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大代表徐征：

服务国家战略才有大市场

本报记者 孙翔峰 昝秀丽

“进入新时代，适应、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是每个企业的大政治、大担当、大责任。 只有服务国家战略，才有企业的大市场和长远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建工董事长徐征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上海建工的业务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技术创新等，都是围绕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这个大局，不断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推动企业的发展空间不断延伸。

2019年，上海建工实现营业收入2054.97亿元，同比增长20.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9.3亿元，同比增长41.38%，净利润增幅比此前公司的业绩快报高5.8个百分点，2019年的盈利超出市场预期。

服务国家战略 加速业务转型

徐征认为，业务创新的价值决定于国家和市场需求，以及企业自身的能力。 进入“十三五” ，上海建工深入贯彻五大发展理念，致力于打造“广受赞誉的建筑全生命周期服务商”的发展愿景，在持续做强做优做大传统五大事业群的同时，瞄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等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大力发展“城市更新、水利水务、环境工程、数字化工业化建造、建筑服务业”五大新兴产业。

2020年，我国将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成效。 突出依法、科学、精准治污。 深化重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攻坚。 加强污水、垃圾处置设施建设。 壮大节能环保产业。 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徐征表示，今年有关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要求，正是上海建工近些年来业务增长最快的板块，也是未来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发力点，极具发展潜力。

事实上，作 为环境 工程“国 家队 ” 的中 坚力量 ，上海建 工在完 善全产业 链 、提升 核心能 力的战略 高度 ，把 水利水 务、环境 工程作为 重要的 新兴业 务拓展 领域 ，在污 水和污 泥处理 、环境综合 治理、土 壤修复 、固体废 物处置 、海 绵城市 、综合管 廊 、园林 景观等绿 色产业 上持续 发力。 2019年，仅 环境工 程业务 在建合 同就有 240亿 元。 近日 ，由上海 建工设 计建造的 国内首 座大规 模固定式 渣土资 源化利 用厂在 南京南部 新城投 产运营 ，该厂“变 废为宝 ” ，将 渣土批 量处理 后作筑路 材料用 于片区 内的市 政道路建 设，日处 理渣土 1万吨 ，计 划处理南 部新城 片区渣 土约 220万立 方米 ，具 有良好 的经济 效益 、社会 效益和 环境效 益 。

从世博后 滩 、崇明 东滩 、新 江湾城生 态保育 等生态 修复 ，到 上海桃浦 603污染地 块修复 、海南昌化 铅锌矿 矿山环 境治理 示范 、山西 长治漳 泽湖东 岸生态 修复与保 护综合 治理、西 湖大学生 态水系 建设、长 三角路 演中心湿 地修复 等项目 ，上海建 工以“硬实 力” 赢得 环境工 程全生命 周期服 务商领 跑者的 美誉。

“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尤其是在生态环境治理与建设上，要不断发挥我们投资、设计、建造一体化服务优势，加强在水环境、土壤治理、河道治理、固废处理、海绵城市方面的投入力度，助力建设‘美丽中国’ 。 ”徐征说。

科技为矛 推动企业不断进步

“科技创新是推进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近些年来我们在科技创新上持续投入。 ”徐征说。

他表示，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本上来说，要与提升产业能级相结合，要为科技创新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激励机制。 近些年来，上海建工除了在传统建筑施工业务上加强科技创新外，还在城市更新、环境治理、建筑3D打印、建筑设施设备运维等方面加大科研投入，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产业的发展，也形成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在工作环境和激励机制上，上海建工建立了“中央研究院”模式的两级研发机构，2019年科研经费达到62亿元；在人才激励上，近年来推出了包括职业经理人制度、核心员工持股、建设人才公寓在内的一系列激励措施等。

对科技的投入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位于上海临港地区总建筑面积约为14.5万平方米、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一期）项目正是由上海建工建造，在建造中采用BIM和预制拼装技术，从打桩到厂房结构完工仅用了6个月，充分展现了“上海速度” 。

强化管理 激发组织活力

“作为上海国企，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牢牢把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对内通过创新和优化管理机制，不断发挥全产业链协同联动优势，不断增强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 ”徐征说。

作为国企改革标杆，上海建工多年前就实现了员工持股，上海建工构建了从全员到核心员工，到核心骨干，到职业经理人四层的激励机制安排。

徐征介绍，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和领导干部都有比较清晰的持股要求。 比如，职业经理人收入的30%会用来增持公司股份，企业领导除了参与核心骨干员工持股外，还需要拿出收入的20%增持公司股份。

徐 征 介 绍 ， 这 些 持 股 都 是 从 二 级 市 场 发 起 ， 通 过 这 种 方 式 ， 促 使 集 团 的 高 管 以 及 核 心 员 工 关 注 公 司 二 级 市 场 表 现 ， 也 推 动 企 业 员 工 通 过 自 己 的 工 作 为 股 东 创 造 更 多 回 报 。

“通过这样一个激励机制的安排，上海建工的员工向心力是强的，执行力也是强的，公司的发展潜力值得期待。 ” 徐征说。

A07

■

2020

年

5

月

23

日 星期六

■

责编：钟志敏 美编：苏振 电话：

010-63070277

全国政协委员王煜：

民航蓄力复苏 个人出行市场潜力待释放

□本报记者 崔小粟 实习记者 金一丹

全国政协委员、 春秋航空董事长王煜

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

示， 新冠肺炎疫情不会改变民航业发展的

大趋势。 随着疫情稳定，民航业正在逐步复

苏。 目前春秋航空超过95%的国内航班已

恢复， 客座率达75%。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

展， 居民个人出行需求以及对航空产品的

定制化需求也在不断增长， 个人出行市场

潜力待释放。

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常态化挑战

中国证券报：今年两会，你提出哪些方

面的提案？

王煜： 如何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常态

化挑战以及加快恢复经济是我今年提案的

主要内容。

国内疫情已得到了有效控制， 但是公

共卫生事件的常态化挑战也是大概率的

事。 延续良好的卫生习惯应是当前工作的

重点之一。 我提议立法规范分餐制等公共

卫生行为，提升我国公共卫生文明水平，加

大公共卫生宣传，形成分餐制、公筷制、口

罩文化、勤洗手等良好的国民卫生习惯。

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口罩、防护服、快

递、物流、商超、一般生活用品的产能主体已

是民营企业，并在物资捐赠、交通运输、生活

服务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这

一特点，我建议将民营企业纳入国家应急救

援体系，将事关国计民生的骨干民营企业纳

入国家应急指挥、协调体系，让骨干民营企

业参与到国家应急预案制定等工作中，使国

家应急救援工作效率最大化。

增收节支 蓄力复苏

中国证券报：春秋航空复工后，运营情

况如何？

王煜：公司并未因为疫情停工停产，全

员在岗。 与去年同期相比，目前春秋航空超

过95%的国内航班已恢复， 客座率也在逐

步提高，目前已稳定在75%，在朝着80%的

客座率迈进。

中国证券报：春秋航空

4

月份运营数据

显示，货邮载重量同比增长

65.26%

。 企业如

何在短时间内提升货运运力？

王煜：疫情发生后，承运物资的货运需

求迅速上升，尤其是防疫物资的运输需求。

从2月份起，公司在货运方面进行了大规模

投入。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国内一下子没

有那么多医疗物资的产能， 需要从国外往

国内运送救援物资。 但当时国内航空运力

不足，很多物资运不进来。 当时，我们在国

外的货仓堆满了各种防疫物资。 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在符合民航相关标准的情况下，

我们进行了精密的测算， 把货仓做到了极

致，尽可能扩大运力满足需求。 此外，我们

也临时进行了客改货的一些工作， 能够承

担部分货运工作。

中国证券报：一季度春秋航空成本端费

用有所下降， 管理费用环比下降了

45.7%

，

下降的原因和成本管控的措施是什么？

王煜： 春秋航空的成本优势来源于我

们“两高两低两单” 的业务模式：高客座

率、高飞机利用率、单一机型、单一仓位、低

管理费用、低营销费用。 单一机型、单一仓

位可以实现标准化作业， 从而达到高效运

行的效果。 在控制成本方面，我们成立了多

个委员会，比如成本委员会等，通过精细化

管理，同时借助大数据手段来控制成本，实

现成本持续优化。 大数据定制化管理是我

们在做成本管理的一大特色和优势， 我们

公司所有系统包括销售系统、 运行系统、

FOC、MIS、 安全系统等都是自主开发，可

以根据自身需求对数据进行定制化开发。

管理费用下降的原因， 一是我们一直

刚性控制， 对后台人员成本管控和人机比

管控比较严； 二是把B2C的手续费移到了

销售费用里。 管理费用基数不是很大，但还

有下降空间，疫情打破了原有的管控边界，

未来可能会降到以前没有达到过的位置。

个人出行定制市场潜力待释放

中国证券报： 目前低成本航空发展的

主要障碍是什么？ 未来市场空间有多大？

王煜： 最大的阻碍是此前直接把国外

的“low� cost” 翻译过来称为低成本，造成

了广大旅客的误解。 传统的观念认为便宜

没好货。 事实上，低成本、低价反映了高效

率，最符合大众化需求的。 所以，我比较喜

欢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大众化航空。

其次， 消费者对航空产品类型有一个接

受过程。 传统航空公司采用捆绑式产品销售

策略，主要针对公务、商务的客人，这类客人

费用都是报销的，希望飞一次服务都给全，哪

怕我不需要，这一类人对产品价格不敏感。目

前大众化航空针对的是个人出行市场， 需要

的服务顾客就付钱，不要的就不付钱。个人出

行定制化产品给顾客充分选择的权利。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居民航空

需求也在不断上升。 目前市场上由乘客自

主选择的航空产品还太少。 根据亚太航空

中心统计，2018年我国低成本航空占国内

航线市场份额为9.7%。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

展，个人出行需求的提升，低成本航空提供

的灵活产品服务将获得更大市场认可。

全国人大代表江寿林：

加大石油天然气

储备能力建设力度

□本报记者 刘杨

全国人大代表、 洛阳石化总经理江寿林接受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国际油价的下跌为

我国提供了良好的战略储备窗口， 我们要抓住有

利时机，增强抗风险能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建

议利用国家储备、商业储备、大型油轮、炼厂库容

等设施，通过远期合同、套期保值、订购现货等方

式在相对较低的价格上扩大进口， 提高进口原油

的储备能力。

江寿林指出，我国是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

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2019年我国原油进口量

突破5亿吨， 同比增长19.6%， 再创历史新高；同

时，2019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72.5%。 必须

建立合理足够的战略储备， 才能有效应对国际原

油市场的风吹草动。

原油储备能力直接影响进口量和战略主动

性。 为此，江寿林建议，应继续扩大在石油储备、管

输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加快推进已规划国内石

油储备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采取措施调动大型

企业、民间资本的积极性，鼓励“储油于商” ，提高

储备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效率，把握战略主动性。

江寿林还建议， 应拓宽战略石油储备体系范

畴，重视加强石油和天然气（LNG）应急储备建

设，合理开展内陆石油、天然气（LNG）应急储备

布点，建立国家、区域及企业等多层级的应急能源

储备机制， 应对重大公共危机期间的能源市场波

动，发挥储备对能源市场的调节平抑作用，保障特

殊时期能源供给。

全国人大代表郑月明：

推动生物可降解材料

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刘杨

5月22日，全国人大代表、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郑月明建议， 进一步加大国家政策支持

力度，推动生物可降解材料产业发展。

郑月明介绍， 目前国内市场上主流的生物可降解

材料聚乳酸 （PLA）、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

（PBAT）、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等，虽已有中试

技术或工业化装置， 但产品质量与欧美企业还有一定

差距； 其他生物可降解材料如环氧丙烷和二氧化碳共

聚物（PPC）及聚羟基烷酸酯（PHA）等，离工业化还

有比较远的距离。

郑月明认为，除了技术外，还有成本等方面的原因

限制了应用。一方面，现阶段国内推行“禁塑”政策的省

份还比较少。 查阅官方公布的消息，到2019年底，全国

只有吉林省、海南省、河南省和安徽省部分市县发布了

“禁塑”政策。 2020年以来又有几个省份相继出台了相

关限塑政策，但就全国而言比例仍然不高。另一方面，与

传统塑料相比， 生物可降解材料生产成本相对较高，受

成本影响国内生物可降解材料推广难度较大，虽潜在需

求巨大，但表观消费量仍然较小，加上规模化生产技术

尚未完全成熟， 产品性能也没有传统塑料覆盖的范围

广，限制了生物可降解材料的推广应用。 随着快递物流

包装产业的发展， 生物可降解材料的替代需求空间巨

大，按替代趋势预估，欧洲潜在需求超过2700万吨/年，

中国潜在需求超过1800万吨/年。

郑月明建议，加大政策支持和扶持力度，推动生物

可降解材料产业的发展和推广应用。鼓励以企业为主体

开展合成、改性和回收处理等技术攻关，支持建设工业

示范装置，以专项扶持资金、税收减免等方式，鼓励企业

开展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像支持新能源汽车、光伏等新

兴产业一样，对生物可降解材料生产企业给予阶段性补

贴。 加大在一次性塑料购物袋、一次性塑料包装领域推

广应用力度，对使用不可降解塑料的消费者征收附加消

费税。 鉴于生物可降解材料投资强度大，加大资本市场

融资支持力度，支持行业领先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全国人大代表陈锦石:

大力培养

高水平产业工人

□本报记者 张军

“建议进一步加强各行业、各类技校建设，建筑工

人必须通过技校毕业、职业资格认证后上岗，培养高技

术水平产业工人， 适应不断升级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需

要。 ”全国人大代表、中南集团董事局主席陈锦石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陈锦石表示，建筑业都是人随项目走，人员流动性

大，培训的对象不确定，责任主体也难以明确，对劳务

人员上岗素质更难以把握。

同时，由于建筑从业人员流动性大，普遍存在劳务

公司不与劳务工人签订劳动合同， 更不用说劳务企业

给劳务工人办理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保险。农民工

因缺乏归属感和社会保障， 不仅不利于企业和社会的

稳定，也很难形成稳定的建筑业产业队伍。

针对这种情况， 他还建议， 建立建筑劳务行业协

会，牵头产业工人培训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建设；深化劳

务用工制度改革，做实专业化实体化劳务公司，强化对

劳务专业企业的改革与扶持。

□本报记者 孙翔峰 昝秀丽

“进入新时代，适应、融入和服务国家战

略，是每个企业的大政治、大担当、大责任。只

有服务国家战略， 才有企业的大市场和长远

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建工董事长徐征

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上海

建工的业务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技术

创新等， 都是围绕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这个

大局，不断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推动企业的

发展空间不断延伸。

2019年，上海建工实现营业收入2054.97

亿元，同比增长20.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39.3亿元，同比增长41.38%，净利

润增幅比此前公司的业绩快报高5.8个百分

点，2019年的盈利超出市场预期。

服务国家战略 加速业务转型

徐征认为， 业务创新的价值决定于国家

和市场需求，以及企业自身的能力。 进入“十

三五” ，上海建工深入贯彻五大发展理念，致

力于打造“广受赞誉的建筑全生命周期服务

商”的发展愿景，在持续做强做优做大传统五

大事业群的同时，瞄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等生态文

明建设国家战略，大力发展“城市更新、水利

水务、环境工程、数字化工业化建造、建筑服

务业” 五大新兴产业。

2020年，我国将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成效。

突出依法、科学、精准治污。 深化重点地区大

气污染治理攻坚。 加强污水、垃圾处置设施建

设。壮大节能环保产业。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

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徐征

表示， 今年有关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要

求， 正是上海建工近些年来业务增长最快的

板块，也是未来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发力点，

极具发展潜力。

事实上，作为环境工程“国家队” 的中

坚力量，上海建工在完善全产业链、提升核

心能力的战略高度，把水利水务、环境工程

作为重要的新兴业务拓展领域，在污水和污

泥处理、环境综合治理、土壤修复、固体废物

处置、海绵城市、综合管廊、园林景观等绿色

产业上持续发力。 2019年，仅环境工程业务

在建合同就有240亿元。 近日，由上海建工设

计建造的国内首座大规模固定式渣土资源

化利用厂在南京南部新城投产运营， 该厂

“变废为宝” ， 将渣土批量处理后作筑路材

料用于片区内的市政道路建设，日处理渣土

1万吨，计划处理南部新城片区渣土约220万

立方米，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环境效益。

从世博后滩、崇明东滩、新江湾城生态

保育等生态修复， 到上海桃浦603污染地块

修复、 海南昌化铅锌矿矿山环境治理示范、

山西长治漳泽湖东岸生态修复与保护综合

治理、西湖大学生态水系建设、长三角路演

中心湿地修复等项目， 上海建工以 “硬实

力” 赢得环境工程全生命周期服务商领跑者

的美誉。

“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尤其是在生态环境治理与建设上，要不断

发挥我们投资、设计、建造一体化服务优势，

加强在水环境、土壤治理、河道治理、固废处

理、海绵城市方面的投入力度，助力建设‘美

丽中国’ 。 ”徐征说。

科技为矛 推动企业不断进步

“科技创新是推进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近些年来我们在科技创新上持续投入。 ”

徐征说。

他表示，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根本上来说，要与提升产业能级相结合，要为

科技创新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激励机

制。近些年来，上海建工除了在传统建筑施工

业务上加强科技创新外，还在城市更新、环境

治理、建筑3D打印、建筑设施设备运维等方

面加大科研投入， 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产业的

发展，也形成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在工作环境和激励机制上， 上海建工建

立了 “中央研究院” 模式的两级研发机构，

2019年科研经费达到62亿元；在人才激励上，

近年来推出了包括职业经理人制度、 核心员

工持股、 建设人才公寓在内的一系列激励措

施等。

对科技的投入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位于

上海临港地区总建筑面积约为14.5万平方

米、 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特斯拉上

海超级工厂（一期）项目正是由上海建工建

造，在建造中采用BIM和预制拼装技术，从打

桩到厂房结构完工仅用了6个月，充分展现了

“上海速度” 。

强化管理 激发组织活力

“作为上海国企，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牢牢

把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 对内通

过创新和优化管理机制， 不断发挥全产业链

协同联动优势， 不断增强内生动力和发展活

力。 ” 徐征说。

作为国企改革标杆， 上海建工多年前就

实现了员工持股， 上海建工构建了从全员到

核心员工，到核心骨干，到职业经理人四层的

激励机制安排。

徐征介绍， 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和领导干

部都有比较清晰的持股要求。 比如，职业经理

人收入的30%会用来增持公司股份， 企业领

导除了参与核心骨干员工持股外， 还需要拿

出收入的20%增持公司股份。

徐征介绍， 这些持股都是从二级市场

发起，通过这种方式，促使集团的高管以及

核心员工关注公司二级市场表现， 也推动

企业员工通过自己的工作为股东创造更多

回报。

“通过这样一个激励机制的安排， 上海

建工的员工向心力是强的，执行力也是强的，

公司的发展潜力值得期待。 ” 徐征说。

全国人大代表徐征：

服务国家战略才有大市场

� 适应、融入和服务国家

战略， 是每个企业的大政

治、大担当、大责任。只有服

务国家战略，才有企业的大

市场和长远发展。

� 春秋航空超过

95%的国内航班

已恢复， 客座率逐

步提高， 目前稳定

在75%。

新华社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