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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国企

在新春佳节期间，《中国企业报》记者走进中国华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一年来这家中国最大

的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行情况。

据中国华融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介绍，目前，

中国华融总资产 4008.60 亿元，暂居四大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之首，继续保持中国最大资产管理公司地位。2013
年中国华融流动性管理取得重大突破，破解资本资金

瓶颈，成功发行 120 亿元金融债，是有史以来市场化公
开发行金额最大的一只资产管理公司金融债券；首次

与保险机构合作设立 100 亿元资产长期融资项目，完
成目前中国华融单笔期限最长的创新型融资业务。

“2014 年是中国华融新五年规划 的开局之 年，
‘12345’工作思路是新五年规划的统领性内容，为中国
华融五年的发展提出了总目标、路线图、任务书。”对于

新一年的发展思路，赖小民向记者表示。

据了解，“12345”的具体内容是：一个中心：引战、上
市、提质、控险。中国华融 2014 年所有工作都要紧紧围
绕引战上市展开，所有工作都要为引战上市让路，在完

成引战后尽快启动整体上市。两大抓手：一手抓改革创

新、转型升级，确保公司可持续发展，一手抓调结构、转

方式、防化风险，确保公司安全发展。三项重点：一是稳

增长，保持 20%—25%的合理利润增长速度区间；二是
强管理防化风险，关键在防风险，重在化风险；三是抓

信息披露和科技信息等基础工作。四方优化：一是优化

公司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二是优化发展模式和创新

转型升级；三是优化内部管理、考核和风险管控；四是

优化党风廉政和队伍建设。五种关系：一是正确处理好

党的领导与“三会一层”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好稳增

长与控风险的关系；三是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接地

气的关系；四是正确处理好传统业务与创新业务的关

系；五是正确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

赖小民表示，在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转型升

级”发展主基调的同时，2014 年引进战略投资工作是公
司的头等大事，要做好相应的提质控险工作，着力建立

集团内控制度体系。

据悉，作为国内著名央企，中国华融引进战略投资

者既是对国务院、财政部批复的公司转型改制方案的

贯彻落实，也是公司实现“市场化、多元化、综合化、国

际化”的重要手段。目前，引战工作已经完成了前期尽

职调查、审计、评估以及与潜在投资者沟通等基础性工

作。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278 份，合作客户总量达到
2725 户。

中国华融“五步走”
改善资产管理
本报记者 鲁扬

总资产居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首

烟台建一流强港
打造现代物流中心
本报记者 蒋皓

2013年货物吞吐量超过 2亿吨

在新春佳节期间，《中国企业报》记者走进了中国

环渤海港口群的主枢纽港———烟台港。

记者在烟台芝罘湾港区看到，迤逦的码头岸线上，

远处有十多条船舶在锚地等候进港。 卸车、装船、码

垛……码头处处一派紧张繁忙的生产景象。烟台港集

团董事长周波对记者表示，这个港口的功能正在由传

统装卸向现代物流中心转变，由亿吨大港向一流强港

转变。

据了解，刚刚过去的 2013 年，烟台港集团全年完成
货物吞吐量 2.2156 亿吨，同比增长 10.4%，其中完成集
装箱吞吐量 215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16.2%。货物吞吐
量、集装箱吞吐量、火车卸车量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创历

史最好水平。与此同时，烟台港全力加快以西港区为核

心的重点项目建设，打造烟台港的核心竞争力，坚持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稳步实施“向东巩固、向

西发展”的“一条海岸线”战略，正以龙口港区为桥头

堡，投资建设华电莱州码头，出资建设寿光港，租赁经

营东营港等码头。规划到“十二五”末，整个西港区将有

19 个泊位投入生产，年吞吐能力将达 1.1 亿吨。
作为百年老港，烟台港面临转型升级的问题。近年

来，烟台港发展的两大战略，一是“向西发展”，即快速、

有序扩大直接经济腹地，减轻铁路瓶颈制约。经过八年

努力，这个战略已经完成。第二是注重“体系建设”，即

在建设大型专业化泊位的同时，把注意力放在整个物

流链条的打造上。近几年，烟台港投入 180 多亿元，化
肥出口、矾土进口、能源进口、集装箱、铁矿进口的五大

体系框架已大部分建成。

周波向记者表示，目前，烟台港已初步完成从小港

到大港的转变，今后的奋斗核心是从大港向强港的转

变，要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将烟台港建成现代化综合物

流服务体系。他说：“到 2020 年烟台港要重新跻身国内
十大港口行列，建设成为东北亚地区综合性、区域性枢

纽港，港口产业要成为发展蓝色经济，建设蓝色、文明、

幸福烟台的支柱产业。”

本报记者 王敏

春节期间，南方五省区电网安全

稳定运行，电力供应有序，南方电网

“护航”五省区人民群众过上欢乐祥和

的春节。

春节前，南方电网公司对春节保

电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节日期间，数

万员工坚守岗位加强运行监测和应急

值守，主要城市营业厅正常营业，

95598 呼叫中心和抢修班组坚持 24
小时值班，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公

众聚集场所、交通枢纽以及主要生产

企业用电正常，“护航”五省区人民群

众过上欢乐祥和的春节。

为保障珠海及澳门特区春节期间

的可靠供电，南方电网对对澳供电的

重要设备加强巡视和维护的力度，针

对排查出的设备缺陷进行了及时的修

复，确保电网设备稳定运行。同时，加

强应急管理工作，供电抢修队伍、车辆

机具、抢修设备和器材全部到位，以便

在电网发生突发异常、事故时，能够及

时赶赴现场消除缺陷，尽快恢复正常

用电。

此外，针对迎来客流出行高峰的

拱北联检大楼、广珠城轨交通有限责

任公司等重要场所，珠海供电局配合

其制定了自供电设施的保供电方案，

引导用户加强供电设施的管理，提高

客户供电资产的运行效率，有效防止

了故障“出门”。

春节是一年一度举家团圆欢度的

时刻。当人们踏上归途与家人团聚，吃

着热乎乎的饺子和年夜饭时，可能我

们往往会忽略掉，一部分央企职工还

在坚守工作岗位。对此，《中国企业报》

记者在春节期间来到几家位于北京市

的央企办公大楼和工厂，了解这些坚

守岗位的央企员工们的工作状态。

大年三十，《中国企业报》记者首

先来到位于白石桥东段的中储粮储备

总公司，记者遇到这家公司的一位中

层负责人，他还在坚守岗位。当记者问

起为什么还不回家团圆时，他笑了笑

后告诉记者自己是在值班。

记者了解到，过去的一年，中储粮

对下属单位开展了严格的群众路线活

动，每个需要汇报的人都要写出自己

的政绩观，不写的话会被约谈重写，不

合适的政绩观要做出审视和改进。这

位值班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储粮目

前的总架构是没有问题的，需要调整

的是下属单位的定位和经营不善问

题。调整那些定位不准，好高骛远，好

大喜功，只看短期政绩的。经过整顿，

公司系统上下各方面有了明显好转。

同一天，记者来到中国北车总部。

据一位值班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国

北车所属长客股份公司、唐车公司、永

济电机公司、四方所公司等企业组成

的“高铁保姆”团，在东至上海、南至深

圳、北至哈尔滨、西至西安的高速动车

组动车所或售后服务站执行售后保障

服务，确保高铁安全运行，承担春运职

能。自2007年我国首列动车组启动以
来，“高铁保姆”团就是每年春运不可

或缺的保障群体。此外，中国北车的数

百名售后人员还在新西兰、白俄罗斯

铁路线及巴西世界杯地铁线路上，护

卫着“中国制造”服务世界。

春节后，记者走访中国移动后发

现，年三十晚上，当人们都在和家人一

起，架着火锅、哼着小曲、吃着饺子、看

着春晚时，当初一之后大家走亲访友、

互相拜年时，当大家都在用4G手机看
高清视频、传高清图片、玩高清游戏

时，中国移动4G专席客服们牺牲了和
亲人团聚的美好时光，仍在坚守服务

岗位。春节期间，他们提供最温馨的新

春服务，通过一支支小小的耳麦为客

户解答流量业务的疑问，保证客户在

新春佳节畅想4G百兆网络。
作为一年中最热闹、最忙碌的一

天，年三十居民的用电量大，供电保障

要求高。而这一天对于电力企业来说，

更是成为保障居民正常用电的关键之

日。据记者走访了解，国家电网北京公

司提前安排部署，将年三十的19时至
初一凌晨1时确定为特级值守保障时
段。公司及各保障单位开启应急指挥

中心、供电所视频系统以及800M、3G
单兵、个人GPS定位、车辆GPS定位等
设备。18时45分前，各应急值守人员全
部到岗到位。当日，北京电网最大负荷

为997.5万千瓦，95598夜间报修电话呼
入量比去年下降50%，低压故障总体
工单数下降70%。

这一天，国家电网北京公司的节

日供电保障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共组

织了283支抢修队伍，2915名抢修人员
在岗值守。北京公司成立两级供电保

障指挥部，公司领导在应急指挥中心

坐镇指挥，专业部门和各单位领导干

部分头“到所进站”，确保市民度过一

个平安、欢乐、祥和的春节。

春节期间央企员工
坚守岗位保障各项工作

南方电网“护航”五省区春节用电
本报记者 丁国明

1月 31日，南方电网珠海局的春节值班人员在检测应急供电设备，确保抢修应急所需。

何千帆 /摄

1 月 23 日上午，“情暖驿站 满爱
回家———中国石化携手广东共青团关

爱春节返乡人员”公益活动在中国石

化佛山龙山加油站正式启动。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春运

期间，中国石化在广东为 1万名“返乡
摩骑”进行了免费加油。这些摩托车车

主通过网上、电话和油站现场预登记，

得到了免费加满 1箱油的资格。同时，
中石化广东的 178个加油站也变身为
“青春情暖驿站”，为数百万人次的返

乡车主提供包括免费热饮、免费简易

维修工具、免费手机充电、免费厕所在

内的“6+X”服务。其中，“6”代表六项基
本服务，包括免费紧急送油、免费热

饮、免费简易维修工具、免费手机充

电、免费针线包、免费便民药箱；“X”表
示各驿站提供的特色服务。

对于“X”所代表的含义，中国石化
佛山龙山加油站站长李鹏飞告诉记者

说：“我们站的‘X’服务包括代换摩托
车机油、无线 wifi、流动厕所、大屏幕电
视、暖手宝、躺椅、车胎打气、地图指引

和代缴话费等 9项特色的免费服务。”
据记者了解，考虑到摩托车主返

乡途中的实际需要，中国石化还在活

动中免费发放 11800份“易捷福袋”，
包括水、饮料、方便面、饼干等食品，供

返乡摩托车主途中解渴和充饥。此外，

还免费发放 5000件骑行雨衣和脚套，
为摩托车主遮风挡雨。雨衣贴有反光

条，提高了摩骑人员返乡路上的安全

系数，尽可能减少他们途中的困难和

艰辛。

据中国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副总

经理李继从介绍，在这次活动中，中国

石化会给这些老乡提供休息、食品、取

暖、雨衣、简易维修工具等安全方面的

帮助。他同时也建议老乡们不要疲劳

驾驶，每骑行 1—2个小时就到加油站
里歇歇脚、暖暖身，确保安全驾驶，平

安返乡。

在顺德乐从打工要回广西贵港的

吴师傅告诉记者说：“这些东西都很实

用、很贴心，都是我们回家路上非常需

要的。”虽然没有下雨，但他还是穿上

了雨衣，“骑摩托车风很大，不下雨我

们都会穿着雨衣，能暖和点。”他说。

活动期间，中国石化组织的 2000
多名志愿者将跟与广东团省委组织的

青年志愿者一道，投入到“青春情暖驿

站”的志愿服务。在志愿者上岗仪式

后，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曾颖如、中国

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党委书记何敏君

等领导也作为志愿者，为现场的“返乡

摩骑”发放“易捷福袋”、雨衣等物资。

据了解，在 2012 年春运期间的
“青春情暖驿站”活动中，共有超过

5000名志愿者参与，各驿站累计服务
返乡车主数百万人次，服务“返乡摩

骑”超 50万人次，提供热水、姜茶等超
12万升，提供免费药品约 2.5万人次，
提供免费电话 8700 多次，检修摩托
9700余辆，提供免费充电服务超 1万
人次。

曾颖如表示，2013年是团省委与
中石化合作开展服务外来务工人员春

节返乡活动的第二年，要努力把“青春

情暖驿站”打造成为一个汇聚各方爱

心资源，传递青春正能量的品牌项目

和关爱外来务工青年的服务阵地。

据何敏君介绍，自 2008年雨雪冰
冻灾害的春运期间起，公司已连续七

年组织春运关爱行动。2013年的“情
暖驿站 满爱回家”更加关注返乡群体

的实际需求，为他们艰苦的返乡之旅

提供更便捷、更安全和更贴心的服务。

这也是中国石化履行社会责任、建设

人民满意企业的重要体现。今后，公司

还将继续开展类似的公益活动，为社

会各界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

服务。

据悉，在广西、福建等省区，中国

石化也开展了“冬日暖阳”等主题的春

运关爱活动。今后，中国石化还将继续

开展公益活动。

178个“青春情暖驿站”为数百万人次提供服务

中国石化让加油站变成返乡“暖心站”
本报记者丁国明蒋志颖

驿站为返乡人员免费提供热开水，在高峰期，每小时就要喝掉 7、8

桶开水，志愿者们忙着烧水、倒水，提供给返乡人员饮用。

“青春情暖驿站”搭建了休息帐篷给返乡人员中途歇息，摩托车

长途骑行非常劳累，骑行 1—2个小时就需要下车休息一下，驿站正

好作为歇脚点，在早上返乡高峰期，大批返乡人员聚集在休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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