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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石化对标世界一流管

理，本着“专业化发展、市场化运

作、精益化管理、一体化统筹”的

原则，聚焦重点领域，建立保障机

制，深入推进 5 个领域的改革。

截至目前，今年涉及改革的 318

项主要工作已完成 94项，完成率

29.56%，已压减二级机构 2 个、三

级机构 28个。今年一季度，公司

乙烯产量同比增长 10%，汽煤柴

油总量同比增长 11%，实现营业

收入 126.77 亿元，实现税费 32.3

亿元，利润同比大幅提升。

“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激发和调动各方面的

积极性，增强发展活力、市场竞争

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为公司打造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示范企业提

供保障。”兰州石化公司执行董

事、党委书记李汝新说，公司明确

全面推进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持续推动业务资产结

构优化等 5 个领域 21 项任务，制

定了 100条措施，确定了 318项具

体工作，抓紧组织推进。

企业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部分单位裹足不前在所难免。为

此，兰州石化设立了改革领导小

组办公室、改革任务督办组，实施

“月督办、季排名、年考核”，在推

动机制上打出“组合拳”：建立改

革进度动态跟踪机制，按月“跑表

计时”，实现销项管理；实施改革

督办通报机制，对各单位改革重

点任务完成情况定期督查通报；

将改革三年行动任务完成情况纳

入绩效考核，实行积分制排名，推

动各项具体任务落地。

在采购营销业务整合中，兰

州石化将原油采购业务分别整合

至市场营销部、油品储运厂，既减

少了机构，又保障了原油及时运

输到厂。为了提升生产一线安全

环保监督检查的效率，公司将原

环境监测与管理部承担的环保管

理主要职能划归安全环保处，部分职能划归规划处、生产技

术处；将环保监测与实施职能整合到新成立的安全环保监

督中心。为了适应地企融合发展的新形势，兰州石化新设

了公共关系部，加强企业与地方政府部门的沟通协调。

在亏损企业治理中，兰州石化“降费”“增收”并驾齐驱，

按照集团公司下达的利润、加工费、亏损治理等专项考核目

标，确定了落实 230 项措施、增效 5 亿元以上的目标。公司

对独立经营单位“一对一”考核，严格资产管控，加快处置闲

置资产，提升资产使用效率。

兰州石化大力优化人力资源，将 57 名富余人员调剂

到动力厂等缺员单位。同时，建立内部人力资源市场化配

置机制，推行“阳光交流”。今年一季度，公司在人力资源

信息平台发布招聘启事 12 个，招聘岗位 193 个，成功交流

125 人，缓解了炼化主要装置生产一线技能人员不足的

困境。

兰州石化还积极推进联合运行部建设，在合成橡胶厂、

化工运行一部等单位试点的基础上，推行轮班作业方式改

革，炼化生产单位、辅助单位将在年内均由五班三运转改为

四班两运转，同时对相应的岗位进行补助。

在不断深化改革过程中，兰州石化以资本运营部为依

托，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平台；根据老企业的特点和服务

业务现状，推动服务品牌建设，提质增效，力争将导致企业

亏损的“包袱”变为增值的资产；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

减轻负担，不断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二十二冶何以拿下百亿元大单二十二冶何以拿下百亿元大单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常云亮

日前，河北省邢台市邢东新区管委会与

中国五矿集团子公司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

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按照协议，双方

合作对邢东 15个行政村进行城市化改造，总

投资金额达177亿元。

对于曾以冶建为主业的二十二冶，能与

地方政府达成这么大投资规模的城市化改

造协议，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袁斯浪深有感触地说：“企业管理

创新、科技创新、营销创新有着强大的动力，

国企转型升级因此有了更大的拓展空间。”

2020 年，二十二冶取得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双赢”，逆势实现突破，营业收入达 19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59%；利润达到 2 亿元，

比上年增长 29%。今年一季度企业营业收入

达 53.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4.34% ；利 润 达 到

2268万元，同比增长41.53%。

精细管理创品牌

二十二冶曾经承担矿山冶金工程，但由

于市场萎缩，且自身存在管理粗放问题，严

重影响了企业发展。针对这一问题，二十二

冶界定总部与二级单位、直管项目部权责边

界，形成权责、审批、备案 3个标准化清单，调

整事项归口，明确各级责任权限目标。

去年 12 月 27 日，京雄城际铁路全线开

通，二十二冶参与建设的多功能智能合杆遍

布车站以及周边主干道，让雄安站周边交通

有序畅通、高效便捷。

雄安站是雄安新区开工建设的第一个

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技术标准要求较高。二

十二冶机电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王智勇

说：“公司加大管理创新，让创优创效创品牌

成为项目部的具体目标。”为了建好智能合

杆，二十二冶机电公司雄安项目部周密研究

施工方案，1个月时间完成了 800个融视频监

控、智能照明、无线网络、信息发布、紧急呼

叫等功能于一体的智能合杆基础施工、安装

以及调试任务，特别是旋挖基础、手孔井预

制等技术方案得到甲方高度认可，并在甲方

项目部推广，保证雄安站建设顺利进行。

围绕管控体系重构，二十二冶打造项目

管控、成本管控等信息化平台，八成以上的

会议、审批等事项转到网上平台完成。公司

为扩大与政府以及大型企业合作搭建了广

阔的平台，2020年，公司与多个省市政府、企

业共签订战略合作协议31项。

贴近市场占先机

过去，集团公司几乎所有二级单位都挤

在总部办公大楼。二十二冶发展与规划部

部长李西珍告诉记者，按照集团发展规划，

十几家二级单位陆续搬离总部办公大楼，全

部迁往生产一线。2017年开始，集团将施工

单位搬迁到河北唐山周边产业园区。

离总部大楼远了，距市场却近了。2017

年，二十二冶山东分公司搬迁至济南，积极

推行本地化战略，加大营销力度，2020年，新

签合同 55.85 亿元，比上年增长 40.61%。二

十二冶一公司 2018 年 3 月入驻沈阳后，创新

营销模式，以 ABO（授权+建设+运营）方式

中标合同总额达 31.8 亿元的沈阳中关村科

技创新基地南区配套工程，公司签订合同金

额从 2018 年的 34 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60

亿元。

面对冶建市场逐年萎缩的形势，二十二

冶抓住钢铁行业产业升级和重新布局机遇，

持续开发山东、河北、广西、四川等地存量市

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等一系

列重大战略出台后，催生了非冶建增量市

场，二十二冶迅速跟进，在这些城市群进驻

了 12个区域公司，2020年签订北京大兴机场

临空经济区航空物流区生态林等“高新综

大”合同30余项。

同时，二十二冶充分发挥大型国有企业

的融资优势，灵活运用 PPP（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EPC+F（总承包+投资）以及 ABO 等

投融资手段，与地方政府携手突破大项目资

金短缺瓶颈。据二十二冶投融资部刘蒙钢

介绍，仅 ABO 模式一项，二十二冶就承接了

25个大型项目，总投资达536亿元。

“创新带来合同金额大幅增长。”二十二

冶集团总经理助理兼市场开发部部长马建

民介绍，2019年签订合同金额 456亿元，2020

年新签合同额达675亿元。

专注研发推新品

梧桐大道五期项目是唐山市首个全装

配式住宅项目，也是二十二冶推进装配式建

筑产品应用的一项成果。近日，记者在唐山

梧桐大道五期项目工地看到，施工现场没有

垃圾和扬尘，也听不到嘈杂的施工噪音，只

见高高的塔吊在几位工人的配合下起吊墙

体等物料。该项目总工程师王凯告诉记者：

“装配式住房施工和搭积木类似，用工少，施

工快、效率高、能耗少。”

2012 年，二十二冶在唐山遵化市党峪镇

成立了装配化产业分公司，率先在全国建筑

行业研发制造装配式建筑产品。集团自主

研发了“装配整体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和

“装配式钢—混凝土板柱结构”两大技术体

系，开发出混凝土预制构件和钢—混凝土组

合构件制作工艺及其生产线，获得了 100 多

项国家专利。装配式产业分公司总工程师

张晓峰告诉记者，装配式建筑产品在

提高作业效率、降低劳动强度的同时减

少能耗，可节水 80％、节能 70％、节材 20％、

节约施工占用土地达 20％，同时把建筑噪音

以及固废排放等问题集中在后方进行无害

化或资源化处理，有效解决了环境污染、资

源浪费以及扰民问题。用装配式建筑产品

建造的住宅抗震性能强，保温隔音效果好，

空间利用率高。

装配式建筑产品的研发制造，为二十二

冶转型发展开辟了新路。目前，公司已经形

成装配式钢—混凝土组合结构、装配式混凝

土结构以及低能耗装配式 3 个产品体系，建

成了河北遵化、河北邢台、安徽淮北 3个装配

产业化基地。河北遵化投产的国家装配式

建筑产业基地具备了年产 30 万立方米预制

构件生产规模，成为国内科技含量最高、设

备最先进、规模最大的建筑工业化生产基地

之一。集团全面引入智能技术，与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签署了装配式数字工厂建设技

术软件开发合作协议，引入智慧工厂管理

系统。

装配式住宅产业的发展，让二十二冶迎

来了新发展机遇。公司业务拓展到生态治

理、新能源、城市地下管廊建设以及精密锻

造等行业。2020年，公司相继承建了云南大

理海东新区再生水工程、珠海横琴项目地下

综合管廊、秦皇岛饮马河下游天然河道修复

工程、丰宁森吉图风电、宜宾市长江生态综

合治理等项目。

二十二冶不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历

时两年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发的世界首套锻

造耐磨衬板，彻底改变原有半自磨机衬板

频繁断裂现象。2020 年 11 月，该产品开始

在大红山矿业半自磨机上使用，各项性能

超过设计预期，使用寿命是原衬板的 2倍以

上。二十二冶精密锻造公司总工程师李景

生介绍，这项技术产品的成功研发，为二

十二冶发展高端制造业提供了新的储备。

近年来，二十二冶陆续开发了高温高压阀

体精密锻件、航空航天锻件、石油井口锻

件、石油钻采工具配件等产品，2020 年完

成精密锻件产量 7600 件，较上年增长 3900

件，实现产值766万元。

二十二冶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生产场景。 尹明建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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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在华高层震荡仍在继续。继福特

中国宣布调整全国销售服务机构总裁之后，

日前有媒体称，福特中国电动车事业部首席

运营官、Mustang Mach-E 电动车项目负责

人朱江已离职，或加盟小米汽车。

此前，福特中国宣布成立福特品牌乘

用车事业部和中国商用车事业部，并做出

一系列人事任命。具体来说，现任福特汽

车南美及国际市场总裁 Lyle Watters 将出

任乘用车事业部总经理，江铃汽车总裁王

文涛出任中国商用车事业部总经理，两人

均向福特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陈安宁

汇报。

一系列眼花缭乱的人事调整背后，是福

特中国“悬崖之上”的自我救赎。尽管一周

前，福特公布的财务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

度公司整体营收达到 362 亿美元，实现净利

润 33亿美元，创下自 2011年以来最佳第一季

度业绩。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其营收和

利润主要来自北美市场支撑。在福特已取

得的 48亿美元息税前利润中，仅有 4.54亿美

元为北美地区以外汽车业务。而与北美地

区并列为福特全球“两大核心”的中国市场，

仅是接近盈亏平衡，这与大众、丰田在华表

现天壤之别。

有人也许会问，今年第一季度，福特在

华销量和增幅不是挺亮眼吗？以其旗下合

资公司长安福特为例，新车销售 49325 辆，

同比增幅高达 46.3%。不过，这其实只是表

象。由于去年第一季度，我国车市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较为严重，长安福特的这个

同比高增幅，主要是由于销量基数较低所

致。真正具有可比性的数据是 4 月份，但

长安福特当月销量仅为 15363 辆，同比下滑

24.93%。显然，这并不是一个令人乐观的

销量走势。

福特曾发布“福特中国 2.0”战略，提出

“更福特、更中国”和“长安福特要用 3年时间

恢复到主流合资企业”的目标。有人直言不

讳，按目前态势，甭说长安福特重返主流，就

是福特在华也很难入流。

反思福特在华的不理想表现，产品不给

力是主要原因。一方面，福特在华产品更新

换代太慢。有统计表明，长安福特车型平均

更新时间为 5.4年，全球车型车龄 3年以上的

占比 68%，乘用车车型平台基本是 2013 年以

前投放的。以长安福特嘉年华为例，这款车

于 2009 年 3 月在华上市，直到 2013 年 3 月进

行中期改款，2019 年 11 月才正式换代。显

然，如此步伐，很难跟上市场节奏。

要知道，今天的中国汽车市场已发生翻

天覆地变化，不再是合资品牌占据绝对优

势，拿一款老产品就可以糊弄消费者的时

代。随着市场从增量转向存量博弈，以及自

主的崛起，新势力的跃升，竞争加剧使得中

国消费者愈发“喜新厌旧”。即使强如大众

旗下的帕萨特、迈腾，也是一年一小改，两年

一大改。如果福特不思进取，其被中国市场

抛弃是不难预料的。

事实上，在技术与市场的双重推动下，

维持产品与企业竞争力的最好方式就是不

断推陈出新，保持产品对市场的吸引力。此

前，韩系车企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实现较快增

长，很大程度就在于，韩系车在其他合资品

牌车型还在中期改款时，就已开始提前换

代。因此，缩短产品周期就成了车企演绎

“时间就是生命”的最佳注解。特别是在“电

动化和智能化”变革浪潮下，加快产品迭代，

更 是 时 不 我 待 ，福 特 不 应 该 看 不 到 这 一

变化。

另外，福特在华也缺乏明星产品。对比

在华主流车企，不管是占据国内大半市场的

德系“南北大众”，还是稳扎稳打的日系“两

田一产”，以及奋力崛起的自主品牌，旗下都

会有不止一款月销量持续过万辆的产品。

然而，梳理近年来福特在华车型，无论是锐

际，还是探险者，大多销量平平。没有明星

车型带动和造势，企业要想产品上量，难度

不言而喻。

问题还在于，近年来福特产品深陷质量

危机。因为福特旗下部分车型变速箱进水，

导致生锈，今年被央视“3·15”晚会曝光。虽

然长安福特早就发现这个缺陷，并且有了解

决方案，却并没有主动召回。有网友吐槽，

长安福特如此做法，“不仅伤害性极大，而且

侮辱性极强”。失去了消费者信任的品牌，

其销量岂有不下滑之理？

产品营销翻车也成为福特中国之痛。

今年春节期间，福特中国发布海报称“2021

中国·马年”，引发社会质疑。虽然事后福特

中国解释，是为了推广野马电动车，但公众

对“指牛为马”行为并不买账。从传播学上

讲，福特中国是抖了一个机灵，试图达到出

圈营销的目的，却忽略了营销的基础是文化

认同。试想，一个对中国春节传统文化都没

有理解和尊重的企业，又怎能在华做好本土

化运营呢？

100 多年前，福特第一个发明流水线大

批量生产汽车，使得汽车成为一种大众产

品，走进千家万户。它不仅改变了工业生产

方式，而且对现代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

响，从而奠定了福特汽车在历史上的独特地

位。然而，今天的福特已远远落后其竞争对

手大众、丰田，不知“悬崖之上”的福特何时

能迷途知返。

福 特 能 否 迷 途 知 返

该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焦作监管分

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

告：

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陟龙泉支行

简称：焦作中旅银行武陟龙泉支行

机构编码：B0732S341080040

许可证流水号：00589867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21年04月22日

电话：0391-2116789

邮编：454000

住所：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龙泉办事处文化路与黄河大

道交叉口东北角2号楼门面房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焦作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1年04月25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焦作监管分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