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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车获签3亿元印度新孟买地铁订单

“我们的目标是，到2025年力争实现
企业总产值在 2013 年基础上翻两番，并
重返国内煤炭行业的前五强。”在兖矿集
团举行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发布会上，兖矿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新文说。

尽管张新文信心满满，但外界对于
兖矿集团重返业界前五强的目标仍然存
在诸多疑惑。的确，在资产规模超过
1800 亿元的兖矿集团身上，曾经有过国
内其他煤炭企业艳羡不已的“光环”。

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兖矿集团已经
是煤炭行业数一数二的龙头企业。自
1996 年以来，兖矿集团的销售收入、利
润总额连续 7 年保持全行业第一，连续
10 年保持综采单产全国纪录；1998 年，
兖矿集团实现利润占全行业利润总额的
58%；1999 年，这一占比高达 90%。在
技术创新层面，兖矿集团的综采放顶煤
技 术 在 业 界 独 领 风 骚 ；在 资 本 市 场 ，
1998 年，兖矿集团全资子公司兖州煤业
先后在美国纽约、中国香港、上海三地成
功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在境外境内成
功发行股票的煤炭企业。

2000 年以来，我国煤炭行业进入了
快速发展的“黄金 10 年”。令人意外的
是，兖矿集团并没有搭上“黄金 10 年”的
快车迅速做大做强，反而逐渐从煤炭行
业创利龙头的位置开始走下坡路，并一
路跌出国内煤炭企业前十强。

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最新一期发布
的 2014 中国煤炭百强榜单上，兖矿集团
仅位列第 16 位，营收规模仅为高居榜首

的神华集团的约四分之一，不及同处山
东、位居排行榜第四位的山东能源集团
的一半。

“无论是公司总体的经济规模，抑或
盈利能力，兖矿集团与不少排名靠前的
企业都存在不小差距。在煤炭行业陷入

‘寒冬期’的不利形势下，兖矿集团实现
平稳发展的难度已经不小，实现逆势赶
超恐怕难上加难。”交通银行能源研究员
竺暐说。

张新文表示，行业发展的“寒冬期”，
恰恰是蓄势发展的机遇期，而市场重新洗
牌的挑战，也正是企业淘汰落后、转型升
级的动力。兖矿目前面临诸多困难，但如
果不通篇布局，而是盲目地“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企业将会走进狭窄的死胡同。

今年以来，兖矿集团启动中长期发
展战略规划的编制工作，重新谋划战略
顶层设计，力争使战略成为企业科学发
展的“方向盘”、转型升级的“主心骨”和
鼓舞士气的“动力源”。

兖矿集团董事杨家纯告诉记者，经
过近 9 个月研究论证，兖矿集团的中长
期发展战略已经十分清晰，在未来 10 年
内，兖矿将努力建成“治理科学、产业协
同、动力强劲、优势突出”的国际化新型
综合能源集团和产融财团。

“到 2025 年，兖矿集团将建成新型
能源化工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其中现代
服务和新型产业比重达到 50%以上。”
杨家纯说。

为实现上述目标，兖矿集团已经提
出，公司将以转型升级为主线，以改革创
新和技术创新为动力，着力做好山东省
内本部的永续发展、煤制油规模发展、澳

大利亚基地高效发展“三件大事”。
其中，在山东本部，兖矿集团将坚持

以亏损企业、塌陷地、老矿区为攻坚方
向，发挥核心基地优势，推动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做优做强现代服务业，实施员工
转型发展计划，保持总部基地长期繁荣
稳定。在煤制油板块，将立足陕内蒙古
及新疆基地资源优势和煤制油核心技术
优势，把握产业成长关键期的战略机遇，
优先配置集团优势资源，持续推进技术
优化、工艺改进和市场开拓，构建煤电油
化联产、上下游一体化模式，实现煤制油
项目规模有效发展。在澳大利亚基地，
将优化产权和资产结构，以战略合作拓
展市场渠道和贸易空间，以煤炭洁净利
用延伸产业链条，提升运作水平和盈利
能力，打造高效运营和优势突出的国际
化运营管理体系。

“实现产业多元化，是世界大型能源
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传统煤炭企
业从煤炭生产供应商向能源资源服务商
转变的必由之路。”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
会长姜智敏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兖矿
集团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既围绕煤炭主业
做文章，又跳出了煤炭产业链条，试图探
索更多的商业模式创新，这对于煤炭企
业的转型发展具有借鉴价值。

对于一家以煤炭开采为主业的传统
煤炭企业而言，要实现战略性的转型发
展，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等领域有所突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姜智敏指出，在煤炭行业正处于深度
调整的发展阶段，兖矿集团仍然对未来
充满信心是好事，但是，再好的战略规划
纲要，如果缺乏相应的执行力以及持续
创新能力，最终将会沦为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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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齐慧报道：中国南车
株机公司日前获签价值 3 亿元的印度新
孟买 1 号线地铁车辆及维保订单，这是
中国南车继孟买 1 号线、新德里古尔冈
线后第三条印度地铁车辆订单，也是中
国南车首次获得印度地铁维保订单，成
功将“制造+服务”的地铁“4S”店模
式复制到南亚大陆。

据悉，此项目的地铁车辆采用 2 动 1

拖共 3 节编组的方案，25 千伏弓网系统
供电，全列车最大载客量达到 1128 人，
最高运营时速 80 公里。新孟买地铁 1 号
线总体规划 33 公里，分三期规划，本次
签订的车辆将投入运营在一期的 11 公
里上。

记者了解到，印度目前已有加尔
各答、德里、班加罗尔、古尔冈、孟
买、海德拉巴等 40 多个城市规划或修

建 了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系 统 ， 根 据 规 划 ，
印度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开发城市轨
道交通以缓解人们的出行压力，市场
广阔。

据中国南车株机公司副总经理张旻
宇介绍，中国南车株机公司在本次投标
中与跨国公司联合，充分发挥品牌技术
服务优势，根据用户个性化需求，提供
高端、高附加值的轨道交通装备系统解

决方案，助力投标联合体从众多竞争对
手中脱颖而出，为中国南车株机公司拓
展海外市场提供了新的模式。

中国南车株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周清和表示，再次为印度人民提供高品
质地铁车辆与服务，有效缓解交通压
力，表明印度市场对中国装备制造质量
与服务的信赖，轨道交通行业正在向世
界证明中国装备制造的质量。

岁月如梭，中国建设银行已走过了
60 个春秋。60 年间，建行天津市分行秉
承“善建行者，成其久远”的理念，随着时
代的发展，不断创新，实现了跨越式又好
又快的发展。

近年来，建行天津市分行重视发挥
传统业务优势,倾力支持重点领域和重
大项目，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重点
跟进滨海新区“十大战役”相关项目，与
区内 6 家重点客户签署银企合作协议，
提供包括信贷在内的总计 1800 多亿元
的金融支持；鼎力支持天津市基础设施
和支柱产业发展，先后牵头组建或参与
临港工业区围海造陆、空客 380 项目、中
沙石化百万吨乙烯等项目；积极助力“美

丽天津”建设，已签约牵头组建居民供暖
“煤改燃”、热电厂煤改气改造、地铁建设
等“美丽天津”项下银团贷款等项目 20
多个，贷款总额 296.54 亿元，目前已发
放贷款 87.9 亿元。5 年多来，共实施贷款
投放 4000 多亿元，为天津市经济社会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建行天津市分行先后牵头组建 200
亿元市区危陋平房拆迁、河西区“八大
里”80 亿元旧城改造等银团贷款，与国
开行组建了 272 亿元天津 10 万套公租
房分组银团贷款，为八里台示范小城镇
等新农村建设贷款余额已达 85.4 亿元；
完成了 16 所高校 91.5 亿元债务重组，组
建海河教育园 194 亿元银团贷款；与 10

家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开展“医健通”银医
诊疗结算系统业务合作；累计发放个人
住 房 贷 款 30 万 笔 ，贷 款 总 金 额 709 亿
元，为总投资 400 亿元的政府保障性住
房项目中 5 个片区提供全过程造价咨询
服务，涉及总面积达 120 万平方米。

建行天津市分行“用心”、“用新”服务
小微企业。目前该行辖内已有 20 家二级
分支行设立小企业经营中心，积极推行小
企业大数据系列产品，自主研发了“税务
贷”、“工程贷”等新产品，与天津各区县政
府部门联手搭建了 45 个服务支持小微企
业的“税务贷”平台，仅 9 个月就为近百户
小企业发放“税务贷”贷款 1.49 亿元。目
前，建行天津市分行有 40 余项产品服务

小企业融资，产品和业务受到小企业普遍
好评，获得“天津银行业 2013 年度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先进单位”称号。

建行天津市分行不断加快创新的步
伐，加快新兴业务发展。截至今年 6 月
末，信用卡累计发卡 109 万张，个人网
银、手机、短信客户规模分别达到 220 万
户、176 万户、193 万户，企业网银客户规
模达 5.3 万户；今年上半年，共办理跨境
人民币业务实际收付金额 222.61 亿元，
市场份额领跑同业。截至今年 6 月末，建
行天津市分行已拥有覆盖市内各行政区
域的 288 个分支机构和 800 多台自助设
备；网上支付业务交易额、交易量同比分
别增长 70%、80%。

本报讯 记者刘存瑞报道：太原钢铁集团
公司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充分发挥“职工
创新工作室”引领带动作用，2011年以来累计
完成创新成果402项。其中，192项成果荣获
不同层次奖励，22项成果申报技术专利，还培
养出一批顶尖技术人才。

据悉，太钢自 2011 年以来相继成立了
“郭晓兵创新工作室”等 25 个职工创新工作
室，拥有成员 261 人，创新领域涵盖了转炉炼
钢、轧钢、自动控制、水处理、材料检测等 17
个专业。

太钢集团完成多项创新成果

本报讯 记者沈慧报道：日前，山东电力
基本建设总公司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签订吉
赞 3850 兆瓦燃机联合循环电站工程总承包
项目合同。

据悉，该项目采用 3D 数字化设计，全厂
设备均为全球采购，属于国际电力市场的高
端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沙特西部地区的关键
性电源和气化发电示范电站。山东电建已
先后在印度、蒙古、尼日利亚等 10 多个国家
中标 52 个电力工程项目，总合同额 243 亿
美元。

山东电建中标气化电站项目

9 月 11 日，山东省滨州市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内，工人正在检查活塞成品质量。

随着国四标准的实施，一些达不到标准的柴油机产

品纷纷停止装机，达标产品则快速上量。凭借完备的研

发体系以及成熟的产品，渤海活塞的订单急增，成为其在

当前市场中的“亮点”。 本报记者 王轶辰摄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日前，上海海鸥数码照相
机公司推出自主研发的数码相机 CK10、CM9，弥补了我
国自主研发高端数码相机的空白。

本次发布的 CM9、CK10 是海鸥第一台完全自主研
发、自主制造的国产数码相机。CM9 拥有 10 多项国家
专利、20 多项软件著作权。这两款相机的推出，有利于
打破当前国内市场被日系机垄断的局面。

作为中国最早的自主相机品牌，海鸥为无数家庭留
下了珍贵记忆。随着上海市国资委等相关部门引进民
资，海鸥开始打造自己的研发体系，形成了我国颇具实力
的数码相机研发队伍，涵盖机械设计、光学设计等多个领
域。如今，海鸥的发展战略、技术投入、经营管理已步入
市场化运作，重新回归公众视野。

海鸥推出自主研发数码相机海鸥推出自主研发数码相机

本报讯 记者雷汉发报道：中铁山桥集
团日前与孟加拉帕德玛大桥项目经理部签
约。中铁山桥将承包后者投资建设的公铁两
用桥主桥钢桁梁制造供应分包合同，这是我
国 企 业 承 揽 的 最 大 海 外 桥 梁 钢 结 构 制 造
工程。

据悉，孟加拉帕德玛桥跨越帕德玛河，是
一座长6.15千米的公铁两用钢桁梁桥。

中铁山桥承揽桥梁钢结构项目中铁山桥承揽桥梁钢结构项目

日前，沪深港三大证券交

易所上市房地产企业中，已有

156 家正式公布半年报。半年

报显示，约一半房企利润出现

不同程度下滑。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房

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比 1 月至 5

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商品房销

售面积下降 6%。

房地产企业业绩下降的整

体态势是今年我国楼市分化的

缩影，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国

房地产业的发展现状。目前，

我国房地产业开始出现下行态

势，主要表现为：第一，主要城

市商品房（不含保障性住房）价

格出现一定回落。根据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 2014 年 7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

数据，与上月相比，70 个大中

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

降的有 64 个，持平的城市有 4

个，上涨的城市有 2 个。第二，

商品房待售面积增加。根据国

家统计局发布的 7 月份全国房

地产开发和销售情况，截止到

7 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比 6 月

末 增 加 802 万 平 方 米 ，高 达

55230 万 平 方 米 ，创 历 史 新

高。第三，房地产开发商购地

面积下降。2014 年前 7 个月，

国内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

面积 17824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4.8%。第四，地价居高不

下，制约房地产发展。在开发商拿地减少的同时，2014

年前 7 个月全国土地成交价款 4828 亿元，同比增长了

9.8%。

上述数据折射出房地产业的回落态势。笔者认为，

这种回落是合理和理性的，也是房地产业走上正轨的难

得机遇。价格回落主要缘于房价前期上涨幅度过大，明

显超出居民收入水平的负担能力。房地产业的回落，对

相关行业以及 GDP 增长率会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

用。不过，这毕竟是挤压泡沫经济不可或缺的过程和手

段，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实际上，房地产业

的过度繁荣明显弊大于利：房价过高抑制了居民的合理

消费、加大金融市场风险、产生行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诱致过多的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从而导致企业竞争力

和创新力下降。此外，房地产开发企业整体资金偏紧，不

少中小企业资金压力较大，房地产业将从面临趋势性机

会转为结构性机会。基于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较低的情

况，长期来看，房地产业不会就此一蹶不振，经过自我调

整之后会进入良性发展。

目前，关于房地产业发展状况的评价及其应采取的

对策，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过分看重房地产业回落的

不利影响，似乎房地产业即将崩溃，要求政府加紧救市。

另一种则认为房地产业回落应完全由市场决定，政府不

应干涉。第一种观点明显忽略了“任何事情的发展都非

直线式前进”的客观规律，第二种观点则忽视了市场的非

理性和盲目性。

当前，房地产调控正处于关键期，政府应妥善掌握

好调控节奏，处理好地方经济与民生保障关系，合理引

导预期。一方面要实施差异化“限贷”政策，保证各地

房地产不出现剧烈动荡。另一方面，应施行差异化信

贷政策。目前，不少刚需人群难以从银行获取房贷，真

实的刚性需求得不到满足，因此，应考虑“限贷”的速

度，定向开放。

综上所述，面对房地产业的回落，应充分利用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有效调控。地

方政府要根据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同向配合，而非逆向操

作。这样，我国房地产企业在经营性现金流紧张的情况下，

才会逐渐回归和趋稳，从而使得房地产业步入良性轨道。

房地产企业和行业的新机遇

陶映桦

王洪春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由中国广核
集团承担的国家能源应用技术研究及工程示
范项目《核电站非能动应急高位冷却水源系
统》日前在大亚湾核电基地通过技术验收。
该系统的研发提高了我国核电站应对极端自
然灾害的能力，将提高核电站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

该系统高位水源储水量达 5200立方米，
可应对极端自然灾害引起的事故工况，满足
堆芯、乏燃料水池超过 3天的用水需求。

中广核核电站水源系统通过验收

本报讯 记者李己平报道：日前，吉林化
纤集团调整产品结构，以新品研发引领市场，
相继开发出竹纤维、麻纤维、阻燃纤维、原液染
色纤维等多项填补国内空白的新品，获得自主
产权专利30余项，产品差别化率达到40%。

据悉，对传统产品黏胶纤维，吉林化纤强
优势、重提升，抢占市场制高点，以抗菌、抑菌、
防螨功能赢得市场需求。

吉林化纤研发新品助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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