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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 王新伟报
道：贵州省最近印发该省国资委监管企
业产权制度改革三年行动计划，正式启
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该省计划在 3
年内全面完成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的产权
改革，实现投资主体和产权结构更加多
元，国有资本布局更加科学，现代企业
制度更加健全，国资监管体制更加完善。

目前，该省国资委监管企业已全面
改制为公司制企业，19户企业的核心资
产和主营业务实现股份制改制，并引进
了一批战略投资者，国有企业推动该省
跨越赶超的能力不断增强。2013 年，

贵州省国资委监管的 24 户企业资产总
额 3816.2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2162.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4.8%和 11%，完
成利润总额 222.2 亿元，上交税金 230.7
亿元。

以产权改革为核心，推进现代企业
制度建立，成为贵州此轮国有企业改革的
重点。据了解，此次改革中，贵州企业分
为功能性、公共服务性和竞争性3类，分
类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根据“行动计
划”，该省将用3年时间发展3户功能性投
资运营企业，做强 2户公共服务性企业，
竞争性企业全部实现产权多元化。同时，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将具备条件的
打造成为投资控股公司，不具备竞争优势
的实现国有资本有序退出。

在产权实现形式上，贵州省支持各
类社会资本通过参股、控股或并购等形
式和途径参与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的产权
制度改革，对国有资本是控股还是参股
不做具体规定，要求每户监管企业都要
引进战略投资者，从集团公司和子公司
层面全面推进股权多元化，推动国有产
权“进、退、流、转”，以实现企业国
有产权跨企业、跨区域、跨所有制优化
配置。

同时，贵州省对省国资委监管企业
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式不设限制，各类投
资者可通过整体收购、收购股权、融资
租赁、与国有企业联合重组成立公司等
多种方式受让国有产权、参与监管企业改
制重组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增发股票，可
收购关闭破产国有企业处置资产。既可以
货币出资，也可用实物资产、知识产权、
土地使用权等方式出资。

贵州省还支持混合所有制企业员
工持股，允许关键经营管理人员、技
术核心人员和业务骨干入股参与企业
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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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2 日讯 记者徐胥报
道：今天，中粮集团与总部位于香港
的来宝集团达成最终协议，中粮集团
将收购来宝集团旗下来宝农业有限公
司 51%的股权，成立持股比例 51∶49
的合资公司。

据介绍，此次交易为全现金交易，
交易对价为 2014 年来宝农业账面净资
产的 1.15 倍。2013 年 12 月 31 日来宝农
业的账面净资产约为 28亿美元，净负债
约为 25亿美元。中粮董事长宁高宁将担
任来宝农业的董事长。

这是中粮集团继 2 月 28 日控股全
球农产品及大宗商品贸易集团 Nidera
之后所宣布的第二起并购，中粮集团
总 计 投 资 约 28 亿 美 金 用 于 达 成 这 两
起并购，创下了中国粮油行业海外并
购之最。2013 年，Nidera 和来宝农业
两家公司粮食贸易及加工的年经营额
共 316 亿美元。本轮两次并购，中粮集
团所实现控股的总资产价值约为 110 亿
美元。

中粮集团联手厚朴基金牵头组织的
投资团将按照混合所有制形式共同持有
Nidera 和来宝农业各 51%的股权。其
中，中粮集团占比三分之二，厚朴基金
等财务投资人占比三分之一。

来宝集团是全球农产品、能源产
品、金属矿产品领先供应链管理者来
宝农业前身为来宝集团农业板块，成立
于 1998 年，2011 年内部重组为来宝农
业并开始作为独立平台管理，目前已建
立起具有纵向一体化、完整产业链的商
业模式和覆盖阿根廷等 4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全球资产网络。1988 年后，中粮
集团逐步由传统外贸公司向多元化的农
产品、食品企业转型。自 2009 年起，
中粮集团开始推动打造全产业链粮油食
品企业。

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表示，来宝
农业的供应链系统及粮源掌控能力与中
粮在中国的物流、加工、分销网络相对
接，与中粮作为战略投资者所带来的贸
易需求增量，将产生协同效应，创造出
巨大价值。并购完成后，中粮集团的资
产总额和营业收入将在国际上位于行
业前列。

专家分析表示，Nidera 和来宝集团
在世界粮食核心产区通过种子、化肥、
农药、金融等农业服务，与农民形成了
紧密的商业关系。中粮集团在并购完成
之后，将在巴西、阿根廷、黑海地区等
世界粮油核心产区拥有优质资产。中国
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粮食购买国，这次并
购成功，也意味着中国能绕开贸易商直
接购买农产品，打造一条完整的粮食供
应链。而过去中粮集团和其他国有粮食

公司仅限从中间商进口粮食。
宁高宁告诉记者，通过推行国际化战

略，中粮集团将在全球最大的粮食原产地
和拥有全球最大粮食需求增量的亚洲新兴
市场之间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粮食“走廊”。
上游有港口码头、贸易团队、风险控制，下
游有市场渠道，可以“买全球，卖全球”。

据悉，未来几个月，中粮集团和来
宝集团将紧密合作，取得相关监管机构
及股东的批准完成交易。

继控股Nidera集团之后，收购来宝农业

中粮打通国际粮食“走廊”
中广核与法国电力公司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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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宣布南
海琼东南盆地自营深水勘探首获突破，
获得中型天然气新发现陵水 17-2。该发
现不仅证实了陵水凹陷中央峡谷水道构
造岩性复合圈闭的勘探潜力，而且进一
步证实了琼东南盆地深水区良好的勘探
前景。

自进入 2014 年以来，中海油的勘探
工作持续发力。而在刚刚过去的 2013
年，中海油国内及海外的勘探也取得了
较好成果，油和气获得了双丰收，仅去
年前三季度共获得油气新发现 13 个；在
中国近海新发现三级地质储量方面也

再创历史最好水平，且全部为自营项
目；勘探投资预计达 183 亿元人民币，其
中国内 117 亿元，预计完成探井 132 口，
均创历史新高；非常规勘探致密砂岩气
获得突破，通过致密气、煤层气、页岩气
统筹考虑，实现勘探开发一体化，鄂尔
多斯盆地东缘致密气勘探取得突破，获
工业油气流。

在可以反映公司储量接替能力的储
量替代率（当年新增探明可采储量与当
年开采消耗储量的比值）方面，2009 年
至 2012 年，中海油储量替代率连续 4 年
超 过 150% ，分 别 达 到 163% 、202% 、
158%和 188%，超过了很多西方石油公
司 ，并 将 在 2013 年 延 续 了 这 一 良 好
态势。

中国海油总地质师、中海油执行副
总裁朱伟林告诉记者，中海油之所以取

得如此成绩，秘诀就在于创新，“油就存
在于地质家的脑袋里。”朱伟林坦言，如
果没有创新就不可能发现新油田。

长期以来，传统的勘探思维认为中
国的近海已经没有大中型油气田，但中
海油并没有遵循这样的思维惯性。“我们
改变了思路，利用三维地震勘探技术全
面测定近海情况，并从全局的观念部署，
成就了渤海勘探的成功。”朱伟林认为，
正是首先在思路上打破传统，才让中海
油在近海勘探取得了成功。

而除了打破固有的勘探思维，勘探
理论的发展创新也为工作开展提供了可
靠的依据和指引。以渤海断裂带勘探为
例，业界不少人认为，活动断裂带的油气
容易损失、难以聚集，开采难度大。但中
海油偏偏“不信邪”，通过努力创造出活
动断裂带成藏理论，根据断裂带运动状

况，研究油藏的潜在地理位置，在准确研
究的基础上形成了理论，之后根据理论
中的思路找到了一批油气田，有力地证
明了活动断裂带也能勘探出油气。此外，
朱伟林还介绍到，晚期成藏理论、高温高
压成藏理论、立体勘探成藏理论等一系
列理论认识的发展创新，都是中海油勘
探工作的有力支撑。

在清晰的思路和有效的理论之外，
技术上的同步创新也是勘探工作得以
推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中海油的
热解性技术在稠油领域勘探取得了成
功。朱伟林告诉记者，“我们将水加热气
化注入地层使地层升温，以便让 1000
米深的低温稠油升高温度、得以流动，
进而判别油层的位置。另外，为了摸清
断裂面的情况，也大量运用了三维地震
等技术。”

中海油：创新驱动勘探前行
本报记者 李 景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中广核
集团与法国电力公司日前在法国巴黎签
署关于英国新建核电项目工业合作协议
和关于核能领域研发、设计、采购及运维
合作协议的联合声明。

据悉，双方将加强核电技术研发领
域的合作，加强核电工程项目设计与设
备采购的合作,加强在运核电站运营与
维修的合作，进一步提高双方核电工程
设计和电厂设计、建造、采购以及运营管
理等方面的能力和业绩。

本报讯 记者齐慧从上海铁路局获
悉：日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第
17 批全国 A 级物流企业名单，该局获得

“5A级综合服务型物流企业”称号。
据介绍，上海铁路局是一家集铁路客

货运输、货运代理等为一体的综合物流企
业。目前，该局已构建了以杭州、合肥、上
海、南京等 9大地区货运中心为枢纽，以
48 个货运经营部为网络，268 个货运站
为基点的新型铁路货运营销和物流服务
体系，提供全方位的铁路货运物流服务。

本报讯 记者刘瑾报道：长安新款
小型乘用车新奔奔近日在成都上市。此
款车不仅配置有全景天窗，还增加了部
分中高级车内饰。长安汽车方面透露，
今年将投入 3 款新车争夺市场，通过收
购合肥昌河完成其在国内的产能布局。

长安汽车总裁张宝林表示，“虽然
目前小型车市场不断萎缩，但是它仍然
是一个有着几十万辆销量的平台。长安
希望能够占领这个市场，并通过新奔奔
提升我们小型车品牌形象。”

上海铁路局成5A级物流企业上海铁路局成5A级物流企业

长安新款小型乘用车上市

本报讯 记者梁剑箫报道：位于广东顺德的格兰仕近
日启动“千店万镇工程”：联合全国 1000 个县域地标
店，将小家电普及大篷车开到全国 10000 个乡镇。格兰
仕有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是为了抢抓“三个一亿人”城镇
化的机遇。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型城镇化的“三个一亿
人”目标，即：到 2020 年，要解决约 1 亿进城常住的农
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 1 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
村改造、约 1 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格兰仕提
出，现代无明火、无油烟的绿色环保型家电有望伴随

“三个一亿人”的城镇化而迎来新的产业红利。据估
计，国家新增的城镇化家庭将带来至少 2 亿各类小家电
产品的增量市场。

记者了解到，2014 年，格兰仕小家电将沿着“成熟
技术产品市场普及，智能化产品消费升级”的发展思路，
借助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扩大营销推广平台的同时，深耕
全国新城镇渠道市场。格兰仕小家电将通过一系列接地气
的推广行动，加快电烤箱、芽王煲等小家电精品在中国市
场的普及。

瞄准“三个一亿人”城镇化目标

格兰仕小家电将进“千店万镇”

本报讯 记者雷汉发报道：大棚顶上安装太阳能电池
板，棚下种植农作物，发电、种植两不耽误。近日，由英利集
团公司和隆安粒粒谷公司合作开发的广西英利隆安 60 兆
瓦光伏农业项目在南宁市隆安县开工建设。该项目总投资
5.4亿元，是广西首个光伏农业生态示范项目。

据介绍，该项目将在大棚顶部安装 24 万块太阳能电池
板，建成后年可发电 7000 万千瓦时，每年可比普通大棚增
收近7000万元。同时，该项目不占用地面面积，不改变土地
性质，提高土地利用率，是一种光伏分布式应用的新模式。
太阳能所发电量除满足棚内照明、滴灌、农药喷洒以及棚内
环境监测等用电需求外，剩余电量还可并入南方电网。

本报讯 记者刘松柏报道：日前，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向国家质检总局提交召回报告，决定自在中国大陆地区召回
2010 年 10 月至 2011 年 4 月之间出售的部分型号 Think-
Pad笔记本电脑的锂离子电池，涉及数量约117732台。

本次召回所涉及产品的电池在偶然情况下会发生故
障，导致电池外壳过热，存在安全隐患。联想（北京）有限公
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产品免费更换锂离子电池，以消除安
全隐患。

联想召回11万余台笔记本联想召回11万余台笔记本

英利5.4亿元广西建光伏项目

通过海外并购，对粮食生产国直接

采购，可以得到相对充足和低成本的粮

食，更重要的是使得中粮集团触角深入

到了世界粮食贸易价值链核心，有助于

中粮集团变成世界粮食市场上具有更强

影响力的国际大粮商。

国际大粮商的商业模式是通过建

立 农 业 服 务 、 收 储 、 物 流 、 国 际 贸

易、加工和品牌等产业链体系，对全

球产地粮源进行掌控，再从产地把粮

食配置到世界各地。

目前世界“四大粮商”，即美国的

ADM、美国邦基、美国嘉吉和法国路

易达孚，最擅长的就是进行全球化的产

业链布局，从田间地头的生产到加工、

贸易环节，形成一个完整的价值链条。

它们掌控全世界约 80%的粮食交易量，

对于粮食进出口价格的制定，掌握着

绝对的话语权。

此次中粮收购完成后，不仅中粮集

团在世界粮油市场的话语权将得到提

升，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世界粮食

市场，对稳定中国的粮食市场有着重要

的战略意义。

全 产 业 链 才 有 竞 争 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程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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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谭辛报道：汉王科技近日在京发布汉王
霾表，并宣布进入大气污染监控及治理环保产业领域。汉
王蓝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垦表示，这是汉王科技谋
求跨界发展的第一步。

据了解，汉王科技曾推出过汉王笔、名片通、e 典笔等
系列识别技术与产品，是一家从智能人机交互、手写输入和
识别起家的科技公司，其电纸书在业界名噪一时，但最新发
布的财报显示，汉王科技营业收入和利润均持续下滑，目
前，汉王已无心恋战电纸书，而设立汉王蓝天科技有限公司
开展环保业务。

为何进入环保产业？宋垦表示，一方面环保产业潜力
巨大。另一方面，汉王拥有的技术积累适用于环保监测产
品的开发。“目前，霾表使用的技术大部分来自汉王集团的
技术积累，包括霾表使用粒子识别算法和机电一体化等技
术。”宋垦说，有别于政府空气质量报告关注的宏观数据，汉
王霾表侧重于个人微环境中的当前空气质量，帮助个人用
户监控周边空气质量、检测空气净化器净化效果等，是面向
普通消费者的环保产品，下一步汉王还将推出空气净化器
等产品。

无心恋战电纸书

汉王玩“霾表”进入环保产业

山东东营科岭动力公司与广汽日野（沈阳）汽车公司近

日推出增程式纯电驱动城市客车，该车采用变油耗电动车动

力系统，使车辆在已知较短里程行驶时通过纯电动驱动，在

超过蓄电池组的额定电量时可自行启动在线充电。图为司

机正在给客车充电。 本报记者 孙潜彤摄

本报讯 记者张毅报道：京东西北
运营中心揭牌仪式日前在西安国际港务
区举行。京东集团西北分公司总经理吕
文凯表示，从 4 月起西安用户就能享受
京东“即日购物、即日送达”的服务。

据了解，国际港务区将依托陕西物
联网应用产业园、西安跨境贸易电子商
务服务试点等平台，以京东、国美等众多
知名电商企业为基础，积极申报筹建“陕
西省电子商务产业园”。

京东西北运营中心落户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