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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
“加减乘法”
助推新旧动能转换

央企创新成就展 44 天 4 万人参观
11 月 24 日，
国务院国资委在京举行
“中央
企业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大力推动双创工作成就展”表彰总
结大会，
对展览期间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进
行了表彰。截至 11 月 16 日，央企创新成就展
共展出 44 天，
累计参观人数 40393 人。
“央企创
新成就展 APP”累计下载 1603 次，
累计启动数
为 26487 次。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徐福顺表示，
本次展
览集中展示了中央企业创新发展的巨大成绩、
科技创新成果、
“双创”
工作显著成效和科技创
新取得的重要成绩，
是一次高水平、
高质量、
高
层次的展览，
充分展现出了中央企业一流的创
新成果，
一流的组织能力，
一流的服务质量，
一
流的安全保障，一流的宣传报道，一流的信息
化水平。

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周渝波会上宣读
了通报表扬的通知，
对在成就展筹备和展出期
间作出特殊贡献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表
现突出的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等 217 个单位
（集体）和陈锡明等 1345 人，以及中国核工业
集团公司等 30 家最受欢迎展台的企业予以通
报表扬。同时，
他希望受到表扬的集体和个人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努力推动中央企业创新发展，为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中央企业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大力推动双创工作成就
展”
（以下简称
“央企创新成就展”
）于 9 月 14 日
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中国电科所属电子科学研
究院开展，
11 月 17 日闭展，
集中展示了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央企业取得的重大创新成果和
“双
创”
成效。
11 月 6 日至 11 月 16 日，有 80 余家团体前
来参观，
包括中办、
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中央军民融合办、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
央、
装备发展部、
空军、
火箭军、
武警、
国家发改
委、工信部、国防科工局、财政部、国务院国资
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
中国科学院、
国家外专局等中央国家机关；
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安徽省、福
建省、
山东省济南市及东营市、
广东省、
广西壮
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贵州省、西藏自治
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
方政府部门；
北京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中国音乐学院、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院、
战场环境研究所等

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北京产权交易所、中国
技术产权交易所、中国税务学会、国家开发银
行、
国创基金、
北京福州企业商会、
中国税务出
版社、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人与生物
圈》杂志编辑部等社会组织；
中核集团、
航天科
技、中航工业、兵器工业集团、中国电科、中国
石油、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国国电、哈电集
团、东航集团、中储粮总公司、国投、招商局集
团、华润集团、中国旅游集团、中咨公司、诚通
集团、机械科研总院、建研院、中国中车集团、
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林集团、建筑设计集
团、
中国航信、
中国航材、
中国电建、
中国黄金、
中广核、华侨城集团、南光集团、中国西电集
团、中国国新等 34 家中央企业。展出内容受
到了参观者的一致好评，
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展
览感受到了中央企业的创新实力和活力。

中国工程院 2017 年院士增选 67 名
央企多位工程科技专家入选
11 月 27 日，两年一度的院士增选公布结
果，今年新当选的 67 名院士中，有许多是来自
央企的工程科技专家。
新当选的 67 名院士中，
男性 63 人，
占 94%；
女性 4 人，占 6%。最小年龄 49 岁，最大年龄 67
岁，平均年龄 56.37 岁。60 岁（含）以下的 57 人，
占 85%；61 岁至 70 岁（含）的 10 人，占 15%，更
多优秀的中青年工程科技专家当选。
新当选院士中，来自高等院校的有 31 人，
占 46.2%；来自研究院所 18 人，占 26.9%；来自
企业及医院 18 人，占 26.9%。多位来自企业和
基层一线的工程科技专家，以及长期工作在
新 疆 、甘 肃 等 西 部 边 远 地 区 的 优 秀 专 家 当
选。外籍院士增选结果同步产生，本次增选

共有 18 位外籍专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
士。
中国石化总经理戴厚良当选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石化科技部主任谢在库当选中国科
学院院士。至此，中国石化共有中国工程院院
士 19 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 4 人。
戴厚良，1963 年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
士，从事石油化工生产和技术开发工作 30 余
年，是我国芳烃技术领域的著名专家。以他为
第一完成人的“高效环保芳烃成套技术”项目
荣获 2015 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使我国成为
继美国、法国之后第三个掌握该项技术的国
家。据测算，我国应用芳烃技术每年由对二甲
苯生产的化学纤维可替代约 2.3 亿亩土地产出

的棉花，有效解决粮棉争地矛盾。如今，该技
术多项单元技术已走出国门，在东南亚和东欧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应用。
戴厚良带领团队研发拓展 PX 原料新工
艺，率先实现 20 万吨/年甲苯甲醇甲基化技术
工业化。组织实施了中国石化科技创新体系
建设工程，促进了中国石化创新发展。主编出
版专著《芳烃技术》，全面系统阐述了芳烃技术
基础理论与生产实践。相关成果获国家科技
进步特等奖 1 项（第一完成人）、二等奖 1 项，省
部级科技进步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1 项。2016 年获中国科协首届“全国杰出科技
人才”
奖。
谢在库，1963 年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

全球卓越大会暨第十七届全国追求卓越大会在京召开

中铁五局成兰项目 QC 小组再创佳绩

2017 年 11 月 29 日—30 日，全球卓越大会
定，推选出本届获奖和项目名单。其中，13 家
暨第十七届全国追求卓越大会在北京召开。
组织获得“全国质量奖组织奖”，3 家组织获“全
此次大会由中国质量协会（CAQ）与欧洲
国质量奖入围奖”，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基金会（EFQM）联合举办，来自全球
等 16 家组织获“全国质量奖鼓励奖”，国网宝鸡
各地不同行业和领域的世界 500 强企业家(高
供电公司等公司获得“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式
管)、国际知名专家，围绕“从优秀到卓越”的大
先进企业”
称号。
会主题，就国际质量品牌管理及卓越模式的理
国网宝鸡供电公司蝉联“全国实施卓越绩
论与最佳实践，以主题演讲、高层对话、专题研
效模式先进企业”并非偶然。国网宝鸡供电公
讨、会前培训、沙龙活动、展览展示、媒体专访、 司通过卓越绩效模式的实施导入，
早已进入“质
在线互动等多种形式，进行理念与模式间最充
量时代”，
主动将企业经营管理和工作重点转向
分的碰撞，以期获得关于未来全球质量发展关 “高质量发展阶段”，
走质量经营之路，
追求卓越
键性问题的最优解决方案。
绩效，
彰显质量优势。企业先后被授予“中央企
今年，中国质量协会以“引领卓越——持续
业先进集体”、
“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单
推进全面质量管理”为主题，
开展了第十七届全
位”、
“全国电力行业质量奖”等国家级荣誉。创
国质量奖评审工作。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资
新项目呈井喷式涌现，35 项成果获得国家专利
料审查、现场评审和网上公示，
并报全国质量奖
授权。
评审委员会审议和全国质量奖审定委员会审
（李海权）

11 月 28 日，从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贵州省总工会、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贵州
省质量协会联合发来奖励文件和奖状，中铁五
局成兰项目上报的隧道二衬拱顶脱空、合理确
定预留沉降量、连贯梁混凝土质量控制和双气
隔离板施工四项 QC 小组荣获贵州省优秀 QC
小组。连续四年，成兰项目上报湖南省和贵州

士生导师，1985 年起在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从
事催化研究，曾任课题负责人、主任、院长、国
家 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现任中国石化科技委
常务副主任、科技部主任；中国化学会催化委
员会副主任；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IUPAC 化
学与工业委员会委员等。
谢在库为我国烯烃芳烃高效合成技术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出版学术
著作 2 部，发表 SCI 论文 120 余篇。获授权中国
发明专利 127 件、国际专利 39 件。获国家技术
发明二等奖 2 项（第一完成人）、中国专利金奖 1
项（第一完成人），并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
术产业创新奖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称
号。
（宗禾）

省 QC 小组共计 24 个，获得优秀 QC 小组 24 个，
获奖率 100%。成兰项目自进场之初，
就始终坚
持科技创新为龙头的项目管理和发展理念，将
QC 小组活动作为科学治企的一项重要工作去
大力推动落实。目前，成兰项目正多措并举攻
克项目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为项目自身和公司
赢得更多的荣誉。
（李维康）

中铁五局巴万项目大蓬岩隧道顺利进洞
11 月 15 日，由中铁五局巴万项目部承建的
大蓬岩隧道正式进洞施工，标志着该隧道主体
施工全面展开。该隧道处于四川盆地北东边
缘与陕南鄂西山地之过渡地带，隧道施工难度
大。通过进一步做好施工方案组织优化，加强
超前地质预报，采用洞口设置 25 米大管棚超前
支护进洞，采用两台阶临时横撑法+掌子面加

（上接第 21-22 版）

改革红利将不断显现
十八大以来政府的“放管服”改革为企业
提供了宽松的外部发展空间，有效的市场机制
导引着资金、技术与人才流向高创新能力企业
和行业。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改革红利不断
显现，中国的改革红利体现着政府与市场的合
力，
最终目标是为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
制度，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出发，
提出了“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的要
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的指导意见》对国有企业进行了类别划分，提
出了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要求。
2015 年国务院国资委联合财政部、国家发改
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
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立足国
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结合不同国有
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现状和需要，
根据主营业务和核心业务范围，将国有企业界
定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施
策，推动改革发展，以《指导意见》为引领、以若
干文件为配套的“1＋N”
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十八大以来在国企重大改革试点方面，国
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部署实施了“十项
改革试点”，其中有两项改革内容备受各方关
注。一是国家将通过试点大力推进企业兼并
重组步伐，包括同行业内横向兼并、上下游行
业间纵向兼并、专业化整合；二是以市场化为
导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将提速，特别是一些
垄断领域，例如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
航、电信、军工等垄断领域将在试点基础上进
一步向社会资本放开。目前试点已在 18 家中
央企业母公司和 29 户子公司全面开展，18 家
试点中央企业母公司 2017 年 1—8 月实现利润
同 比 增 长 23.05% ，高 于 中 央 企 业 同 期 水 平
(17.3%)。截至 2016 年底，央企集团及下属企
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达到 68.9%。
同时，为了保证这些改革的顺利进行，相
关部门出台多项配套政策。
国务院国资委推动搭建技术与资本的结
合平台。2017 年 5 月成立了旨在增强中央企
业科技创新能力、总规模为 1500 亿元的中央
企业国创投资引导基金，该基金将投向一批央
企的新兴科技等优质项目，助力央企突破关键
核心技术，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并通过投资的
带动作用，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
展新动能，推动中央企业间、中央企业与其他
主体间的协同创新。

央企科技创新迎来发展新机遇

固+扩大拱脚支护，
保证了隧道施工安全进洞。
目前，项目部正加快配齐机械设备，为后
续隧道掘进做好充分准备。项目部计划在今
年冬施中力争突破进洞 100 米，确保明年隧道
贯通。同时在 2017 年给业主交一份满意的答
卷，
为公司打出响亮的品牌。
（李维康）
广告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
家”，明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同时要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出要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
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可以
说，新的时代对央企科技创新提出了新的要
求，作为中国企业科技创新的“排头兵”，央企
科技创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那么十九大以后央企科技创新该怎么
走？一是要深刻领会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含义。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现代化企业，现代
化企业必须要有现代企业制度，央企要认真学
习国企改革精神，领会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要
义，加快推进企业现代化治理制度改革，为央
企科技创新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将央企的科技
创新融合到国有资本做强做优之中去。二是
要提高科技创新的质量。央企要瞄准世界前
沿领域，以高起点、高投入、原创性为特征，突
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
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同时要加强产学研的深
度融合，将好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三是要
以开放的姿态进行科技创新合作。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加强科技创新
的开放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外一切有利的科技
人才、先进技术，加大科技创新的联合攻关、成
果共享。总之，未来央企的科技创新必将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期，央企科技创新将为中国转变
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
提供战略性科技力量支撑，不断提升中国经济
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本文摘自光明网，有删节，作者系中国
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研究员）

更 正
本报 11 月 21 日第十一版《10 万党员
发挥核心作用 力促国药集团建成
“中国领
先、国际一流”
》稿件标题应为《10 万党员
干部职工发挥核心作用 力促国药集团建
成
“中国领先、
国际一流”
》，
现予以更正。
《中国企业报》
2017 年 12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