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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通阿里腾讯成立运营中心
混改猜测再升级
本报记者 李丽萍

近日 ，据中国联通发布的
消息显示，中国联通混合所有
制改革方案已获得国家发展改
革委的批复，意味着中国联通
混改进程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作为首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的试点企业，中国联通的一举
一动都牵引着各方眼球。专家
称，其混改方案有可能成为其
他国企的样板。
据中国联通集团内部通知
显示：将在广东深圳成立中国
联通电视商务腾讯合作运营中
心，在浙江杭州成立中国联通
电子商务阿里合作运营中心。
与两家公司的合作升级，让外
界此前对联通腾讯阿里合作的
猜想升温。而通过引入腾讯阿
里丰富的用户资源和渠道是否
会 和 中 国 联 通 产 生“ 化 学 效
应”，
业内人士称仍待观察。

停盘仍在继续
业绩深陷尴尬中
距中国联通宣布成为国企
混改首批试点企业起已经过去
将近 300 天，在这不到一年的时
间里，中国联通得到了前所未
有的关注，但是在业绩上能否
带来新的突破，各方持怀疑态
度。
自 2017 年 4 月 5 日起，中国
联通因涉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相
关重大事项停牌，至今已经超
过 3 个月时间。期间，中国联通
曾多次发布公告称继续停牌。
7 月 14 日发布的最新一次公告
称，预计无法在 2017 年 7 月 17
日之前完成相关方案的信息披
露，因此决定从 7 月 17 日起继

续停牌 1 个月。
虽然股票停牌 ，但市场竞
争仍在愈演愈烈。三大运营商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
先后公布了 2017 年上半年运营
数据。移动用户方面，中国移
动的用户数为 8.6651 亿户 ，中
国电信为 2.2985 亿户 ，中国联
通为 2.694 亿户。在 4G 用户方
面 ，中国移动达到了 5.9365 亿
户，中国联通为 1.5202 亿户，中
国电信为 1.388 亿户。
根据中国联通对外公布的
2017 年 6 月份的运营数据显示，
与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相比，
中国联通的移动出账用户数据
虽然在上半年保持了平稳增长
的态势，但增长数量仅为中国
移动的 1/3 左右。
中研普华研究员在接受
《中 国 企 业 报》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
“ 中国联通错失发展机遇，
拉开了与中国移动的距离，没
能利用好 3G 时代的优势。”随着
4G 新用户争夺红利逐步减少，
市场也接近于饱和状态。

牵手互联网巨头
能否力挽狂澜
2016 年 10 月，中国联通联
合腾讯推出了腾讯王卡，用户
可通过最少 19 元/月的价格实
现腾讯系软件全线免流量。应
用矩阵包括了微信、QQ、腾讯视
频、王者荣耀等，甚至还包括直
播等非腾讯系应用。
而在腾讯王卡推出后不
久，中国联通又联合阿里巴巴
推出了蚂蚁宝卡。蚂蚁宝卡的
实质与腾讯王卡类似，支付宝
用户使用客户端线下买单即可
获赠流量。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联通
在 4G 用户数量上的增长，很大
一部分来自于大王卡等互联网
合作定制卡。
今年年初 ，中国联通董事
长王晓初曾披露，与腾讯合作
带来 2000 万新增用户，是很成
功 的 尝 试 ，阿 里 带 来 300 万 用
户，与腾讯合作面向个人用户，

沙场点兵
看央企一展雄风
（上接 G01 版）

东风汽车：187 台
东风军车受阅
据东风汽车公司官微报
道，阅兵式上的 187 台东风受
阅军用车辆装备中，
有东风“猛
士 ”系 列 越 野 车 179 台 ，东 风
EQ2102 军用越野车 8 台，在所
有车辆装备中占比超过三分之
一；
28 个地面装备方队中，
东风
“猛士”和东风 EQ2102 在 24 个
方队中亮相，其中，
“ 整体成建
制”受阅方队 4 个，
“组成建制”
受阅方队 5 个，
引导方队 19 个。
除此之外，
航天科技、航天
科工、航空工业、中船重工等多

家央企均有多型武器装备列阵
沙场，以战斗姿态接受党和人
民的检阅。

坚定不移地走军
民融合发展之路
彭剑彪表示，军工企业直
接关系到国家安全。一直以
来，
由于企业性质的特殊性，
军
工央企始终被认为是坐拥垄断
资源、营收规模庞大的代表。
彭剑彪认为，
现在，
人们对这种
误解应有所改观。
“近年来，
军工企业在市场
上与其他企业进行竞争已是常
态，并且在不断满足甚至是主
动创造市场需求。”彭剑彪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企业
在不断加大自主投入的同时，
更实现了自主创新，突破和实
现了技术积累，从此次阅兵式
上的主战装备都是国产现役这
一点上来看就可见一斑。
”
彭剑彪建议，军工企业除
了在培育自身强大的技术实力
外，还应该坚定不移地走军民
融合发展的道路，依靠自身力
量承担保军责任。
“ 目前，军民
融合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中央
接连出台一系列政策积极推动
军民融合的战略落地，鼓励军
民融合发展，相信随着军民融
合体制机制的逐步成熟, 军民
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建设指日可待。
”

与阿里的业务合作更像是集团
客户。今年上半年中国联通
4G 用户数增长为 3400 万户，腾
讯、阿里两家就贡献了 70%的
新增份额。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
任曹磊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
“ 虽然在用户数
量上有所增加，但是王卡资费
比较低廉，相对来说在利润上
就大打折扣了。
”
从 2016 年三大运营商的财
务报表数据显示，中国移动的
业务收入是联通的 2.6 倍，经营
利润是联通的 44 倍，自由现金
流是联通的 27 倍。
北京信诺时代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徐沛文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 如此
巨大的差距，即使是传说中的
互联网巨头的资金投资，也未
必能扭转现在被动的局面。混
改只是为中国联通转变竞争劣
势提供了一个机会，不一定能
撼动中国移动一家独大的竞争
格局。
”
前不久 ，在国务院国资委
指导支持下，由国家电网、中国
联通等 14 家中国中央企业在北
京发起成立了央企电子商务联
盟 ，旨 在 积 极 践 行 国 家“ 互 联
网+”行动计划。
“面对互联网浪潮的冲击，
央企纷纷主动出击，推出自己
的电商平台。此次中国联通的
加入意味着瞄准电子商务市场
发力，摆脱不利的业绩局面。”
曹磊表示，
“ 这也就不难理解分
别成立腾讯和阿里电子商务中
心了。可以预见的是，依托腾
讯和阿里的渠道和客户优势，
中国联通积极布局电子商务市
场已成定局。
”

（上接 G01 版）
经济指标连续三个季度的回
升，
表明传统经济动能受市场调节
机制的影响出现了重大的积极变
化。可以看出
可以看出，
，
工业企业利润增速
大幅回升，
大幅回升
，内部存在明显分化
内部存在明显分化，
，新
的利润增长点正在形成，
的利润增长点正在形成
，
结构日趋
优化，
优化
，
这正是供给侧结构改革所期
盼的境界。
盼的境界
。从而
从而，
，
2012 年 11 月开
始的国企经济急剧下行势头得到
遏制。
遏制
。未来两三年应继续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与国企产权改革为
抓手，
抓手
，内外动力齐发
内外动力齐发，
，保持国企良
好的改革与发展势头。
好的改革与发展势头
。
可以这样认为，
可以这样认为
，2015 年是国
有经济形势最困难的一年，
有经济形势最困难的一年
，也是
国有经济数据最困难的一年，
2016 年是国有经济逐渐企稳并
开始向好的一年，
开始向好的一年
，2017 年是国有
经济进入新的平台期进入稳增长
的一年，
的一年
，2018 年至 2020 年中国经
济转型升级将会逐渐进入新的上
升通道。
升通道
。中国的国有经济已站在
一个新阶段的起点。
一个新阶段的起点
。

观察 G02

资讯
福建 G235 线
重难点工程开挖建设
7 月 28 日，福建省大田县国省干
线公路 G235（纵五）线重难点控制性
工程——后洋隧道开始进洞开挖，标
志着由中铁五局五公司承担施工的该
隧道进入正洞施工阶段。7月27日，
福
建省交通厅对项目检查后，
给予高度评
价。大田项目部进场 5 个多月来，
经过
全体参建人员的共同努力，
项目建点开
工工作保持了稳步快速向前推进，
在全
线夺得了首个完成项目部驻地建设、
首
个完成工地试验室建设、
首个完成桥梁
和隧道的场站建设、首个实现工程开
工、
在三明市首次安全质量大家查和信
用考核中就夺得全市第一的“五个第
一”
的成绩。 （谭文峰 田绍凡 易可）

昆明地铁 4 号线 3 标
劳动竞赛夺第一
为高标准建设昆明地铁 4 号线，
全
面按期完成投资计划，
中铁昆明市轨道
交通 4 号线工程指挥部在全线掀起比
学赶超的劳动竞赛。昆明轨道交通 4
号线土建工程分 13 个标段，
由 13 家中
铁单位施工，
中铁五局承建土建的 3 标
段有三站三区间一盾构井施工任务。
其中，
金鼎山站、
苏家塘站两个车站是
工程的重难点，
3 标段项目部在诸多压
力和不利因素下，
充分展现勇于担当的
精神，
主动作为。在指挥部 6 月份月度
劳动竞赛考核评比中，
中铁五局土建 3
标以 90.54 分的成绩夺得全线第一名，
二季度完成季度计划 100%，
并荣获奖
金12.48万元。
（谭文峰 钟标勇）

中铁七局关山跨铁
项目部举行现场会
7 月 25 日，中铁七局关山跨铁项
目紧张繁忙的施工现场来了很多参观
者。这里，武汉铁路局标准化工地暨
钢箱梁顶推现场会正在进行中。随着
现场总指挥的一声令下，12 台步履式
三向千斤顶同时发力，17 名作业人员
同时监控，长 87.5 米、总重量为 703.6
吨的钢箱梁平稳又缓慢地被平移向
前。来自武汉铁路局武汉指挥部、信
阳指挥部、
襄阳指挥部、
江腾公司、
大桥
局七公司、武铁监理等单位的 70 余名
观摩者被深深吸引住了。在现场观摩，
并观看钢箱梁顶推视频演示动画、
听取
关于推进标准化工地建设和钢箱梁顶
推的具体措施后，
观摩团对项目标准化
工地赞不绝口。 （车春兰 冉国亮）

胜利油田筑牢
改革发展坚强堡垒
面对改革调整、转型发展的繁重
任务，中石化胜利油田在党员中构筑
胜利高地，争当先锋旗帜。该油田以
“整体设计、
分步实施、
试点先行、
积极
稳妥”
为原则，
创新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同时，深入基础相对薄弱的党支
部进行精准把脉、分类指导、示范引
领，
有效补齐基层党建短板，
创新开展
“示范党支部书记行”。此外，创新加
强非在职党员教育管理。创新推进以
党员服务社为主阵地、构建非在职党
员教育管理服务模式，实现学习教育
全覆盖、沉到底、见实效。被评为“第
三届全国基层党建创新案例最佳案
例”
。
（朱向前 李新刚 史忠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