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项 类别 作品标题 作者 刊载单位

“习总书记给咱回信了！” 刘敬元 周军 中国冶金报

“太空课堂”开课啦！ 刘斐 杨雷 中国航天报社

我国油气管道里程超过高速公路 蒋万全 王晓晖 中国石油报

国企改革十年纪实
何宗渝  王敏  张辛欣  姜
刚

新华社

国企做强是垄断带来的吗 温源 光明日报

九十二岁院士谭靖夷：参建八十座大坝 喻思娈 人民日报

与芦山同在 张占国 陈果 中国电建网

国企改革热点解析系列评论之一“国企垄断”站不住脚
国企改革热点解析系列评论之二竞争性领域国企进退由市场决定
国企改革热点解析系列评论之三国企和民企并非“零和博弈”
国企改革热点解析系列评论之四国有企业效率并不低

李予阳 林火灿 经济日报

深刻理解国企发展事关国家基本经济制度 梁军 南方日报

能不能把我们的客户也变成“粉丝”？ 王路侠 南方电网报

国企新资，中国脊梁坚强挺立（新国企·新起点之一：布局篇）
国企发展，市场竞争纯粹企业（新国企·新起点之二：体制篇 ）
完善机制，国企凤凰涅槃（新国企·新起点之三：机制篇）
国企改革，坚定方向稳步推进（新国企·新起点之四：方向篇 ）

白天亮、 左娅、 鲍丹 人民日报

与高铁共舞这四年系列报道
1、空铁联运奏序曲：等等等等   2、德铁为什么比较好相处
3、实现大交 须破除门户之见

翁振华、葛汝峰 南方航空报

首届“国企好新闻奖”获奖作品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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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龙人的一天系列报道
1、千里把脉镇定指挥—蛟龙号总设计师徐芑南的一天
2、倾心呵护父子情深—7000米级海试先进个人胡震的一天
3、大局为先稳定军心—7000米级海试先进个人侯德永的一天
4、无畏挑战保驾护航—7000米级海试先进个人程斐的一天
5、一夜无眠—7000米级海试先进个人张新宇的一天
6、在风雨浪涌中抢修—7000米级海试先进个人施冬春的一天
7、深潜通信生命线的守护者—7000米级海试先进个人孟繁荣的一天

程斐、张海燕、朱筱莉、姜
雯雯等

中船重工报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之中亚油气合作系列报道
1、“能源丝路”新坐标   2、合作共赢树典范
3、打造跨国经营管理的师范样板    4、科技激风雷  西域舞昆仑

范存强 刘宁洁 崔茉 李春辉 中国石油报

中海油完成收购尼克森 李若冰  徐宏 中国海洋石油报

我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投入商业开发 俞国明 徐徐 中国石化报

西藏墨脱公路通车 米金升 许连峰 交通建设报

成功破解冷轧工艺世界性难题 “产业工人”李超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为2013年度获此殊荣的唯一产业工人

孙玲 鞍钢日报

航空英模罗阳感动中国 韩榕、马丽元、马倩 中国航空报社

化工项目正名须先“正视听” 马莹莹、张舒雅 中国石油报社

中国铁建：海外高铁第一单 陆娅楠  高斌 人民日报

谋势布局绘国企美丽篇章 梁振君、杨来军 海南日报

绿色循环：产业闭环托起“美丽包钢” 于泓泽 包钢日报

我们离电子商务有多远 吴鹏 中国兵器报

接地气  提效率  改作风
记中国移动四川公司群众路线教育效率提升活动

黄粟 人民邮电报

队务公告≠队务公开 雷丽 江汉石油报

安全教育该“用蛋管住鸡” 李敏 中国大唐集团网

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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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第 2 页



安全不容“潜规则” 许鹏昊 中国平煤神马报

群众路线“走”为上策 陈新锋 徐州矿工报

自贸区考验国企竞争力 蔡恩泽 中国化工报

向标杆项目看齐 陈宏义 中国能建网

离岸深水港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工程应用项目创新发展纪实系列报道 矫阳、何晓亮 科技日报

唐钢生产组织模式变革系列报道
陈琢 张明 刘加军 徐明宇
孙学君 盛坤

中国冶金报社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能源建设EPC“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系列报道 郭春兰 曾伟民 中国能源报

写在玉树灾后重建工程告竣之际系列报道 张兰忠 中国铁道建筑报

高管养成术系列报道 刘青山 国企杂志

习近平视察大船集团 王新 张拓 中船重工报

引入民企同台唱戏 实现要素化配置 “混合动力”建设广西高速公路 王明浩 谢振华 人民日报

中国电科集团：为嫦娥三号研发“千里眼”“顺风耳” 李晓辉 新华社

航天科工让“嫦娥”与“玉兔”互拍彩照 袁于飞、詹媛、朱纪立 光明日报

加油站化身环卫工人“暖心亭”上海石油近600座站点将提供热水热饭
服务

李川 新华每日电讯

天安门广场护栏 连续10年北重造 林鹭 包头晚报

全球首台煤矿斜井掘进机下线 向奇志 麻成标 中国铁道建筑报

“绿色马钢”拥抱蓝色海洋 荣健 张磊 马钢日报

农民工在工地上“白领式”务工 张翀 李良缘 工人日报

石化央企：启动与民企合资合作 杨晓宇 危丽琼 中国化工报

国企十年改革，一场更接近市场的改革 刘世昕、崔丽 中国青年报

刘广坛 创新是工作中永恒的激情 李庆伟 中国煤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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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先士卒的楷模——追记国企优秀党员干部吴昆 杜蔚涛 广西日报

挺进孤岛 王瑞 葛洲坝集团报

渔民出海  一拜妈祖二拜北斗 胡逢超 中国航天报

指尖上的安全 郭路军 淮安矿报社

好作风为企业发展护航——聚焦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作风建设 瞿芃 兵纪明 中国纪检监察报

广州农商银行：利用差异化实现突围 杨筱 中国经济时报

在平凡中绽放光彩 武春莲
《中国军转民》杂
志

打造服务现代农业的国家级名片 丁国明 任腾飞 中国企业报纸

短文与短会 石连友 长江航运报

在困顿中坚守——2013新春寄语 王七水 马钢日报

由媒体新气象想到的 朱屠豪 中国大飞机

混合所有制是道路而不是目的 沈闻涧 中国企业报

要善于借“堑”长“智” 河边柳 江汉石油报

作业？作品！ 高越伟 大唐网站

要为平安人生积蓄正能量 王维 中国铁道建筑报

只有认账 群众才能买账 于希 中国航天报

海外融资 攒“人品”也要讲“人品” 张弘弢 中国船舶报

摆脱石油对外依存度“恐慌症” 顾虹 中国石油报

抗震救灾 心系芦山系列报道 葛汝峰、翁振华、陈训豪 南方航空报

红线内的雄起——神东安全生产启示录系列报道
陈重、梅仁、大华、文闵、
高会武、粱宝玉、张小艳

神华能源报社

“深化改革，再造济钢”系列报道
吕兵 刘加军 周传勇  高海
港 高庆喜 焦万松

中国冶金报社

通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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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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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页



浙江全面迈入高铁时代系列报道
浙江日报经济部、省铁路集
团办公室联合

浙江日报

中国电信西藏公司智慧城市系列报道 郭庆婧 李晓波 廖鸿翔 人民邮电报

唱响“咱们工人有智慧”系列报道 李晓辉 白文刚 董泽民 科技日报

1、开门纳谏“面对面”2、服务基层“实打实”3、转变作风“心贴心
”

戴莹、戴莹、李新颜 江汉石油报

1.被高举的孩子你在哪里？2.“照片上的孩子是我女儿！徐州矿工外出
创业年龄最小的见证者找到了3.八年走西口——徐州矿工创业最小见证
者的家庭故事

赵青、林玉尘、高刚 徐州矿工报

数问抛储政策调整影响系列报道
梅咏、赵鹏、王超、徐潇源
、郭溪

中国棉花网

中国人首次执掌ISO 刘敬元 中国冶金报

“小候鸟”们的亲情暑假 肖永鸿 经济日报

电机：嫦娥登月的“关节肌肉”和“神经末梢” 李晓辉 新华社

我省打造鄂版“淡马锡” 马秀佳 长江商报

北重高端耐热钢无缝钢管成功打破国外垄断 赵亚男、郭健 包头日报

中国自主研发5.5兆瓦大功率海上风机发运 蒋春霞 新华通讯社

放下话筒，离开会桌，走进一线 黄军 侯新宇 中国石油报

“小岗村”里种好“责任田” 陈振 莱钢日报

自主研发生产生物航煤试飞成功 刘江波 黄仲文 中国石化报社

中航工业成功收购德国Thielert公司资产 李静 伍梦旋 国资委网站

武船交付中国海事“第一舰” 黄玲 中船重工报

运20大型运输机首飞成功 陈百艺 中国航空报社

百年油田老井捞油日进百万 刘宁洁 崔茉 中国石油报社

蛟龙号开启应用之旅 张海燕 张真源 中船重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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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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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器首次实现地外天体软着陆 江雪莹 中国航天报

矿级“高管”违章照样得接受教育帮教 郑静 大众日报

生物航煤试飞，我们成功了——亲历中国石化1号生物航煤在上海虹桥
机场试飞

陶志平 中国石化报

新浒模式，苏州西北角的涅槃传奇 高坡、陈雨薇 新华日报

“铁人”邱娃——太重锻压分公司生产工部锤机组组长邱娃的故事 曹克顺 新华网

污水管养员：一天徒步几十公里  夏天晒掉一层皮 蒋改红、曹浏 南方工报

《财富》世界500强的中国力量 李超、李梦依 中国航空报

哈电机创造我国电力装备行业新奇迹 王学善 中国工业报

50多秒下线一辆车 周俊、韦海燕 江苏悦达报

我国首个疫苗产品通过WTO预认证，进入联合国采购清单，陈冯富珍称
——“整个世界将因此受益”

王春梅 中国医药报

探月追梦何惧难——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守护“玉兔”工作纪实 崔恩慧 中国航天报

通往“红地毯”的创业梦 岛影  戴莹 江汉石油报

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三问 李若冰 中国海洋石油报

“低门槛”与“高要求”的聚才之道-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2013年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纪实

宋静  孙敏莉 中国核工业报

特种兵的执行力 李东 中国黄金报

创新 挺起国家脊梁 鲍丹 人民日报

开展红旗班组竞标 增强企业党建活力 吴春江 中化蓝天集团网

雪域高原的激情藏歌 邹润桃 中国信息产业网

合理化建议，让员工真正得实惠 李亚明 中国兵工报

用改革创新的思路迎难而上——论化解钢铁产能严重过剩矛盾 刘航 中国冶金报

企业困难更需提升提振“精气神” 徐大天 中国冶金报

消息类

通讯类

评论类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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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紧日子为的不是过苦日子 武海英 新华网

也说“转变观念” 李俊华 法士特报

PX项目在我国缘何举步维艰 满毅 中国海洋石油报

为会议“瘦身”叫好 马秀勤 中国黄金报社

以契约精神推进混合所有制 冯超 企业观察报

责任倒查助安全 王丽艳 中国矿业报

谨防舆论暴力 汪元章 中国铁道建筑报

不能让企业“虚胖”（感言） 刘鑫焱 现代物流报

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坚强的装备支撑 王学军 中国船舶报

用市场打破国企改革中的寻租空间 刘震 中国石油报

深化改革应重视企业界的“摸石者” 任腾飞 中国企业报

打造“升级版”是煤炭企业唯一出路 王南 中国经济时报

南航员工带旅客进山助学，建百万校舍 葛汝峰 南方航空报

跨过环保“生死劫” 张明 中国冶金报社

浙江省铁路投资集团杭州南车基地投产系列报道 王雨晴、周钰慧等多人 浙江日报

“春节，地电人为您守护光明”系列报道 王海军 等 陕西地电门户网站
扬帆再起航，中国工艺集团的转型升级之路系列报道 张博、鲁扬、丁国明、万斯

琴
中国企业报

情之所系，彩云之南、中国海运对口帮扶云南永德县采访实录 蒙晓霞 胡如月 海运报

深化国企改革之中国石油“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发展述评 薛梅 顾虹  崔茉 魏枫 中国石油报

评论类

系列报道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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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时，地利，人和——上海浦东软件园迎来智慧园区建设战略机遇
2、浦软汇智云：深耕上海，服务全国——访上海浦东软件园汇智软件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晓平
3、打造“中国服务”的升级版 上海服务外包交易促进中心落户浦东
4、构筑创新型的服务外包公共平台——访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
副主任马学杰博士
5、整合、集聚、做大、做强——中国软件园区可持续发展的探索和思
考
6、智慧园区：智慧城市建设的先行者——2013中国智慧园区高峰论坛
侧记
7、盘点2013，浦软这一年

武钢 中国计算机报

“身边的中电人”系列报道 王会楠 攀登报

“驶向蔚蓝”与“淮润1”轮同航系列报道 陈帮干、王盟 淮北矿工报

央企“银行”梦系列报道 余智梅 国企杂志

关注高温供电形势系列报道
姚雷、曾惠娟、张超义、
郭惠、陶思遥、王嵘

国家电网报

重庆国企：改革谋发展 创新促升级等8篇 杨永芹、郭晓静 重庆日报

系列报道
类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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