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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后我要做一名光明使者，给中

国的每一个乡村带去光明，让孩子们不在

煤油灯下读书。”电力能源领域创业、治

业二十年，在李小琳的心中撒下的梦想种

子，如今已长成了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

“不仅要为这个世界带来光明和动力，

同时还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留下一片碧水蓝

天，所以我坚定了做清洁能源的梦想。这

种强烈的使命感一直坚守心中，这是我创

业治业、保持激情和动力的源泉。”李小

琳深情地说。

“肯将热血化碧水，直展素纸绘蓝

天”，这是李小琳曾经写就的诗句，以此

表达自己的那份“碧水蓝天”的赤诚情

怀。正是源于这份“碧水蓝天”的责任和

大爱，历年来，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李小

琳积极建言献策，共提交了 25份提案。
她在多份政协提案中提出有序规范开

发，严格落实法规保障新能源电量上网，

推行分布式发电和微电网能量管理，制定

有关技术标准，实施税收优惠，大力鼓励

技术研发等建议。这些具有专业性、可行

性的提案引起国家有关部委的重视。随

后，国家有关部委出台了新能源电价补

贴、技术规范等政策及标准，推动了新能

源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电力企业的节能减排一直是李小琳关

注和实践的重点。2011年，李小琳在 《实
施发电优化、促进节能减排》 的提案中，

根据中电国际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发电内

部和外部双重优化的建议。提案指出，火

电企业可以由电量优化分配、节能减排技

术升级，内部管理提升，从而降低煤耗；

水电企业通过实施流域水电站阶梯控制和

调度，提高资源利用率。该提案获得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委员会颁发的

“优秀提案”奖。

在 2013 年全国两会上提交的一份关
于 《建立国家低碳智能小城镇试点，推动

新型城镇化建设》 的提案中，李小琳建议

由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环保部、能源局

等部委牵头，尽快启动“国家级百座低碳

智能新城镇计划”，创建“低碳智能小城

镇控制性指标体系”，立项开展一批国家

级软课题研究和试验项目，把生态文明理

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实现

“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

从而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高标准高起点开

展。建设绿色智能健康城市，倡导低碳、

生态、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呵护人类

生命健康，已经成为李小琳发展新能源事

业，实现“碧水蓝天”梦的新的重点关注

领域。

中电新能源正在绘制的“博鳌乐城”

蓝图，可以说是美丽中国梦的现实版“微

缩影”。这是一个在能源环境、绿色经济、

循环经济三大领域的国际合作项目，是中

电新能源公司多元化、国际化发展的里程

碑，是国家未来城市规划建设的理想模

式。

“绿色发展理念与党的十八大描绘的

天蓝、地绿、水净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美丽中国’新提法一脉相承、和拍共振，

这更加增强了我们的理念自信、道路自信

和方向自信。”李小琳对 《中国企业报》

记者说，天使般美丽的眼睛一闪一闪地如

星星般充满了憧憬。

李小琳：
绿色“光明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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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决议

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

同时发挥政府作用

2013年 11 月 12日，中国共产
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

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

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 , 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

府的作用。全会明确大力发展混合

所有制经济，为公有制企业和非公

有制企业合作发展注入了强大活

力。此外，《决定》还在市场准入、要

素价格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等

方面作出部署。

2013 年 6 月 26 日 9 时 41 分，
多家企业研发制造的“神舟十号”搭

乘 3 名航天员结束了为期 15 天的
太空之旅，完成了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天地往返运输系统首次应用性飞

行任务；2013年 12月 14日，由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研制的嫦娥三号

平稳落月，这是中国首次地外天体

软着陆成功。同一年度内两大飞天

壮举充分展现了中国航天企业的雄

厚实力。

“神十”飞天、嫦

娥落月展现中国航

天企业实力

2013 年 3 月 17 日，中国铁路
总公司挂牌，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

和职能转变方案，实行铁路政企分

开。将原铁道部拟订铁路发展规划

和政策的行政职责划入交通运输

部。成立后的中国铁路总公司进行

了多方改革。截至 2013年 9月底，
中国铁路总公司总资产 4.84 万亿
元，负债 3.06 万亿元，税后亏损 17
亿元。

中国铁路总公

司挂牌成立实行铁

路政企分开

2013年 11月 11日，“购物狂欢
节”支付宝成交额 13小时破上年全
天纪录。从凌晨开始的 6分零 7秒
内，天猫成交额就超过了 10亿元。
同时，“双 11”对技术、物流、客服都
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当天，阿里

组建了 5000 人团队加班保障系统
运行，支付宝投入 2500 多位客服
24小时解惑答疑。

“双 11”天猫

13小时成交额破上

年全天纪录

2013 年中期，支付宝推出的
“余额宝”引发互联网金融的第一波

海啸；10月，“百度金融中心———理

财”平台及“百发”理财服务推出，其

首款支持产品“百度理财 B”不到 4
小时即销售 10亿元，创下国内基金
业销售纪录。这不仅引发了业界的

密切关注乃至互动，也让传统金融

界感到竞争压力。

互联网金融发

展壮大分食传统金

融蛋糕

闭闸 17年后民

间资本再度发力民

营银行

自民生银行成立后的 17 年，
民资进入银行业大门始终紧闭。

2013年 11月 21日，作为第一大股
东保龄宝公告，筹建山东禹城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获得银监会

批准。这是“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

立银行”政策出台以来成立的首家

民营银行。此外，包括格力电器等

在内的数十家公司加入筹建民营银

行的大军。

2013年 12月 17日，上海公布
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

企业发展的意见》，提出 20条改革
举措，共分 7个部分，分别从加快国
资与产业联动调整、优化国资布局

和结构、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完善选

人用人和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国际

竞争力、优化国资监管体系等多个

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举措。国务院国

资委副主任黄淑和评价说，各地出

台的举措将会转化为全国互相学习

借鉴的经验，更有利于推进国资国

企改革。

“沪 20条”打响

新一轮国资国企改

革第一枪

2013年 9月 12日，国务院发布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计划》

确定了加大综合治理力度、调整优

化产业结构、加快调整能源结构等

十项具体措施，被称为“史上最严”

大气治污计划。9月 23日，国家能
源局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大

唐集团 4 家能源企业签订了首批
《首都大气污染防治重大能源保障

项目任务书》，共涉及 23个项目，国
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开始在企

业层面“落地”。

“史上最严”大

气治污计划陆续在

企业层面落地

2013 年 5月 29 日，双汇宣布
以 71 亿美元收购美国最大的猪肉
巨头史密斯菲尔德，这是迄今中国

企业规模最大的赴美投资案。9月 6
日，两家公司联合发布声明，这宗并

购交易已经获得由美国财政部牵头

的外国在美投资审查委员会的批

准。在收购史密斯菲尔德不久，双汇

又宣布与墨西哥阿尔法集团旗下冷

冻食品公司 SigmaAlimentos 签订协
议，将联手以现金收购西班牙食品

加工企业 mpofrio。有业内人士估
计，未来被收购回来的两家企业将

被打包赴港上市。

双汇收购史密

斯菲尔德创中企赴

美投资之最

2013 年 8 月 16 日 11 点 05
分，上证指数出现大幅拉升，大盘

一分钟内涨幅超 5%。下午 2点，光
大证券公告称策略投资部门自营

业务在使用其独立的套利系统时

出现问题。此次事件被称为“光大

证券乌龙指事件”。8 月 30 日，证
监会通报了对光大乌龙指事件的

处罚决定：此事件被定性为内幕交

易，对相关四位决策责任人徐浩

明、杨赤忠、沈诗光、杨剑波处以终

身证券市场禁入，没收光大证券非

法所得 8721 万元，并处以 5 倍罚
款，共计 5.23亿元。

“光大证券乌龙

指事件”遭 5 亿元

罚单

王利博 /制图

（上接 G01版）

mailto:cccnews@soh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