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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经济新阶段
的标志性特征

气田开发不与青山争绿水
张毅 本报记者 江金骐

8 月 9 日，位于巴山深处的普
光气田 1 号水处理站恢复了 1 号
沉降池流程并投运，当天约 220 立
方米气井产出水经过处理，通过
回注井被重新补充回 5000 米深处
的地层。
中国石化普光气田将气井产
出水重新补充回地层，废水回收
处理后再进流程，外排蒸汽回炉
再用，真正做到“开发地下能源，
守护一方水源”。
中国石化普光气田是国内最
大规模的海相整装高含硫气田，
随着气田高效开发，气井产出水
量呈现增多的趋势。而气田所在
的川东北是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
屏障，1000 多平方公里的开采范
围内山多林茂，有多条大河，生态
环境极为敏感。为此，普光气田
建成 3 座水处理站和 4 口回注井，
将含硫的气井产出水处理达标后
补充回地层，其中就包括 1 号水处
理站。
“水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
普光气田一直坚守着建设之初许
下的承诺。2015 年，利用中国石
化“ 碧 水 蓝 天 ”环 保 计 划 专 项 资
金，普光气田对 3 座水处理站工艺
逐步进行改造，提高处理能力和
环保指标。该项目投运近两年
来，普光气田所有气井产出水全
部回注，
回注水水质 100%达标。
在处理好地下产出水的同
时，普光气田秉承绿色生产的理

工厂内外，
草木如茵。
念，用好地表水资源，在天然气净
化环节实现全流程水资源循环利
用，
真正做到不与青山争绿水。
在宣汉县普光镇，后河与后
巴河交汇处坐落着普光气田天然
气净化厂。每天新鲜水从后河取
水口不间断地流入这座占地 3400
多亩的亚洲最大天然气净化厂，
供全厂数千套设备使用。而自
2015 年以来，就再不曾有人见到
一滴水从这座净化厂的废水处理
场排出过。
“因为我们投用了废水回用
系统，全厂的生产废水在处理场
排水口被‘拦截’，全部送回废水
调节罐处理，最后进入循环水系
统。”天然气净化厂公用工程车间
副主任郭永胜自豪地说。因为这

套系统的投用，天然气净化厂实
现生产废水“零排放”，每天少从
后河取水 700 多立方米，一个季度
能节省相当于小半个西湖的水
量。
蒸汽是天然气净化厂生产所
需能量的主要来源，也是厂区用
水的主要方式。在生产调节等过
程中，常进行低压蒸汽放空，大量
高温凝结水被对外排放。
“这些乏汽的温度在 100 摄氏
度以上，都带着很高的能量，白白
排放了太浪费，把他们回收起来
再利用，能减少从河里取水还可
以节省自用天然气！”公用工程车
间技术组组长杨兆洞说。有了这
个想法，他马上组织开展立项攻
关，通过给厂区 5 台除氧器全部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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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乏汽回收管线和阀门等系列装
置，把收集到的外排蒸汽处理后
重新输送回锅炉，
进行循环利用。
这套乏汽回收装置投用后，
每小时为净化厂收回的高温凝结
水竟有 10 立方米之多。
普光气田以“绿色气田、生态
工程”为建设目标，安全平稳运行
近 8 年，受到了社会广泛认可。在
被国家列入第四批绿色矿山试点
单位之后，2016 年又分别被四川
省环保厅和国土资源部评为“环
境诚信企业”和“石油行业绿色矿
山建设典型”。
在普光气田环保监督管理科
主管罗东宁看来，
“开发地下能
源，守护一方水源，把每一滴水都
用好才不负这绿水青山。
”

公司制改制步伐加快 央企将全面步入公司制时代
（上接 G01 版）
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局
长白英姿此前表示，公司制改制
是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重
要形式。完成公司制改制，对于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中国特
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转换国有
企业经营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中船集团、联通集团、
东航集团、南方电网、哈电集团、
中国核建 6 家央企已确定为试
点。同时，国航、兵器装备集团、
兵器工业集团、中船重工、中粮集
团、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混改也正
积极推进。今年 6 月份，东航集团
旗下的东航物流完成了混改，中
国联通集团的混改方案也已公
布。
完成公司制改制，对于央企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至关重要，并

且是混改、资产证券化等一系列
改革的前置条件。国资委副秘书
长彭华岗表示，对于经营困难的
全民所有制企业，可以结合压缩
管理层级、减少法人、
“僵尸企业”
处置等要求实施重组整合、清理
注销，故公司制改制也将加速“僵
尸企业”的清理重组工作。

公司制时代
即将到来
按照《方案》明确的时间表，
69 户央企集团公司和 3200 户央
企子企业，必须在半年时间内完
成从全民所有制到公司制的“变
身”。也就是说，改制完成后，中
央企业将全面步入公司制时代。
李锦表示，央企全部实现公
司制是国企改革的重要一步。目

前明确的改制时间表为央企母公
司的改制方案 9 月底前报国务院
国资委，子公司按企业规定程序
报批，以确保 11 月底之前工作全
部完成。也就是说，当前距离央
企母公司向国务院国资委上报改
制方案的时间只剩一个半月，剩
余央企将密集出台改制方案。中
石油集团 11 月底前全面完成改
制，意味着整个央企也在这个时
间完成。
中国将进入公司制时代，这
是迈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一
步。李锦表示，央企母公司实现
公司制将为进一步推进规范董事
会建设、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
制改革打下基础。
“ 公司制改制，
实质上是一场国资改革。因为这
场改革的主体是国资委，而不是
企业。通过公司制改制，实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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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人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的
分离，赋予企业独立的法人财产
权，有助于促使国企真正成为依
法 自 主 经 营 、自 负 盈 亏 、自 担 风
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
场主体，从而激发企业内生活力，
深入转换经营机制，实现更好更
快发展。
”
李锦直言，公司制改制不能
换汤不换药。如期完成改革的难
点不仅仅在于时间紧、任务重，还
在于改革并非企业组织形式的简
单变更，而是要切实转换经营体
制机制，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
制度要求的独立市场主体。一些
企业形式上虽然改制了，也建立
了董事会，但本质上并没有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董事会制度并未
真正落实。

简讯
中铁五局开展情系员工夏送清凉活动

中铁五局六公司学习贯彻局会议精神

近日，中铁五局工会主席、副总经理刘少林率领局党政工团“情系
员工、夏送清凉”慰问组的同志，对战斗在黔张常铁路一线的五局员工
进行慰问。近段时间，连日高温酷暑，骄阳似火，酷暑难耐。但是，五
局的员工和劳务协作队伍的员工，顶着烈日、冒着高温，依然坚守在生
产岗位，用他们的汗水和辛勤劳动，确保各项生产顺利进行。局党政
工团“情系员工、夏送清凉”慰问组送来的不仅是一份清凉、一份关怀、
一份爱心，更带来了各级领导的关爱，极大地鼓舞了一线员工的士
气。
（蒋方槐 徐进）

8 月 14 日，中铁五局六公司召开学习会，贯彻局 2017 年下半年工作
会议精神，
公司领导、
部门副职 30 余人参会。会上，
中铁五局六公司总经
理王国庆、党委书记陆劲松分别传达集团公司总经理和党委书记的重要
讲话，
并结合实际对六公司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和部署。王国庆要求，
六
公司各部门、
各项目要深入学习好、
领会好、
贯彻好会议精神，
全面掌握局
下半年工作新要求，把总结的新经验、新方式投入到工作当中，特别是各
项目的安全检查、人员组织、物资供应等工作要重点把控，紧跟公司当前
发展形势，
落实公司全年工作部署。
（银雪）

（上接G01版）
从经济结构上而言，
从经济结构上而言
，
我国
经过几年的调整，
经过几年的调整
，
现在正在趋
于合理，
于合理
，
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 63
63..4%。
这意味着，
这意味着
，
我国消费在拉动经
济方面开始发力。
济方面开始发力
。想想看
想想看，
，
我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潜力
市场，
市场
，这 14 亿人的市场会带
来多大的拉力。
来多大的拉力
。
新水平。国有企业向中
国有企业向中
高端化水平的全面升级和迈
进，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
中国宏观经济
“进”
的主基调。
的主基调
。
从更为长远的发展角度
来看，
来看
，国有企业的中高端化
国有企业的中高端化，
，
是检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否得到
有效贯彻和落实的重要手
段 ，更是决定能否可持续提
升中国劳动者工资水平、
升中国劳动者工资水平
、缩
小收入差距、
小收入差距
、夯实内需增长
驱动模式的决定性因素。
2017 年 1—4 月份
月份，
，高技术产
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分别增长了 13
13..1%和 11
11..5%，
增长幅度要高于规模以上工
业增速 6.4 和 4.8 个百分点
个百分点。
。
产业投资结构的优化特征，
产业投资结构的优化特征
，
也反映了中国工业正向中高
端化水平全面迈进和升级的
基本特征，
基本特征
，2017 年 1—4 月份
固定资产投资中高技术产业
的投资和服务业的投资分别
增长了 22
22..6% 和 12
12..1% ，这两
个产业的投资增速分别高于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增 速 13
13..7 和
3.2 个百分点
个百分点。
。
新动能 。国有企业中自
国有企业中自
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产业新
动能的壮大，
动能的壮大
，
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好”
的主基调。
的主基调
。 主要表现在
主要表现在：
：第
一，工业部门的新动能
工业部门的新动能、
、新产
品 、新 服 务 快 速 发 展 壮 大 。
2017 年 1—4 月份
月份，
，工业机器
人的产量同比增长了 51
51..7%，
SUV 汽车产量增长 21
21..7% ，太
阳能电池增长 18
18..2%，智能手
机产量增长 10
10..9%。第二
第二，
，与
工业部门日益融合的新业态、
工业部门日益融合的新业态
、
新模式快速成长。
新模式快速成长
。
新实力。以制造业为主
以制造业为主
的实体经济部门的稳健复
苏 ，是 2017 年中国宏观经济
企稳向好局面出现的核心因
素 。 一方面
一方面，
，工业增加值全
面呈现稳定向好的发展态
势 。 2017 年第一季度
年第一季度，
，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
际增长 6.8% ，增速比上年同
期加快 1.0 个百分点
个百分点，
，
比上年
全年加快 0.8 个百分点
个百分点。
。其
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是
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是，
，
2017 年第一季度
年第一季度，
，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7.4% ，要高于
工 业 部 门 0.6 个 百 分 点 ，而
且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
率达到 97
97..2% 。 对制造业的
乐观态度主要出于两方面：
乐观态度主要出于两方面
：
一是，
一是
，制造业经过三年多的
去产能，
去产能
，或已接近产能出清
或已接近产能出清，
，
从而投资可能触底反弹；
从而投资可能触底反弹
；二
是 ，制造业的补库存周期或
将推动投资显著回升。
将推动投资显著回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