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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蔡宇丹

各地争晒优势

竞逐央企总部

中国黄金能不能迁到烟台？
中国中车能不能迁到青岛？中铁
十四局、中铁十局、中建八局都
在济南，那么，中国建筑能不能
迁到济南？

央企外迁潮，让很多山东人
热血沸腾地想象了一把央企外
迁的“山东机遇”。

2月18日，中国中车集团董
事长孙永才到湖南参加了湖南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受到湖
南省委书记张庆伟的会见。湖南
媒体兴奋地畅想了一回“中国中
车落户长沙”的可能性，这招来
很多青岛、株洲、长春网民的口
水战。

目前，青岛造高铁动车累计
产量占全国运营动车组约60%，
地铁车辆约占全国25%；青岛轨
道交通产业上榜工信部25个先
进制造业集群之一，青岛正着力
将这个巨无霸产业推向5000亿；
另外，青岛还有一系列研发、生
产等中车系基地，这样沉甸甸的
产业优势，加上地理位置优势、
上合示范区等国家战略上的优
势，难道还不能把中车总部拉到
碗里来？

作为中国中车总部热门候
选地，中国中车旗下五大核心子
公司长客股份、四方股份、株洲
所、株机公司和唐山公司中，株
洲所和株机公司两家位于湖南
株洲。此外，与中车股份合并财
务报表统计的子公司共有32家

（此处不计中国香港和南非各1
家），其中5家位于株洲，数量仅
次于北京的10家。

去年12月，有市民直接问株
洲市政府，“目前国家正在纾解
首都总部功能，各个省市都在积
极争取央企总部落地，株洲作为
中车集团重要的生产、研究基
地，有条件也有实力去争取这个
中车总部，请问市里有这个计划
吗？”在株洲市民的建言中，当地
的低房价都是比青岛更有利的
竞争要素。

对于这种民意呼声，湖南官
方去年12月做了正面回应，表示
湖南省领导近期将赴北京中车
集团总部对接有关事项。

长沙这座省会城市加入与
自家兄弟争夺中车总部的战局中，
多少是基于中车在株洲的优势。但
长沙瞄准的不仅是中车。去年12月，
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建新赴北
京走访中国五矿集团，与五矿总经
理座谈，希望五矿将长沙作为总部
迁址重点城市考虑。

长沙争取五矿落地的最大
理由是，湖南是中国的“有色之
乡”。

而五矿集团有关负责人表
态很官方，称“进一步加大在长
沙投资力度，让更多产业布局长
沙，在相互支持中促进共同发
展”。

五矿集团是中国最大、国际
化程度最高的金属矿业企业集
团，也是全球最大最强的冶金建
设运营服务商。

当前产业升级和产业调整
的大环境下，能够将一个能源央

企、掌握垄断性战略资源央企以
及拥有硬核产业央企的总部拉
过来，这对重塑地方产业格局意
义重大。

打造“核电之城”的
重要里程碑

此次国家电投将核能总部
落户烟台，这对烟台建设核电产
业集群产生巨大推动作用。

国家电投是中国五大发电
公司之一，中电投核电有限公司

（国家电投核能总部注册实体名
称）是其二级子公司，注册资本
2285253万元。

目前，山东核电产能在全国
排第六。央企核电总部迁址山
东，而非核电产能全国前三的广
东、福建、浙江，不能不说是山东
抢抓央企外迁战略机遇的一个
重大成果。

2021年9月，国家电投集团总
部与山东省签订《深化战略合作
协议》，10月，国家电投集团与烟
台市政府签署《“碳达峰、碳中和”全
面合作及项目投资发展协议》，决定
将国家电投集团核能总部迁往山
东烟台。2021年12月30日，山东省委
书记李干杰、国家电投董事长钱智
民共同为国家电投核能总部基地
落户烟台揭牌。

对于山东来说，在不断加码
的能耗指标下，加快能源结构调
整步伐已成定局。2020年，山东
煤电发电量5067亿千瓦时，居全
国第一。目前山东已明确了煤
电、可再生能源与核电、外电入
鲁三个“三分之一”的电力结构
调整目标，核电已然成为山东绿
色能源转型的选择，而这个发力
点正在烟台。

海阳核电站是由国家电投
投资建设的核电站，也是山东省
首个在运营核电项目。2019年，山
东海阳核电核能供热项目一期
工程第一阶段正式投用。2021年
冬，海阳核电站正式为60万人口
的海阳市供热，使海阳成为全国
首个“零碳”供暖城市，由此减少
了每年冬季供暖10万吨原煤消
耗，居民住宅供暖价格也由每平
方米22元降至21元。

目前，海阳核能综合利用示
范项目已列入国家“十四五”规
划，预期到2023年具备供热能力
3000万平方米，可向莱阳和烟台
市全市域延伸供热。

在央企总部还没有实行外
迁战略时，烟台已规划建设核电
装备制造业，目前已有30多家核
电装备制造及配套企业，初步形
成集核电研发、装备制造和推广
应用等较为完整的核电产业链
发展体系，同时还在规划布局莱
山、海阳、招远、蓬莱等四个核电
(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
区。

今年4月，总投资1 . 5亿元的
山东万核电气有限公司在烟台
注册成立，这是烟台首个核电关
键仪控高端装备制造项目落户。

在山东，胶东半岛发展核电
产业优势明显。2021年12月，位于
威海的华能石岛湾核电项目开启
带核功能运行。在2022年山东省重
大准备类项目名单中，中广核招远
核电项目、海阳核电站项目3、4号
机组工程在列。

在各地积极争取央企总部搬
迁的机遇中，山东的“双子星座”济
南和青岛在这场争夺战中也没闲
着。

2019年5月，济南市委、市政府
在京举办济南与中央企业合作对
接会，中国建材集团、中国铁建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等
知名企业代表会上分别发言。当
时，济南已有打造央企北方总部基
地的构想，在西客站片区规划了
100平方公里的央企总部城。

2019年，青岛市政府和国资委
开始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就像

“央企青岛行”已持续了三年时间，
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成本。

在青岛网友的分析中，中国中
车集团、中国海洋石油集团、中国
物流集团这三家央企的战略布局
以及发展规划，都和青岛的未来发
展方向不谋而合，比较适合落户青
岛。

但在郑州网友眼里，郑州才
是中国物流集团总部的最佳备
选城市。郑州拥有全国唯一的航
空港试验区，航空货运量常年中
部城市第一。

对中国物流集团总部迁址
的争议，在网上演变成了一场谁
才是中国海陆空铁四位一体交
通枢纽的大讨论。

照这么说，谁又能争得过上
海、广州、武汉呢？

搬迁动向或显示
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

在很多分析央企总部搬迁
的文章中，一种观点认为，央企
总部搬迁动向显示了中国新一
轮经济结构的调整，央企总部选
址应该服从于国家战略，应该根
据功能设置选择搬迁地。

比如，根据功能设置，中烟
应该来云南，中国旅游集团应该
来海南。事实上，注册资本达158
亿元的中国旅游集团总部已经
于2019年迁入海口。得益于建设
自由贸易港的东风，海南终于有
了首家央企总部。

而东北人很想把中粮集团
扒到碗里来，不管是长春还是哈
尔滨都可以，因为东北是中国的
粮仓，黑龙江是国家粮食产量及
净输出第一大省。

2021年11月26日，中国电子
集团总部迁至深圳。在2021年中
国企业500强榜单中，中国电子集
团以2479亿营收位居第93名，截
至2020年底拥有26家二级企业、
15家上市公司、18万名员工。

中国电子集团迁到深圳可
谓众望所归，因为深圳电子信息
产业全国最强。

2021年9月，三峡集团将总部
从北京迁到湖北武汉，此举被外
界视为三峡集团“回老家了”。
1993年，三峡集团在湖北武汉成
立，2011年总部迁至北京，2017年
改制为央企，为副部级单位。

目前，三峡集团是全球最大
的水电开发运营企业和中国最
大的清洁能源公司，截至2021年6
月底全集团可控、在建和权益装
机达1 . 4亿千瓦。

三峡集团“回老家”，让很多
城市“羡慕嫉妒恨”：武汉的GDP
是不是就此得涨个2000亿？

从服从国家战略布局的角
度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中

国三线建设中，一大批央企、国
企在国家统一调配下落户西部
城市，很多央企甚至钻到了一些
四五六线城市的山沟沟里。

从当下国家战略布局看，中
西部承担了国家能源基地和能
源输出重任。那么，华电、华能等
五大发电企业和中石化这样的
能源央企，是不是有可能落户西
部重点城市，以缩小东西部差
距？

在各地网友为自己家乡的摇
旗呐喊中，央企总部搬迁，背后考
量几何？

上海为什么最受青睐？
赣州为什么逆袭？

2021年9月，中国西电集团与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部分子公司
新组建成立的中国电气装备集
团有限公司，将总部设在上海，注
册资本金为1个多亿。这一举动使
得陕西失去了唯一一家央企总部。

这就像山东一样，曾经也拥有
一家央企总部——— 鲁中矿业，但
2009年与长沙矿研院整体并入中
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气装备集团董事长白
忠泉在成立大会上解释，为了在国
际竞争中掌握更大优势，输配电产
业进行了“大改”。上海作为中国国
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无论对企业
的后续发展还是国际化运营都大
有裨益。

言下之意，面向海外市场，上
海是绝佳的选择。

事实上，上海作为国内金融、
人才、供应链等要素资源最为集中
的城市，也是此次央企搬迁潮中最
受青睐的城市。目前，上海已经拥
有7家央企总部，它们是宝武集团、
中远洋、东方航空、中国商飞、交通
银行、中电集团，去年12月中国船
舶集团有限公司总部于搬迁至上
海。

截至目前，中国稀土集团是唯
一一个将总部落户到三线城市的
央企，走的完全是资源导向性路
子，体现的是国家意志。

2021年12月23日，江西日报以
头版头条的规格，高调宣布中国稀
土集团落户赣州的消息，“这彻底
改写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没有
央企总部的历史，凝结着党中央、
国务院对江西革命老区的关怀厚
爱和大力支持，为江西加快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从这些官方表态中，可见江西
上下对这一重大战果的高度重视。
为了迎接江西首个央企总部的到
来，赣州市章贡区政府腾出了半个
区政府办公大楼给中国稀土集团。

赣州能将央企总部纳入怀
中，原因很简单，家里有矿。

赣州拥有全球储量最多、价值
最高的重稀土资源，全球每年70%
的中重稀土、60%的黑钨都产自这
里，而重稀土是国家最为重要的战
略资源之一。目前，中国掌控着全
球稀土精炼产能九成以上的份额。

2021年12月，为保证中国稀
土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
经过战略重组形成中国稀土集
团。此次又确定将这个全球最大
稀土公司的总部落户赣州，更是
透露出国家意志：对于这样重
要、紧缺的战略资源，一定要在
家门口把它“保护好，高效利
用”。

多家央企外迁，山东吸引力几何？
各地纷纷出招竞逐，抢抓这次资源重新分配的巨大机会

近日，烟台迎来首个注册资本228 . 53亿的央企总部的消息刷屏了。烟台发改委微信公众号
5月2日消息，在烟台发改委、芝罘区政府的积极协调下，中电投核电有限公司完成从北京迁往
烟台涉及的工商变更注册手续，这标志着国家电投核能总部正式落户烟台。这是这波央企外
迁潮中，山东收获的第一家央企总部。

税收就业、人才引进、科技创新、产业资源……央企离京外迁，无疑是一次资源重新分配
的巨大机会，也引发了一场不亚于争夺特斯拉第二工厂和比亚迪落户的区域竞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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