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8 月 2 日，中国籍成品油船“昆仑油 205”载货 92# 汽油 12137 吨和 0# 柴油 13292 吨顺利靠泊福

州江阴建滔化工码头有限公司10号泊位。该船船长177米，型宽29米，载重吨27499吨，排水量满载39098吨，

是迄今为止福州建滔码头所接泊的最大船舶。

8 月 2 日 13:20，内贸成品油船“昆仑油 205”到港

靠泊；15:00 完成软管接固，期间完成舷梯搭放、联检、

计量取样等工作；20:10 开始作业，并于 8 月 4 日 06:15

完成卸货及后续作业；8 月 4 日 09:40，“昆仑油 205”

顺利离泊。

该船得以顺利靠泊作业，离不开码头属地各级监管

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也离不开公司领导及各部门的通力

合作，克服多项困难、解决数个技术性难题，使船舶及

时靠泊接卸。中石油特地向福州建滔送来了感谢信，感

谢福州建滔为中石油福州、莆田、宁德、南平等 4 个地

市加油站的资源提供了保障，避免了由于断油造成的不

良社会影响，并希望双方继续深化合作，携手共同开拓

和深耕福建成品油市场。

此次来船体现了福州建滔对大客户临时需求的专业

响应能力，并使过程做到全程合规、安全及数质量可靠，

也为福州建滔今后在同类业务上积累了宝贵经验，大吨

级船舶作业自此将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加入到福州

建滔的服务内容中。此次靠泊也将作为一个成功案例，

为今后江阴地区的油品及化工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福
州建滔 Erik Pellikaan）

福 州 建 滔 码 头
迎 来 开 业 以 来 最 大 成 品 油 船

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在 2019年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一场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为主题的学习教育，拉开了党的十九大以来首个主题教育的序幕。上海中远海运围绕“守

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十二字总要求，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推动主

题教育引向深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一记发令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站在 70 年后

全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变革的十字路口上，主题教育的开启，如同又一次吹响了深化改革、转型升

级的冲锋号，奏响了坚守祖业、做强主业、追梦圆梦的协奏曲。怎样转型、如何求变，这是我们必

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关键在于思想观念的转变，关键在于具体行动的落实，关键在于共同

担当、共同奋斗。要突出一个真字，把真学习、真调研、真检视、真反思、真整改、真落实贯穿生

产经营始终。要突出一个实字，坚决杜绝只表态不表率、只挂帅不出征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

以务实高效、狠抓落实的执行力，将目标化为实景，百川汇海，成就宏伟蓝图。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一次大起底。坚持问题导向，勇于自我革命，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

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保持生机活力的金钥匙。心无旁骛抓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就要求我们拂

去思想灰尘、清除精神懈怠、抵制膨胀情绪，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在深改快改的快车道上一路向

前；就要求我们练就千里眼、顺风耳，勇于发现问题，勤于检视问题，敢于直面问题，善于解决问题，

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推进自我革命；就要求我们聚焦专业化、市场化、标准化，

向行业高精尖看齐，在为客户创造价值上用力，通过重塑制度、再造流程、调整干部、优化管理、

严格考核，有效改变内部发展动力不足、与市场脱节的弱势，打造一支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的高

绩效组织。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一场攻坚战。目标越近，挑战越多，难度也越大。近两年来，我们

心无旁骛、勠力同心，以“十三五”战略规划为指引，从“两轮驱动”双向发力，到全面打造“3+1”
经营创效平台，产业建设不断升级，盈利能力大幅提升，始终沿着正确的战略轨迹，在深耕细作中

努力绘就高质量、专业化发展的工笔画。但更要清楚地认识到，行百里者半九十，面对盈利创效本

质落实不彻底、营运模式和组织架构不合理、内控体系建设基础薄弱等发展进程中的险阻和鸿沟，

决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必须要始终坚持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无阻是心态、风雨兼

程是状态的精气神，沉着应对当前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爬坡过坎、蓄力攻坚，在接续奋斗中把做

强主业的目标不断推向前进。

初心如磐方能不惧挑战，牢记使命方能成就伟业，在坚守祖业、做强主业的使命感召和引领下，

在持续巩固深化主题教育的进程中，上海中远海运将进一步凝聚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以功成不必在

我的胸怀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一笔一划绘就公司的新时代长征之路，一步一趋迈向高质量发展

的康庄大道。

《海运》编辑部

初 心 如 磐   使 命 弥 坚
重整行装走好新长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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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上讲台

许立荣董事长上海交大“开讲”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举办“领导干部上讲台”国企公开课上海交通大学专场报告会。

报告会上，许立荣以“海运即国运”为主题，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为主线，

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关于“经济强国必定是海洋强国、航运强国”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国有企

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放眼世界航运史和新中国海运发展历程，结合中远海运 70 年成长发展历程、改

革重组经验和全球化实践，深刻阐述了海运业的战略地位、战略担当及航海精神特质。报告分享了“海运”

与“国运”关系的五个方面思考：

一是海运是“强国”难以复制的动力要素。列举了

欧美、日韩等国家崛起的“海运”因素，回顾了从唐代

以来中国海运业发展与国力强弱同频共振的沧海沉浮，

揭示了海运事关民族安危、国家命脉的重要战略地位。

二是海运是“强国”不可或缺的经济要素。以“大

起大落、大风大浪、大进大出、大喜大悲”概括了海运

业的特点，以海运贸易量占全球贸易总量 90% 等一系列

数据，充分阐述了海运业在成本优势、网络优势、适货性、

与贸易的关联度等方面的不可替代性，阐述了海运业作

为预判国际市场的“晴雨表”、市场充分竞争的标杆、

国内经济融入国际市场的先导，在拉动经济、促进贸易

等方面的不可或缺。

三是深化改革重组是做强海运的最佳

路径。介绍了集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思想，以新发展

理念为引领，以服务国家战略为使命，持续

深化改革重组，大力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实现了规模与效益、改革与发展同步增长，

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综合航运企业的改革

历程和重大成就。

四是践行“一带一路”是做强海运的

最大机遇。阐述了海运业作为推动“一带一

路”落地最成熟的产业力量，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骨干作用，介绍了中远海运在航运、

码头支点网络、全程供应链服务等立体式“一

带一路”业务格局，同时分享了“义利并举、

共享共赢”的“一带一路”实践体会。

五是海运文化是滋养强国梦的精神财富。

结合航海文化和航海精神，勉励在座同学，在

如潮如歌的新时代，在远大的人生航程中，“把

好舵”，砥砺家国天下的爱国精神；“定好锚”，

坚守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扬起帆”，激扬

战风斗浪的进取精神；“拧成绳”，保持同舟

共济的合作精神，跑赢青春、跑赢当下、跑赢未来，做青春的奋斗者，做时代的追梦人。

“国企领导上讲台”活动由国资委、教育部联合举办，中远海运和上海交大作为首批结对单位，前期已

顺利对接并就深入合作进行了充分交流。本次报告会引起了上海交大 700 多名在场师生的热烈反响。

报告会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与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座谈会，双方就船舶海洋相关学科、上海交大中美物

流研究院、学校与国企合作等情况进行了深入交流。（文稿来源：中远海运集团官网）

1.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思想，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服务国家

战略为使命，持续深化改革，大力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综合航运企业。

2. 海运即国运。海运是强国背后难以复制的动力因素，是强国不可或缺的经济要素。

3. 新中国的海运事业由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跟跑、并跑，到领跑，引领世界航运发展，是新中

国发展的缩影，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4.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海运作为全球贸易最主要的载体，它的地位和角色始终没有变，至今

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5. 海运业的性质决定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开放、充分竞争的市场。

6. 海运业的特点：大起大落、大风大浪、大进大出、大喜大悲。

7. 中国要成为海运强国，首先要做强中国的海运企业，最佳的路径就是深化改革。

8. 践行“一带一路”是做强海运的最大机遇。

9. 如果说贸易与投资是“一带一路”上流淌的血液，那么承担了全球 90% 贸易量的海运网络就是

动脉和毛细血管。作为推动“一带一路”落地最成熟的产业力量，海运应当充分发挥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骨干作用。

10. 积极参与建设国际新通道，提升“一带一路”全程供应链服务，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

11.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以“义”字主导价值观，见利要思义，不义则不为。

12. 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要讲求长期稳定发展，不能搞短期行为，要真正参与到当地的经济

发展和民生改善中，增强东道国的“造血”功能，实现企业与东道国可持续的共赢目标，惠及当地、

惠及社会、惠及人类。

13.“多赢”不是一个“点”赢，而是一条“链”赢，是一个“面”赢。在“多赢”理念推动下，

我们对于“一带一路”沿线资源，就要讲求协同效应，避免分散、孤立的业务布局，力求连点成线，

排线成面。

14.“把好舵”，砥砺家国天下的爱国精神；“定好锚”，坚守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扬起帆”，

激扬战风斗浪的进取精神；“拧成绳”，保持同舟共济的合作精神。

许立荣董事长

在国企公开课上的金句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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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的业绩。按国资委的预通知，我们

2018 年考核不仅继续被评为 A 级企业，

实现 A 级“三连冠”，而且 2016-2018 年

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结果也是 A 级，并被评

为 2016-2018年任期“业绩优秀企业”、“节

能减排突出贡献企业”。这些成绩是大家

共同努力的结果，可喜可贺。虽然企业现

在处于高速发展的轨道，不论重组整合、

经济效益，还是深化改革都有了长足的进

步，但我们更要看到自身存在的问题，看

到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给我们带来的不可预

测的因素。

第一大压力：经济下行的压力。从宏

观形势来看，下半年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都有下行的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增速为 3.3%，这一增

速已经低于连续9年平均3.8%的增速。经济下行的压力，必然会反映到航运上，因为航运和经济周期紧密关联。

不仅经济下行压力在增大，而且航运供需矛盾仍然突出，运力增长仍然高于需求增长，这就意味着我们面临

的是双重的压力。

第二大压力：中美经贸摩擦的压力。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逆全球化，虽然 G20 峰会透出

了积极的信号，宣布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但整体来看，美国压制中国的战略不会变。中美经贸摩

擦对集团运输业务影响较大，尤其是集装箱运输业务。2018 年，集团中美航线箱量同比下降 8%；今年 1-6 月，

集团中美航线箱量同比下降 16%，而且影响还在进一步加剧。经贸摩擦不仅对中美自身经济造成影响，也会

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尤其对整个航运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认识和应对。

第三大压力：低硫油全面实施的压力。从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全球将全面实施 0.5% 的低硫燃油，我国

已从今年 1 月 1 日起，在沿海实施硫排放控制区。应对限硫令，我们主要还是选择使用低硫燃油，虽然现在

也有其他的辅助脱硫技术和装置，但船东使用低硫燃油已经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到 2020 年全面使用

低硫油，这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而且是绕不过去的现实问题。下一步，要重点研究如何降低成本的问题。

第四大压力：进一步推动改革发展的压力。经过三年多的重组，集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实现了包括

总部、集运、能源、散运等 19 项业务的重组合并，每年释放协同效应达到 55 亿元。去年，我们完成收购东

方海外，释放协同效应 4.76 亿美元。我们的重组在全球引发了强烈关注，推动了当今世界航运格局的重大变

化，引领了航运发展的新潮流，使我们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品牌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这些改革成果，也反映了全集团 14 万职工上下同欲的精神风貌。但我们也要看到，重组已经过去了，重组

的红利也基本释放了，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唯有深化改革这条路。我们要充分利用国家出

台的一些深化改革的有力政策，特别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试点，推进集团改革从物理变革向化学反应转变，

从而获得更多的改革红利。昨天的专题发言讲到了集团当前改革存在的诸多问题，特别是我们不能躺在三年

改革的红利上裹足不前。现在，我们的强激励、硬约束不够，导致了劳动积极性和经营动力不足；我们的战

略游移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在一些企业，战略措施概念多、落地少；一些企业经营行为短期化，导致短期

利润和中长期目标相互脱节。所以，下一步要想高质量发展，改革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我

们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如果不坚持改革的决心、保持改革的定力，只按当前思维惯性躺下去，不仅高质量

发展无从谈起，恐怕也经不起下一轮新的全球性冲击。我们必须看清楚当前所处的位置，保持清醒的头脑，

加足马力从体制机制层面、治理结构层面激发改革的再生动力，释放新的改革红利，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

第五大压力：安全生产稳定的压力。尽管集团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但必须看到，我们的安全压力非

常大。当前中东地区是一个“火药桶”，美国和伊朗的对立还在持续发酵，这意味着我们在中东地区随时面

临风险。我们每天在海盗区域航行的船舶超过 30 艘。我们每天在马六甲海峡航行的船舶超过 25 艘。在全世

——许立荣董事长、党组书记在集团 2019 年年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选摘

第一部分 深刻认识我们面临的压力和问题

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和航运形势，在全集团 14 万职工共同努力下，上半年我们取得了

7 月 15 日至 16 日，中远海运集团召开 2019 年年中工作会议暨干部人才工作会议。集团
董事长、党组书记许立荣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今天的中远海运集团，正处在“船到中
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需要加油给力、破浪前行、团结一致，共同推动企业
做强做优做大。下半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三个
跑赢”、“三个切换”，围绕深化改革这一主线，推动从释放重组红利向挖掘改革红利转变，
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会上，集团 14 个部门和单位做了交流发言。集团总助级领导，各部门、特设机构及共
享中心主要负责人，在京共享中心党委负责人，直属单位专职外部董事，各直属单位及代管
单位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和组织人事部门的负责人，挂职干部等共 170 多人出席会议。会议还
进行了分组讨论，与会代表们就相关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和深入交流。

恪守航运初心 聚力深化改革
倾力开启高质量发展新航程

学习贯彻中远海运集团 2019 年
年中工作会议暨干部人才工作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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