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委员

王勇

感动石化

指导单位：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 联办单位：中央企业媒体联盟 《中国企业报》 顾问：
厉以宁

中国石化与沙特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记者 丁国明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中国石化
获悉，中国石化集团董事长王玉普
与沙特基础工业公司董事长萨乌德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探讨在中
国与沙特两地分别开展项目合作的
机遇，旨在共同推进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与沙特“2030 愿景”。该协
议的签署将进一步深化两国既有合
作关系，
助力两国国家战略实施。
王玉普表示，中国石化愿意发
挥自己 30 多年来在炼油化工行业
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技术优势，与沙
方在油气勘探开发、炼化技术、工程
服务和装备制造等领域开展更广领
域、更深层次的合作，为助力两国经
济社会发展、造福人民贡献力量。
此次合作主要内容包括：双方
将寻求在中国与沙特两地分别开展
项目合作的机遇，将研究在两地以
合资公司方式发展石化项目，项目
产品将主要针对下游的汽车、电子、
照明、建筑及建造、包装和医疗器械
等重要市场。此外，双方还将研究
进一步扩大对双方合资企业中沙
（天津）石化有限公司投资，为扩大
一体化合作、实现长期发展开辟道
路。目前，
双方正在制定相关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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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二条
原油“大动脉”投产

央企人事

通讯员 沈大鸣 本报记者 石岩

中国能建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常委、纪委书记李子勇一年试
用期已满，现予转正，任职时间自
2015 年 12 月起计算。赵洁（女）被
免去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常委职务，
退休。

中国黄金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董事会成
立。宋鑫任中国黄金集团公司董
事长，刘冰为中国黄金集团公司董
事；王子民、孙晓文、苏征、蒋开喜
被聘任为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外部
董事（按姓氏笔画排序），聘期三年
（自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
刘冰被提名为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总经理人选，魏山峰、王晋定、孙连
忠、杨奇、赵占国为中国黄金集团
公司副总经理人选，朱书红为中国
黄金集团公司总会计师人选。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原经理班
子职务自然免除。
刘冰任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党
委副书记。

机械科研总院
李连清任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总会计师，试用期一年（自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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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家
和企业家精神的再思考
宋志平

提到企业家精神，首先要
明确一个问题，
谁是企业家？
真正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
神、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企业领
导人才是企业家。一个企业
家，不管来自民营企业，还是来
自国有企业或是外资企业，和
其所在公司的所有制性质没有
关系，只要有创新意识，就可以
称得上是企业家。
不少人说，国有企业没有
企业家，这个推论的理由很简
单：只有那些白手起家创造出
来一个企业帝国的人才是企业
家，国有企业是国家出资的，不
是个人创造的，国有企业的领
导人是一纸任命的，凭什么说

是企业家呢？事实上，这也是
我们经常思索的问题。但不可
否认，一纸任命的企业领导人，
也有不少是企业家。
2002 年 ，我被任命为中国
建材集团总经理，当时集团的
营业收入是 20 多亿元，资不抵
债，甚至收到过法院发来的冻
结公司所有资产的通知单。但
十几年过去了，目前中国建材
集 团 收 入 超 过 了 2700 亿 元 。
我的另一个经历是，2009 年到
任国药集团董事长，当时国药
集 团 的 收 入 是 360 亿 元 ，到
2014 年离开国药集团的时候，
国 药 集 团 的 收 入 做 到 了 2500
亿元。
对于这样的巨变，会有着
怎样的评价呢？其实，在国有

企业里，有着类似经历或者做
得更突出的领导人比比皆是。
作为国企领导人，他们创造的
财富不归他们个人所有，但他
们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他们也是企业家。但是，也不
是说有一纸任命的人就都是企
业家，即使你的企业再大，即使
你被任命了，如果你没有创新
意识，没有为企业创造价值，而
是行政长官型的，那就不是企
业家。同时，即便你拥有很多
财富，但是没有创新，也不能算
作企业家，大富翁不见得都是
企业家。所以，企业家不分所
有制，在企业里勇于创新的、为
社会创造巨大价值的人就是企
业家。
（下转 G02 版）

被国家列为重点工程的中国石
化“仪长管道复线仪征至九江段”日
前成功投产，
标志着我国沿江地区第
二条原油
“大动脉”
顺利投产。
仪长管道复线仪征至九江段北
起江苏仪征，南至江西九江，途经江
苏、安徽、湖北、江西四省，全长 560
公里。由一条干线和两条支线组成，
干线设计年输油量 2000 万吨，两条
支线分别通往中国石化安庆石化、
九
江石化，
年输送量均为 1000 万吨。
随着我国沿江地区第二条原油
大动脉的贯通，其与 2005 年投产的
“仪长管道”构成了保障沿江地区炼
化企业原油供应的新格局，
对稳定中
部地区油品供应、
助力长江经济带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务院办公厅也将
此工程列为重点督办项目。
管道运输具有效率高、损耗低
和成本低的优势。管道运输比水上
运输受地理环境限制小；
比公路运输
运量高、
运费少，
尤其适于长途运输；
比铁路运输成本低，
并且不受铁路运
力的限制。2005 年，中国石化建成
我 国 沿 江 地 区 首 条 原 油“ 大 动
脉”
——
“仪长管道”
。它的投产改变
了安庆石化、
九江石化、
武汉石化、
荆
门石化、
长岭炼化 5 家企业所需原油
只能依靠来往于长江的油轮运输的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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