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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宋志平

十五冶铁军
在俄罗斯打造冬日暖阳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西伯利亚冷空气”和“莫斯科郊

外的晚上”一样耳熟能详。这里距哈巴罗夫斯克 172公里，属
季风气候带，月平均气温就能达到-2l益至-26援5益。

就是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季节里，有一批中国人依然奋战

在白雪覆盖的选矿厂上，用他们的拼搏奋斗，用他们满腔热

情，给这个寒冷的冬日注入了心头的温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对业主的承诺，也表现出中国人干好这个工程的决心，他们就

是在这片寒冷的土地上战风雪、斗严寒的十五冶铁军。

入冬以来持续的几场大雪把远处的白桦林渲染的分外好

看，在膝盖深的雪中玩耍可能是很多没见过雪的南方人心中

浪漫的憧憬。但是对于在 KIMKAN选矿厂施工的工人们却是
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在刺骨的寒风中，在厚厚的雪地上，负责

测量工作的测量人员正带着助手在中细碎厂房边做交安工

作，看着帽子上因为呼气而凝结成的冰晶，看着助手趴在混凝

土基础柱上瑟瑟的扫雪、画交安线，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项目部有人做过实验，接一晚热水倒在冰冷的钢柱上，水

还没有流到地上就已经全部凝结成冰了，手放在铁件上一分

钟左右，就像烫伤一样立刻破皮，马上肿起来了，可想而知，这

个时候在钢结构上进行钢结构安装的工人受到的那种寒冷，

但他们一直在坚持着，不曾看到退缩也不曾有对严寒的畏惧。

而这也仅仅是七公司 KIMKAN 选矿厂项目冬季施工过程中
的某一个画面而已。

寒冷来临前，项目部就充分考虑到了寒冷天气对施工的

影响，考虑到要在零下 20到 30度的天气条件下施工，又相继
召开了冬季施工安全交底会、冬季施工物资设备专题会、冬季

施工全体人员动员大会等系列会议，方方面面打下基础，在物

质和精神上都为冬季施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为了加快施工进度，保质保量地完成业主要求的厂房封

闭节点要求，项目部从上到下都开动起来，从钢结构吊装、彩

板生产、安装等各个环节入手，安排详细的施工组织计划，先

从国内组织了一队专业钢结构安装人员到现场突击，又在当

地联系吊车保证现场设备满足施工需要，又派专人去彩板厂

驻厂，紧抓彩板生产，确保现场彩板安装材料不出现问题。

“冬季施工最怕设备冷启动，我们针对不同车型都做了保

温被，你们到时候装好”“小宋，彩板早上 9点在彩板厂发车
了，预计下午 1点多钟到，提前准备好接车工作，不要影响生
产哦”……领导们一句句的叮嘱，带来的不单单是工作上的便

利，更加温暖了每个人的内心。大家都知道在俄罗斯这个土地

上进行冬季施工有多么的艰难和痛苦，但也都明白，这不单单

是关乎项目的进度，更能体现出十五冶人骨子里的韧性和责

任。

干一个工程，树一座丰碑，在这片雪域中，正是这份责任

和荣誉感在温暖着我们，数九深冬，一名名奋战在冰雪荒原的

十五冶人，犹如寒冬腊梅，傲立冰雪。

徐晓雪手脚麻利地穿戴好白褂白

帽白口罩，简单地在小挂镜前理了理

帽子，将鬓角散落的一缕发丝塞了进

去，随即笑着用四川方言对同事们说

了句“检查严格，一丝头发都不能露”，

就匆匆推开了消毒室大门。十余年来，

徐晓雪每天清晨上班都如此，然后准

时出现在五粮液公司的包装车间流水

线上。

作为华夏数千年文化精髓的白

酒，其“高敏感性”决定了必须高标准、

严要求。因而，在包装车间里，素面素

打扮、白褂白帽的众多女工，已然成为

一道独特的风景。穿了十余年“隔离

服”的徐晓雪很满意这份工作。

洗瓶区玻璃门内，是包装车间卫

生最严格的隔离区，徐晓雪和她的同

事们在此奔忙，洗瓶、灌装、压盖、贴

标、装盒、装袋、装箱、打码，一整条流

水线上非常忙碌。“这样的流水线一共

有 40多条。”五粮液包装车间主任周
刚对记者介绍，“不消毒不让进，任何

人来参观都只能在大玻璃墙外远观。”

为了实现全过程洁净无尘、无污

染、无塑化和无外界侵入，五粮液数年

前就开始严格控制接触原酒的陶坛、不

锈钢桶、输酒管道、不锈钢槽车等生产

设备，对包装材料均制定高于国家标准

的企业内控标准，还对瓶盖等每种材料

进行入厂必检并匹配酒浸出试验，确保

无任何问题后才能进入正式包装工序。

不仅如此，酿酒工人只能穿布鞋、粮食

原料必须循环使用麻袋而杜绝编织袋、

主要车间的空气质量须实时监测等措

施，在十里酒城早已深入人心。

五粮液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彭智辅

告诉记者，多年前，曾有人笑言拿五粮

春来贴牌，以缓解当时市场上五粮液

一瓶难求的局面，还可以赚取两者价

格间数倍的差额，“反正大部分消费者

都尝不出来”。但彭智辅一口否决，称

“宁可损失千瓶，不可毁誉一瓶”。五粮

液代代相传的口碑靠的是点滴积累，

“出不得一点错，容不得一点过”。

进入 21世纪，五粮液第三次改造
扩建所提倡的“凸显酒业、优化多元”，

又将前两次技改的方法和理念充分丰

富、扩容。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秘书长马

勇在一次五粮液“世界名酒”战略研讨

会上，就充分肯定了五粮液的产品质

量是以多个“世界第一”作为支撑的事

实。例如，五粮液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

发酵池数万个，全面保证了基础酒的

生产和“优中选优”的能力，高于国内其

他酒厂的发酵池总和。其次，当时五粮

液蒸酒用的蒸锅有 978个，远超出同
业普遍只有二三十个蒸锅的情况……

“规模上去了，但品质不能马虎，

每年、每批、每桶酒都需品质如一。”彭

智辅认为。与通信、IT、汽车等现代高
新产业不同，白酒酿造讲究集天地精

华、尽人事之力，其质量管理更为人性

化、细节化。在大规模扩大产能的同

时，质量管理已不再是直线式的理念

和口号，每道工序、每个员工都被赋予

了更深远的责任，由此形成了五粮液

独有的质控体系。

现代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质量

竞争，市场以质量决定企业的命运。但

与过去不同，如今五粮液不仅要考虑

能酿酒、酿好酒，还要考虑最大可能实

现品质如一，更要考虑废料循环、无害

化处理等环保因素，赋予质量管理更

广泛深刻的内涵。

五粮液让质量在细微处闪光

国民共赢：
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

12 月 16 日 9 时，冀中能源邯矿集团郭二庄矿开展了
2013年“博爱一日捐”募捐活动。这次捐款活动是该矿在积极
响应河北省政府和邯郸市委、市政府的文件要求，以及邯郸市

“博爱一日捐”募捐活动要求的同时，认真落实集团公司工会

民生工作安排意见，开辟社会资源，筹集善款为全市弱势群

体、困难群众提供帮助，为和谐邯郸和小康社会建设做出贡

献。该矿工会教育和引导干部职工在享受企业发展成果的同

时，积极地投身到社会的发展和建设中。 （刘俊平）

12月 10日，从南平市效能办获悉，今年南平供电公司被
评为“马上就办”省级示范点创建单位。为确保示范点创建工

作有序推进，南平供电公司成立“马上就办”工作领导小组和

监督小组，统一组织，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自今年 10月下
旬以来，该公司对简化用电申请手续、提高用电报装效率、规

范故障报修服务行为、规范停电信息报送、降低欠费催收投

诉、减少抄表差错、加强换表等 7 项创建活动内容予以部署
落实、自查整改。各项工作的开展，使得南平供电公司进一步

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提升服务水平，客户满意率大

大提升。 （陈书忠 黄春燕 高建生）

具有百年历史的开滦林西矿以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

物排放、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为目标，全面打造绿色矿山。据了

解，仅 2011年至今，该矿累计投入 2764万元发展节能环保工
作。为彻底解决矿井水污染环境的问题，林西矿投资 2154万
元，建立了处理能力 3900m3/d 的净化水厂，使矿井水得到了
全部净化处理，净化水不仅能满足公司厂区生产、井下静压

水用水需要，还能把多余部分输送给电厂使用，实现了水资

源的充分利用。 （胡宝园）

时值年终岁尾，冀中股份显德汪矿全面加强内部管理，

细化经营举措，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深入推进企业内涵式

发展，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该矿把煤质放在和安全生产

同等重要的位置来抓，不断加强技术设计，优化采场布置，

优化系统设计，合理配采，为提高煤质创造条件；进一步严

格现场管理，通过采取控制采高、减少割顶破底等措施，严

格执行分装分运、超灰扣产等制度，从而最大限度把客观因

素对煤质的影响降到最低。 （杨耀亮）

南平供电公司获评“马上就办”省级示范点

开滦林西矿打造绿色矿山

郭二庄矿工会开展“博爱一日捐”活动

显德汪矿挖潜增效确保全年目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和国有

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重大创新，把国

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交叉

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作为我

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

既对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已有的

深度融合进行了充分肯定，也为下一

步国企改革和民企发展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市场

改革动力。

我担任董事长的中国建材集团和

中国医药集团的下属企业大都是混合

所有制企业。近几年，两家央企积极探

索“央企市营”的市场化改革，以有限

的国有资本吸纳、带动、激活大量社会

资本，促进了建材和医药行业的转型

升级，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

与民营企业互相融合实现了国民共

赢，两家集团也成为探索和发展混合

所有制的重要样本。

在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历

程中，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医药集团

做了积极的探索，两家央企创造的“央

企市营”模式实现了国有企业与民营

企业的高度融合，在公有制经济与非

公有制经济互相融合中进行的许多创

新，为我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中国建材集团处于充分竞争的建

材领域，面对多、散、乱和产能严重过

剩的行业局面，选择了资本运营、联合

重组、管理整合、集成创新的发展道

路，独特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国建材集

团一开始就注重与民营企业的融合。

十年间，中国建材集团重组联合了上

千家民营企业，构筑了包括海外上市

公司在内的混合所有制产业平台，在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企业发展质

量的基础上实现了企业的快速成长，

营业收入、利润均增长 100倍，迅速成
为营业收入超过 2000亿元、利润过百
亿元的世界 500强企业。

中国建材集团在改革发展的实践

中提出的“央企市营”包括推行央企控

股的多元化股份制、规范的公司制和

法人治理结构、职业经理人制度、公司

内部机制市场化、依照市场规律公平

竞争等。中国建材集团近年来之所以

能快速发展，获得社会各界包括民企

的认同，根本原因在于适应市场的规

律和用市场化逻辑来改造自己，建立

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体制与经

营机制，通过市场化改革具备了企业

的先进性。

在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的企业

模式的过程中，中国建材集团坚持一

个公式，“央企的实力+民企的活力=
企业的竞争力”，推行央企和民企资

本、资源和文化的深度融合。一是资

本融合。在重组过程中，通过权益融

资施行股份制，给民企创业者留 30%
左右的股份，使众多民企进入中国建

材集团后有了共同奋斗的事业平台

并共享企业发展的利益和成果。在集

团核心企业香港 H 股中国建材股份
公司中，国有资本目前只占 48%，社
会资本和股民占到 52%，成为产权多
元化混合所有制的新型央企。二是资

源融合。通过系统的管理整合，将人

才、资金、技术等各种资源优化重组，

提高了经济效益。三是文化融合。提

倡竞合的市场理念、包容的企业文

化，充分信任民企创业者并把他们转

化为合格的职业经理人，实现了共同

发展。

混合所有制探索不仅推动了中国

建材集团自身发展，而且带动了产业

结构的转型升级和行业良性竞争发

展。中国建材集团是通过市场化方式，

在联合多种所有制企业的基础上快速

成长起来的。以水泥为例，中国建材集

团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短短数年时间

里，从无到有、做大做强，重组了 900
多家水泥和混凝土企业，水泥产能达

到 4亿吨，位居全球第一，通过联合重
组实现行业适度集中，改变区域市场

无序竞争格局，引领行业实现价值理

性回归，使众多挣扎在亏损边缘的民

营企业扭亏为盈。在新型建材领域，原

民营石膏板企业泰山石膏在进入中国

建材集团后获得了母公司北新建材强

大的技术支持，产能规模迅速由不到

2 亿平方米扩大到 12 亿平方米；同
时，北新建材产业布局更加完善，成为

全球最大的新型建材企业。中国建材

集团十年前与浙江一家民营企业振石

公司合作，成立中国玻纤股份公司并

上市，产能从成立之初的 1万吨发展
到目前的 100万吨，成为全球最大的
玻纤企业，其中国有控股资本只占总

资本的 15%。混合所有制的发展路径，
是中国建材集团带动众多其他所有制

企业实现包容性发展、取得共生多赢

的关键。

我同时担任董事长的另一家央企

中国医药集团也是依照央企市营的改

革思路发展壮大起来的。过去五年，中

国医药集团引入民营企业资本构筑平

台公司，再通过在香港发股，用募集的

资金进行大规模并购，并在并购企业

中留给民企创业者 30%的股份，把市
场机制真正引入到央企内部，实现双

方共赢，达到《决定》中讲的有利于国

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

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目前中国医药集

团建起了覆盖全国的医药物流配送网

络，发展成为营业收入近 2000亿元的
世界五百强企业。应该说，中国建材集

团和中国医药集团都是典型的混合所

有制企业。

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是积极发

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关键，也是带动

国有企业整体改革的突破口。《决定》

明确把国企改革发展的重点聚焦到

混合所有制经济，聚焦到构筑国有资

本、集体资本和民营资本交叉持股互

相融合的企业，混合所有制经济能够

促进国有企业资产管理体制、授权经

营体制、管理体制、职业经理人制度、

发挥企业家作用等方方面面的改革，

这些改革反过来也是构建混合所有

制企业组织模式不可或缺的条件。未

来大多数的国企特别是竞争领域的

国企走的道路都会是混合所有制的

模式。在推进混合所有制发展的新阶

段里，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做好重点

工作。

（作者系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董

事长）

近几年，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医药集团积极探索“央企市营”的市场化改革，以有限的

国有资本吸纳、带动、激活大量社会资本，促进了建材和医药行业的转型升级，实现了国有

资产的保值增值，并与民营企业互相融合实现了国民共赢，两家集团也成为探索和发展混

合所有制的重要样本。

———中国十五冶七公司俄罗斯项目部
冬季施工侧记

五粮液的“十里酒城”，人人都切身担负着践行“质量宣言”的层层重担。

图为五粮液公司包装车间流水线

宋志平

实习记者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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