

“以标杆为师，以员工为师，以用户为

师，以客户为师，以全世界为师”，创

造中国轮胎的世界名牌。

愿双星轮胎越来越牛。

双星:让汽车穿上绿色“珍牛”鞋

央企微博专栏

8月 7日，山东中北部自西向东遭遇
罕见的飑线风灾害，造成聊城、德州、济

南、滨州等地县域农村电网严重受损，多

个乡镇发生倒杆断线事故。国家电网迅速

组织应急抢修，截至 8日 12时，35千伏以
上线路全部恢复供电，39条次 10千伏线
路正在抢修中。飑线风天气通常伴有雷

暴、大风或龙卷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

国家电网

应急抢修受灾线路

v

神华宝日希勒能源公司投资 1463.7
万元建成了日处理能力 1.3万吨的污水
处理厂，把露天矿生产的疏干水和厂区

内的生活污水经处理达标后，大部分供

给国华电厂用于发电，少部分用于厂区

洒水降尘和绿化，剩余极少量水沿地下

管路有序排入月亮湖，作为种植、养殖用

水，实现了废水循环利用。

神华之声

实现废水再利用

v

红沿河核电站六岁啦！2007年的 8
月 18日，红沿河 1 号机组正式动工建
设。它是我国东北首座核电站，也是我国

在高寒地带建设的首座核电站，在中国

核电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广核集团

红沿河 1号机组

开工v

中粮第三次荣获由《经济观察报》颁

发的“中国最受尊敬企业”奖。集团将珍

惜感谢这份信任，继续尽其所能，打造真

正国际水准的“全产业链”粮油食品企

业，承担起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消

费者提供安全、营养、健康的食品。

中粮 COFCO

获“中国最受

尊敬企业”奖v

东航携手上海机场共同推出浦东空

巴通空地联运产品，启动仪式近日在浦

东机场举行。继空铁通后，东航成为首家

在上海浦东、虹桥两个机场推出“多式联

运”产品的航空公司。今天首批上线的浦

东空巴通城市有昆山、苏州、无锡。更多

长三角城市将于年内开通。

东航集团

携上海机场推出

空巴通空地联运产品v

近日，南航与加拿大最受欢迎的西

捷航空携手在加拿大 9条航线上开展代
码共享合作，国内旅客乘坐南航航班前

往温哥华，可顺利转乘西捷航空到达埃

德蒙顿、基洛纳、渥太华、蒙特利尔、温尼

伯、乔治王子城、卡尔加里、多伦多、里贾

纳等加拿大热点城市。

中国南方航空

与西捷航空合作

便捷出行加拿大v

本报记者 张博

双星人从铡掉不良胎开始，铡掉不良作风。

中船集团 97-中船澄西首艘 PSPC完工船舶“银平”轮胜利下水

由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主办的“企业在低碳

城镇化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社会责任与能力建设”会

议在京召开。会议就企业在低碳城镇化发展与生态文明建

设中应该承担哪些社会责任、中国企业如何能抓住生态文

明建设和低碳城镇化发展机遇来提升其发展的竞争力等议

题展开讨论：企业应加快转型升级，以智能化促进生产率与

能源利用效率同步提高，加大对新能源、清洁能源、循环能

源的利用。

社科院倡导企业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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