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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五粮液“车改”：
每年将节约 1500万元

本报记者 彭涵 龚友国

专家指出，国企公车改革的核心在于国企领导的干部身份问题。

1月 11日清晨，川南重镇宜宾城
大雾弥漫、阴冷潮湿，气温不足摄氏

10度。然而，在五粮液集团多功能厅
公车拍卖现场，却是另一番火热景

象。

早上 8时许，来自广东、上海、云
南、西藏、重庆、成都、泸州及宜宾本

市和各区县的竞买者以及闻讯而来

的多路记者，在五粮液集团多功能厅

门口排起了长队，等待信息检查和安

全确认。9点 30分，随着拍卖师宣布
竞拍开始，众买家纷纷举牌，这场备

受关注的拍卖会拉开了帷幕。四天

后，结果水落石出，共成交 324 辆车
总价 3003万元。

1月 2日，五粮液向社会发布拍
卖公告称，委托四川省天意拍卖有限

公司于 1 月 11 日至 14 日用 4 天时
间，对五粮液集团公司职能部门、五

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等名下约 343 辆
公务车（小型轿车）进行拍卖，参考价

从 0.25万—48 万元不等。公告发布
后，有 1000多人报名参与竞买。

首日，共拍卖车辆 88辆，仅流拍
4辆，成交总额 789.5万元。1号拍品
三菱猎豹出现了较为激烈的竞争，最

终被 969 号竞买人以 8.3 万元拍得。
这位先生告诉记者：经过反复比较，

他感觉这辆猎豹虽然是 2008 年的
车，但保养得比较好，还是物有所值

的。24号拍品丰田塞纳商务车被 122
号竞买人以 53万元拍得，成为当日
成交价最高的车辆。

1 月 12 日，拍卖会第二天，共拍
卖车辆 85辆，成交总额 628.5万元，
仅流拍 1辆。当日一开场，就出现了
异常激烈的竞争场面，1 号和 2 号拍
品，起拍价分别为 3.2万元、4.2万元，
经多次举牌较量，最终分别以 6.2万
元、9万元成交；一辆 2007年启用的
丰田霸道，起拍价为 8.4万元，喊到
8.8万元后，有竞拍者直接出价 20 万
元，现场竞购者纷纷举牌，475号、954
号咬得非常紧，你来我往好一番争

夺，最终由 954号竞拍人以 27.4万元

购得，创造了当日最高成交价。另一

台 2007年启用的奥迪 A6L，起拍价为
13.2 万元，最终成交价达到 24.5 万
元，其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1 月 13 日，拍卖会第三天，承接
前两日的势头，共拍卖车辆 84辆，成
交总额 668 万元，流拍 1 辆。一辆
2013 年启用的大众迈腾，起拍价为
16.8 万元，最终成交价达到 23.1 万
元。而当天也创出了最低成交价：一

辆 1999年启用的大众桑塔纳，最终
仅以 4000元成交。

压轴大戏当属 1 月 14日最后一
天。当日，五粮液高管们的 13台座驾
开拍。第一个出场的是五粮液集团董

事长唐桥的座驾沃尔沃，这辆启用于

2007年 4月、排量为 2.5T的自动挡轿
车在使用近 7 年后，行驶里程仅为
59000 公里。“川 QW6555 沃尔沃一
辆，起拍价 13.4 万。”拍卖师话音刚
落，竞拍者们立刻竞相举牌加价。

“21万！”一位竞拍者直接在起拍价的
基础上加价 7.6万元，其豪气立刻震
住了不少原本跃跃欲试的竞拍者。最

终，经过 29轮举牌后，632号竞买人
以 26.2 万元的价格将唐桥的沃尔沃
拍走。唐桥很快就获知了消息，并表

现出了遗憾。唐桥目前还没有私车，

今后上下班的交通车问题，他表示还

得另想办法。

在拍下沃尔沃后，这位看上去不

到 30 岁的年轻男子没有离开会场，
而是回到座位上继续参与竞拍。最后

一辆奥迪 A6L 出场时，他再次豪掷
38.8万元将其拍下。

紧跟着沃尔沃出场的黄色悍马

是五粮液股份公司总经理陈林的座

驾，该车曾在宜宾城引起轰动，因已

成为绝版车，听说此前有人曾放话

称，愿意用 80 万元收购该车。“川
QW7555悍马一辆，起拍价 20万。”拍
卖师刚一报价，现场便进入了竞争的

白热状态。价格飙升到 30万元后，有
竞买者喊出了 50万元，原本沸腾的
会场顿时安静了不少。短暂的寂静

后，一位身穿五粮液集团红色工作服

的女性竞买者喊出 50.2万元。无人应
价后，拍卖师声起棰落，宣布 50.2 万

元为成交价。这位女士是五粮液股份

公司勾兑中心国家级白酒勾兑大师

温女士，对于拍车的详情不愿多说，

只是表示，此车是帮别人拍的，并非

自己所用。但对于是否受陈林之托，

温女士明确予以了否认。

第二辆黑色悍马川 QW9555 登
场。尽管里程数比黄色悍马少了 5万
多公里，但底价同为 20万元。经过 30

多轮竞拍，一位中年男子以 56 万元
的价格拍到。这位先生透露，他是受

朋友委托参加竞拍的。

据悉，此次为期 4 天的拍卖会共
拍卖五粮液集团公司、五粮液股份公

司及旗下 9家法人企业的公务车 343
台，因资料不全撤拍 13台，无人竞价
流拍 6 台，成交 324 台，总成交额
3003万元。

据五粮液股份公司副总经理、五

粮液集团车改办主任唐伯超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五粮液

集团公车改革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是

集团公司总部和股份公司的部门、车

间的公务车，第二期是集团公司所有

子公司公务车全部改革，拟在今年 2
月进行。车改后，公司保留必需的特

种车辆、接待车辆、生产生活保障车

辆，合计 200 辆左右，也将实施改革
管理。

唐伯超说，公司在改革方案的制

订上动了不少脑筋。“至少开了 30次
以上的会议研究。”他说，“集团总部和

车间总共有 500多辆车，逐个排查后，
所有属于公务用车的，这一次全部拿

出来改革。仅保留了生活用车、生产用

车、特种用车和少数接待用车。”

对于此次公车拍卖，唐伯超说：

“都是按照国有资产处置法来执行

的，每一步举措都经过了国资委的批

准。拍卖台上坐着两个宜宾市国资委

纪委的人员，还有宜宾市工商局的

人，全程监督。拍卖现场还有 4 个摄
像机全程摄像，任何一个动作行为，

都是在阳光下进行的。”

至于集团内部职工参与竞拍，唐

伯超说，因为他们对车子比较熟悉，

也有感情，所以来竞拍。但是在拍卖

过程中，五粮液不少参与竞拍的员工

最后都放弃了，因为实际价格超出了

他们的心理预期。

关于此次委托的拍卖机构四川

省天意拍卖有限公司，据唐伯超介

绍，是按照《四川省企业国有产权转

让管理暂行办法》、《宜宾市国资委及

所出资企业中介机构聘用管理办法》

及有关规定，通过招投标方式选择确

定的，对拍卖具体业务，集团不插手、

不介入。唐伯超还向媒体透露，拍卖

公司所得佣金按照每车 500元收取，
总额 17万元左右。

公车拍卖了，五粮液集团的用车

问题将如何解决？唐伯超说，有两个

途径，一是集团旗下的安吉物流公

司给部门和单位提供租车服务；二

是发放用车补贴，根据工作量来测

算出一个额度报销。每个月补贴标

准为 800—2500 元。“这不是平均费
用，最高 2500元的报销标准，也是按
照一线销售队伍的工作量来测算

的。这个标准也上报给了国资委。”

唐伯超强调。

唐伯超表示，对公车实行社会

化、市场化改革，每年将节约费用

1500万元左右，将有效降低公司管理
和运行成本，切实杜绝“车轮上的浪

费”。他还说，此次车改得到了企业高

管及中层管理干部的大力支持，数万

名五粮液普通职工表示欢迎。

宜宾市国资委纪委书记罗景元

表示，五粮液的公车改革是顺势而

为，面向社会公开拍卖，对国有资产

的保值增值是很有好处的。

———国企改制重组

专家、上海天强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总经理祝波善

对媒体表示，五粮液卖车

的积极意义非常明显。他认为，国企

公车的核心问题其实在于国企领导

的干部身份问题。如果按照中共十

八届三中全会要求，以效益为主要

考核指标，公车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换个角度说，公车改革与国企改革，

可以相辅相成。

———白酒专家铁犁认为，五粮

液要从内部进行改革，勤俭节约、规

范办事，调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这是

个好事情，这说明五粮液也认识到

了改革的重要性，这将赢得员工的

信任和对改革的支持，也将是五粮

液产业调整的开始。

———四川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华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认

为，此次五粮液集团拍卖公车，展示

了一种新的国企姿态，体现了国企

应有的社会责任，因此，应该给五粮

液一些掌声。人们期待着国有企业

能够竞相跟进。那些暂时没有成本

压力的垄断型央企们，那些没有财

政拨款压力的党政机关们，又应当

如何构建更具有自我启动功能的

“刚性制约机制”呢？这也许值得人

们更加期待。

五粮液卖车，你怎么看？
———此次大张旗鼓拍卖公车有

明显的策划宣传痕迹，是“作秀多于

实际意义”。对于五粮液这样每年上

百亿元净利润的公司来说，节约

1000多万元费用的幅度非常有限。
其真实目的应该是提升自身在公众

与政府心目中的形象，为后续的销售

和大客户采购增添利好条件。

———受政府限制“三公”消费政

策等影响，高端白酒需求与售价一

路下滑，五粮液不可避免受到冲击。

在率先拍卖公车、做出“姿态”的背

后，是五粮液通过降低运行成本来

缓解业绩大幅下滑的压力。

———拍卖有蹊跷：一辆行驶里程

1600公里、使用时间短于
1 年的大众捷达车以 9.3
万元价格起拍，经过加价

竞拍最终以 11万元成交。
该款捷达车型目前市场价约为 10.6
万元，五粮液集团的二手捷达拍卖成

交价超过了新车价，“怎么会有人愿意

以 11万元的价格买一辆二手捷达？”
———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竞拍

者也令人费解。通常情况下，二手车

交易都有地域性的就近原则，极少有

普通购买者奔赴千里去参加竞拍。那

些不远千里到五粮液参加公车竞拍

的人，是不是五粮液的经销商等利益

相关方为此次拍卖当“托”？

质
疑
︱
︱︱

掌
声
︱
︱︱

董事长的座驾也被拍了

4天成交 324台共 3003万元

拍卖在 2月份还有一轮

五粮液集团公司公务车拍卖会现场

他从东北农村走来，坚守在跋山涉水的岗位上；他不是杂技

演员，但距离地面四五十米的高压线却成了他最看重的人生舞

台；他也许不是一名好父亲、好丈夫，但他带领着团队捧获了“标

准化班组”、“学习型班组”、“全国工人先锋号”等一个个分量十

足的荣誉……

他就是国家电网冀北电力检修分公司输电检修中心运检

一班班长、一名普通的输电专业技术人员———朱亚林。

十年坚守与大山为友

初见朱亚林，一米七的个头，白白的皮肤，很文静的样子。

朱亚林 1979年出生于吉林省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离乡进城成
了朱亚林儿时的梦想。

2004年，朱亚林大学毕业，选择到北京超高压公司输电处
工作。“北京超高压公司的规模大、名气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首

都的公司，肯定处于繁华的大都市。”回想当年，朱亚林仍有些激

动地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来到北京后，朱亚林被分配到了位于秦皇岛的扶宁工区。

周围除了有些破旧的村落，就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和濯濯童山，丝

毫看不出大城市的影子。

工作第一天，朱亚林就被安排参与清理线下树障的工作。

朱亚林和他的同事们需要巡着高压线，穿越青纱帐，翻山越岭，

把影响高压输电线路安全运行的线下大树清除干净。一天下来，

朱亚林到晚上收工的时候才发现浑身上下沾着许多毛毛虫，洗

澡的时候，一碰水，奇痒无比。

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里，朱亚林每天背着笨重的工具袋，一大

早就出门巡查线路。由于铁塔多建在农田、山岗、高山上。很多时

候都要穿越茂盛的玉米地和布满荆棘的沟壑，攀爬陡峭的高山。

夏天，烈日当头，汗水湿透衣衫；冬天，寒风刺骨，冰雪如刀割。

“工作辛苦，但我很珍惜这个职位，毕竟，它是一种责任。”朱

亚林告诉记者。2007年，朱亚林从扶宁工区调回北京超高压公
司输电处。“回京六七年了，他所维护的线路承担着京津冀这个

国内最大经济圈的电力供应，在线路上奔波成为家常便饭。”

忘我工作却错过婚期

2010年，国家电网公司准备收购巴西电网股份，要求 3个
月完成现场尽职调查，时间紧、任务重，朱亚林作为输电专业技

术负责人，深感肩头上的压力。他和时间赛跑，几乎每天都工作

到凌晨 4点多，翻译巴西电网设备资料近 230项，为接下来的工
作赢得了时间。

在远赴巴西进行现场调查期间，他穿梭于南美复杂多变的

山野林地，30天的时间走遍了巴西电网的各个角落，有泥洼的
盆地、有杂草丛生的山林、有荒无人烟的大草原……朱亚林调查

输电线路近 4000公里，收集现场资料 1200余项，查清了线路
运行状况，深入分析了电网运行存在的风险，科学全面地对巴西

输电线路资产进行有效评估，为国家电网公司收购巴西电网资

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当时，由于评估工作内容的临时增

加，也导致了他错过当年 5月的婚期。
如今，朱亚林已经为人夫、为人父，但他仍然一心扑在工作

上，每当恶劣天气发生，他越是坚守在单位的值班室，时刻准备着

奔赴前线抢险救援。朱亚林说：“我们只是尽到自己的应尽职责。”

不过，朱亚林的很多同事都知道，为了“尽职尽责”这一庄严

的承诺，朱亚林经常“三过家门而不入”；女儿出生的时候他在执

行抢修任务；女儿高烧住院时他已经奔向发生险情的一线……

用创新实现人生梦想

朱亚林是个爱动脑筋的人，记者在朱亚林创新办公室看到

不少像防震锤，防松螺栓等小发明，朱亚林拿起一个防振锤告诉

记者：“我们在防振锤的螺丝上加了个孔，再套上防松螺栓，杜绝

了线路上防振锤位移的现象，每年可以减少大量的工作量。”

2007年冬天，当时由于一个防振锤位移，把十九股导线磨
损得只剩一根钢芯。为了抢修这一险情，朱亚林和同事费了半天

劲才弄好。这次经历让朱亚林触动颇深，他开始琢磨怎么防止防

振锤的螺丝松动，最终想出来在螺丝中套上螺栓。

如今，这项技术在冀北公司负责的线路上已经全面推广，防

振锤位移的现象大大减少。工人们开玩笑说，“因为有了这项技

术，高空骑单线追防振锤的绝活几乎要失传了。”

在朱亚林的带领下，他的团队集思广益、钻研进取，研究创

造了一大批成果，诸如：杆塔地线光缆防振锤检修用安全远距离

紧固扳手、研制地线专用手扳葫芦、手动打孔工具、改进型预绞

丝缠绕工具、盐密用加压过滤装置、无人机用于线路巡视等。如

今，一大批成果已得到专利授权，并且已转化为生产力，广泛应

用于输电线路运维与检修生产中。

而朱亚林作为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在不断创新工作的同

时也实现了个人的价值，其个人先后得到了各级公司多次科技

表彰，对其以往的工作给予认可，同时激励其继续努力，创造更

大的成绩。

“我们今天的努力，就是要让明天的同行们少吃点苦、少受

点累。”朱亚林说，每一次爬到杆塔顶上，他都要巡着线路延伸的

方向，眺望一下远方，他要看清即将征服的一座座杆塔，也在心

里一次次描绘自己的人生梦想……

高压线路上的“清道夫”
———记国家电网冀北电力检修分公司线路工朱亚林

本报记者丁国明

每一次爬到杆塔顶上，他都要巡着线

路延伸的方向，眺望一下远方，他要

看清即将征服的一座座杆塔，也在心
里一次次描绘自己的人生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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