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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上周末，据财新记者报道，两家汽车

央企将迎来新掌门： 现吉林省委副书记

竺延风将出任东风汽车董事长， 而东风

汽车公司（以下简称东风）董事长徐平

将调任一汽集团董事长。昨日下午，据东

风内部人士向媒体透露，竺延风将于5月

5日前往东风汽车，并将出任东风汽车董

事长；而一汽相关人士也证实，徐平将前

往长春任职一汽集团董事长。

今年3月份，一汽集团董事长、党委

书记徐建一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带走。

到目前为止， 一汽集团董事长空缺已有

一个多月。在此背景之下，新任掌门浮出

水面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资料显示， 竺延风1983年大学毕业

后就进入一汽， 成为热电厂仪表车间一

名技术员， 此后历任一汽进出口公司经

理、一汽副总经理等职务，1999年底任一

汽集团董事长。2007年底，竺延风离开一

汽集团，赴任吉林省委常委、副省长。徐

平198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东风（时称二

汽），成为热电厂技术科科员。此后历任

热电厂副厂长、东风工会主席、副总经理

等职务，2010年出任东风董事长。倘若报

道属实， 此次职务调整相当于一汽集团

和东风两大竞争对手互换主帅。

虽然此消息尚未得到“官方认证”，

但在二级市场上， 仍然促发了两集团旗

下上市公司股价的暴走。昨日，一汽轿车

（000800，收盘价25.87元）和东风汽车

（600006，收盘价8.58元）股价均宣告涨

停。综合各方言论，市场主要认为，此次

换帅或意味着一场大的改革：一方面，一

汽集团或将逐步整体上市；另一方面，一

汽集团或将与二汽（即东风）合并。

昨日晚间，东风汽车发布公告称，针

对媒体关于公司董事长换人的报道，公

司正向相关关联方进行书面核实， 公司

股票自5月5日起停牌。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曾剑

荨王宜林接替周吉平荩

出任中石油董事长

担任中海油董事长的杨华，与王宜林同样在

1982

年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其就

读的专业为开发系采油，拥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历。

杨华自

1982

年

8

月参加工作，历任中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研究中心开发部经理，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海外发展部副总地质师、副经理兼海外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总

经理等，

2010

年

4

月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副总经理， 并成为中海油党组成员。

2011

年

8

月，杨华成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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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招聘
●富临长运运贸司招A照驾驶员
电话：85057679、15208350409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成百厂家空调修移加氟保养城
区有网点86629948*87333190
●成百特价修移空调★加氟清洗
85559418★87772265★84315218

全自动麻将桌
●高科技机麻合作13258329997
●麻将新科技合作18581884082
●麻将高科技合作15328080888

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白蚁·鼠蟑
●白蚁蚊蝇鼠蟑药服务87486335

保姆·钟点工
●蜂鸟保姆钟点工护理84496238
●任平钟点保姆清洁87369158聘

保洁服务
●蜂鸟清洁84376668，87687466
●天天净87616277毯85403350墙

疏通管道·防水堵漏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专堵屋厕漏水电粉刷87383928
●西门专业疏管抽掏粪87734118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搬家公司

●吉发大车83333359优83333356

●玉龙87326666优86259642空调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张师傅搬家180元起85181335

●红运低价84337798优84345188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收空调桌椅厨具13880991212
●收空调所有废旧13882069609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高高收二手物资13668246588
●高价一切二手货13438489919
●公司收废旧物资13881997368

典当行
●人和典当★汽车民品87086222

二手车买卖
●高价收报废汽车13194984169
●低转2.4豪华佳美13689063784

律师服务

工商行业咨询
●专业办执照★资质86277220

●豪运办照及各类资质86531377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身份证遗失
●李国秀510102196606064064
●周天霞510226197311121106

取名公司
●酿名苑权威命名机构66000076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事
●吴拥辉的二代身份证（证号：
35058219801110201X）于2015年
5月2日遗失，特此声明

●请赖相明、苏航、曹雷、刘猛见报
后七天内速回北星巴士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办理相关事宜。

房屋租售
●天府二街精装写字楼出售或出
租18008051508

土地转让
●★★农场转让18908030785
●都江堰灌口镇灵岩村37亩土地
转让13666281452张

写字间租售
●售龙潭写字楼13982123820
●庆玲楼红星路优租86927793

●羊西写字楼出租18980882511

营业房

酒楼·茶楼转让
●转玉沙优质茶楼13882062514

●无转让费转茶楼13541011334
●航空路旺铺急转750平米，不限
行业餐饮均可13551869007

餐馆转让
●市中心火锅转让15882026666
●转金沙496平餐饮18981731286
●双楠医院旁40平18681370980
●紫荆大世界260平13880073501
●龙潭寺150平中餐13088038902
●交大500平空转13608068457
●转300平火锅旺铺15308183249
●交大南火锅300平13683470530
●草堂150平火锅转13880023090
●太升路420平餐转18123317189
●转让：双流营业中火锅店，自

助西餐厅 吴先生13550105813
●营门口旺餐400平13880918386
●青羊东二路旺餐13980886886
●400平火锅店优转15828571668

店铺
●售东风路660平铺13438180375
●外双楠旺铺出租13981861313
●合江亭镗钯街黄金地段80平茶
铺转租，林先生15828498606
●锣锅巷265平临街13808099338

厂房租售
●售沙渠25亩双证13308048563
●文家乐平厂出租13541105373
●彭州9千平可分租13228220888

●西航港厂房出租18682698997

●龙泉16000平厂房13808062436
●出租羊安厂房70亩专变带行吊
机械电器优先13551247699
●邛崃鑫和工业园22万平方米标
准厂房出租电话：13882157830
●温江厂房零租招商4008462468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永宁镇厂房出租13628029426

●新都标准厂房租13980049088
●崇州厂房3亩出租13908013702
●大小厂及场地租13882128045
●西河6000平厂库房租85270458

招商
●3千校园后勤招商13558779966
●求闲置公司执照13518110611
●西南最大国际婚博影视城招商！
婚宴优先可联营82000168
●求购医药公司或合作电话
13678159857
●寻货源，包销售13558813637

●★★雅安万亩中药材种植基地
寻合作或转让13881618588★★
●优质电子元器件、软件项目寻资
金合作，电话：13518129951
●成都市郊县县中心地段旧城改
造项目寻资金8千万13551198928

怎样让贷款享受最低利息，省钱

又轻松？位于天府广场省科技馆对面

的城市之心25楼成都品信金融专业贷

款服务机构（以下简称品信）表示，想

融资的读者可前往品信了解， 也可拨

打便民贷款服务热线86203336咨询。

贷款利息低至

3

厘，抵押放大

150%

品信总经理杨总表示，品信致力

打造首个成都市利息低、放款快的金

融服务贷款平台，根据最新的银行政

策推出了低于同期银行利率20%，银

行贷款利率低至3厘， 最快一天放款，

还款方案多样。年限高达30年，住宅商

铺最高可放大150%。

按揭房、车和商业保险也可办贷款

“只要您有按揭房、按揭车，或者

购买了商业保险就可以办理贷款。免

抵押，及时审批，当天放款，享受超低

银行利息。”业务主管罗勤说，在实际

业务中，个别客户在银行不能正常贷

款。品信会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在35

家银行中设计匹配出最佳的贷款方

案。 品信开通的绿色通道凭借合同房

或者是车辆登记证也能办理低利息银

行贷款，而且抵押房再贷款先息后本。

快速借款，银行利息当天拿钱

有全款房、全款车、合同房、抵押

房（含住宅、商铺、办公）、汽车贷款担

保申请快速借款，当天就能拿到钱。通

过朋友介绍，做外贸生意的李女士拨

通了品信贷款热线：86203336，当天下

午就贷到300万元。

三桶油同日换帅 三位82届技术派接班

帮你快速贷款———品信

当天能放款 银行利息8折

加多宝金罐变身

成互联网终端入口

4月30日上午，刚刚推出金罐不久

的加多宝，联合滴滴打车、京东商城、

韩都衣舍等移动互联品牌， 以微信为

平台， 组织起一场别开生面的线上发

布会。此举也宣布加多宝的“移动互

联网+”战略正式启动：1000个来自全

国各地的消费者代表、 移动互联网合

作伙伴、媒体朋友通过微信连接，共同

体验了“有你更金彩———金罐加多宝

2015淘金行动”的新鲜玩法。

此次发布会上， 加多宝宣布第一

批数十亿罐体的金罐加多宝向合作伙

伴开放， 只要扫码就能进入加多宝的

活动页面，简单的摇一摇，即可获得多

种优惠券、奖品等，并且后期会有更多

的合作伙伴加入， 为消费者提供更多

元、更丰富的生活方式体验。

（李晶）

品信专栏

深陷反腐旋涡，同时面临经营压力的三桶油，昨日先后宣布换帅，而三位继

任者都是石油体系内技术出身的“圈内人”。

即将年满63岁的中石油集团董事长周吉平，位置由此前从中石油调任至中

海油担任董事长的王宜林接任；超龄“服役”的中石化集团董事长傅成玉，同样

由中石油出身的王玉普接任；中海油总经理杨华接替王宜林，成为中海油集团董

事长。

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告诉记者，尽管从石油行业内挑选继任者是

稳妥的选择，但是对于未来拥有很大改革期许的三家公司，市场还需要在领导

班子中看到更多“惊喜”。

荨王玉普接替傅成玉荩

出任中石化董事长

王宜林

1982

年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 （中国石油大学） 勘探系石油地质勘探专

业，并拥有年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球科学系矿产普查与勘探专业在职博士研究

生学历。

1996

年

6

月，王宜林担任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市）党委常委、副局长兼勘探

总地质师；

2003

年

12

月，王宜林成为中石油高层，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

经理。

8

年后，王宜林调任中海油，担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此次接棒傅成玉的王玉普

1982

年从大庆石油学院矿机专业毕业后，就一直在大

庆石油管理局任职，从技术员一直做到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

2009

年，王

玉普成为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随后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及中国工程院任职，

直至当前回到石油系统内。

荨杨华接替王宜林荩

出任中海油董事长

去年以来，石油领域成为反腐重灾

区，三桶油已经有多位高管被查，其中

中石油、中石化受影响较大，包括两家

公司总经理在内多位高管被查。截至目

前，中石油集团与中石化集团总经理的

职位，仍然处于空缺之中。

反腐之外，在去年以来国际油价持

续的下跌中，中上游业务较多且体量庞

大的三桶油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刚刚

公布的今年一季度显示，两桶油的利润

下滑都超过80%，其中中石油2015年一

季度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61.5亿元，同比下降82%；中石化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16.85亿元， 同比下

跌87.5%。 中海油在一季度的净利润同

样大幅下滑超过30%。

“短期来看，三位继任者的主要任

务就是应对反腐对公司带来的影响，以

及当前国际油价低迷下如何稳定业

绩。”厦门大学能源经济协同创新中心

主任林伯强分析道，“长期来看， 混合

所有制改革如何继续推进，是需要新的

继任者更多考虑的问题。目前三家公司

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其实并不够多。”

对于三家公司来说，由于此前发展

轨迹、业务内容、改革程度不尽相同，因

此如何深化改革，有共性问题，亦有各

自需要面临的问题。

中石化此前一直是改革的 “排头

兵”。早在去年开始，中石化便开始推

进向非油业务为主业的转变。此前傅成

玉曾表示，中石化未来将以非油品业务

为主营业务，从油品提供商向综合服务

商转变。

安迅思研究与策略中心总监李莉

认为，中石化的主要压力，是改革是否

能继续下去。“傅成玉思维很活跃，比

较有活力，在其推进下，过去一段时间

内中石化在三桶油的改革中较为领先。

现在中石化的混改是在往创新的方向

去走的，因此改革能否延续下去，考验

中石化的继任者。”

在韩晓平看来， 相较于中石化，中

石油的改革步伐相对缓慢，而其当前需

要放开市场，以及补充对资本市场更为

熟悉的人。

“中国的油气资源，超过67%掌握

在中石油手里。 中石油需要开放市

场，让更很多的企业进来投入这一行

业，从而释放活力，解放资源。”韩晓

平分析道。

林伯强认为，目前三桶油面临的共

性问题，是整个油气行业的大公司现在

难以像之前一样继续单一的规模扩张，

因此必须深化混改。“几十年来， 石油

行业的民企与国企都不能共同成长，导

致行业内的民营企业非常微小。这些企

业未来如何与三桶油混合，是他们面临

的共同难题。”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师

烨东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资产总额相加超过5万亿的三桶

油，昨日先后宣布换帅。

下午3时15分， 中石化率先在其官

方微博宣布，2015年5月4日下午， 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召开中层以上管理

人员大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京

清宣布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公司主要领导变动的决定：王

玉普同志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

事长、党组书记；免去傅成玉同志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职

务，到龄退出领导班子。董事长职务的

任免按有关法律和程序办理。

随后，中石油与中海油亦分别在官

网刊出消息，王宜林任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免去周吉

平同志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

长、党组书记职务，到龄退出领导班子；

杨华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党

组书记，免去王宜林中国海洋石油总公

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职务。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三位接

班人的简历发现，三位继任者皆为1982

年从石油学院毕业、干技术出身的油气

行业“圈内人”。

在韩晓平看来， 石油是比较专业

的行业， 因此从石油行业内部来选择

三桶油新的掌门人， 是最为稳妥的做

法。 但是三桶油未来面临的问题是如

何深化改革， 因此在其他领导班子的

选择上， 三桶油并不一定需要懂油气

业务的人选， 而是需要一些有创新思

维的领导， 来推动三桶油未来改革的

深化。

三位继任者皆为1982年从石油学院毕业

短期要平稳过渡长期需推进改革

“掌门换人”引爆股价 东风一汽双双涨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