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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正在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军，国电集团旗
下的风电企业———龙源电力 2009年在香港上市，总
市值进入世界风电企业三甲。 CFP供图

《证券时报》统计，截至去年底，
上海市国资委已经超额完成了今年
国资布局结构调整的工作。上海已经
有 13 家国有企业集团共 47 家企业
完成了 9大类行业的收缩调整任务，
涉及资产合计 39.55亿元。

这 9大行业包括木材加工、文教
体育用品制造业、皮革制品业、造纸
及纸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非金属矿
采选业、其他采矿业、工艺品及其他
制造业、管道运输业等。已经超额完
成年初预定收缩 7个行业的目标。

国有企业的“边界”正在收缩。
合肥市招投标中心6月8日发布公

告：合肥新安驾校52%产权进行公开转
让。据了解，转让方为合肥公交集团有
限公司，转让底价为600万元。

合肥市国资委称，这是合肥市国企
继续剥离辅业的又一步骤。之前，包括
百大集团、丰乐种业都将旗下的房地产
业进行了转让。预计，今年内合肥市属
国企将完成辅业剥离。

早在去年10月，合肥市市长吴存荣
在合肥市国资系统深化国企改革的会
议上就要求合肥国企的辅业要全部退
出，只能专心做大做强主业。

合肥市国企的收缩只是中国国企
全面收缩的一个缩影。“经过这些年的
改革调整，众多国有中小企业和国有大
中型劣势企业逐步退出，国有资本进一
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
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国有经济布局结
构发生了根本变化，集中体现在中央企
业层面。”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局副局长
赵欣说。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曾表示，
央企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收缩战线，集中
资源于重要的行业和关键领域。

有分析人士指出，有些行业政府要
逐渐放宽控制，如商贸流通、投资、医
药、建材、农业、地质勘察等，这些行业
的国企甚至要逐渐退出。

收缩与集中：
让拳头更有力

本报记者从合肥市国资委了解到，
截至今年4月份，合肥市如公交、燃气、
供水等公用企业旗下的辅业已经有8家
进行了清算、关停，另有9家正在进行转
让，新安驾校正是其中一员。另外，合肥
市要求19家非主业的国资退出房地产
行业，已经退出5家，另有14家将陆续进
行。

一年多来，合肥市国有企业的辅业
资产转让一直在进行。其中，2010年11
月，百大一口气转让了包括合肥拓基
地产、蚌埠百大置业以及铜陵拓基的
所持股权。在此之前，丰乐种业则在去
年6月份，将丰乐房地产进行了100%
股权转让。近期，又有如鑫城国资退出
中州置业等。而此次新安驾校转让被
合肥市国资委确认为是国企退出的又
一大步。

距离安徽省不远的上海市，上海国
有资本去年完成了从非金属矿采选业
等9个行业的退出，国资行业跨度从79
个收缩到70个。今年计划收缩到65个行
业。去年，上海市属企业集团共有200户
非主业企业向民营企业、自然人和外资
进行转让。今年，将继续推进一批非主
业企业调整退出。

在地方国企纷纷调整的同时，央企
也有所动作。

邵宁表示，去年有14家央企已经退
出房地产业务，今年预计还有20多家非
地产主业央企退出，其他的40多家央企
将在完成现有项目后退出。

邵宁指出，突出主业，把主业做强，
是国资委对央企的一个基本要求，“主
业不是房地产的央企逐步退出房地产
业务，是突出主业的一个必然要求和方
向。”

去年3月18日，国资委宣布78户不
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在完成自有土
地开发和已实施项目等阶段性工作后
必须退出房地产业务。

作为中国最大的国有投资控股公
司，国投公司通过成功的资本运作，已
从成立之初的300多亿元资产发展到目
前的上千亿元资产。

这些成绩的取得源于公司的“有退
有进”战略。
“大公司要有大战略，只有收缩战

线，突出主业，才能提升公司竞争力。”
国投公司总裁王会生说。

国投公司组建后，致力于发展主要
业务，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陆续清理、
收缩项目540多个，收回资金53亿元。

邵宁表示，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有
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主要是通过国有中

小企业改革，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层面
实现了退出。

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表示，国有经
济应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
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保持绝
对控制力。

目前，央企超过80%的资产集中在
石油石化、电力、国防和通信等关系国
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以及运输、矿业、冶
金和机械等支柱行业。

国务院国资委近期下发的《中央企
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
稿）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
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
领域集中；向国有经济具有竞争优势、
未来可能形成主导产业的领域集中；向
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
集团集中；向企业主业集中，进一步提
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

不再追求规模性增长：
做强做优

随着证监会5月推出促进并购重组
十大举措，央企在重组的路上将越走越
顺。

分析人士称，证监会将支持并购重
组配套融资，减少审核环节，支持有条
件的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与融资同步操
作，实行一站式的行政许可程序。这对
央企有利。

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改革与发展
研究部部长王志钢表示：“重组的另一
目的在于推动国有资产退出一般竞争
性行业，更多地将关注的重点向与国计
民生息息相关的战略行业转移。”

整个“十一五”期间，央企数量从
169家整合到了122家。数量在减少的同
时，竞争力却在增强。

去年央企上缴税金1.4万亿元，超过
全国税收的1/6。相比较1998年时任国务
院总理朱镕基提出三年国企脱困时，全
国国企一年的总利润为 213亿元，而
2010年央企利润达到8489.8亿元，按名
义价格计算增长40倍之多。

央企资产总额由10.5万亿元增长到
24.3万亿元，年均增长18.2%；营业收入
由6.79万亿元增加到16.7万亿元，年均
增长19.7%。

在去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
央企有30家上榜，而在2006年，这一数
字仅为10家。

不再片面追求规模性增长的同时，
国资委已将“十二五”时期央企的改革
发展目标定位为“做强做优中央企业，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
业”。
“也就是说，要把自身的主业做好，

不能再四面出击了。”有专家表示。
为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

大企业，国资委在布置“十二五”央企发
展主要任务时，也明确提出要在一些行
业率先取得突破：在航空航天、石油、石
化、煤炭、电力、电信、冶金、航空、海运、
建筑、商贸物流等行业和领域，要率先
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
世界一流企业；在重大装备、电子信息
等领域，企业要为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企
业打下坚实基础。
“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把着力点始

终放在做强做优、提升综合素质和业务
核心竞争力上，通过实施转型升级、科
技创新、国际化经营、人才强企和和谐
发展战略，全面提升中央企业整体素质
和发展质量。”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
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
年认为，需要给国企设定一个边界，即
国企必须限制在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
关键领域。国企要从那些不具有战略意
义和战略意义不明显的领域撤出来，把
这些空间让渡给民营企业。

从北京产权交易所传来的消息符
合郑永年的观点。民企趁央企退出地产
之际正在吸纳被剥离房企。

北交所一季度在企业国有产权成
交方面，房地产业、电力工业、金融业成
为交易额最大的三个行业，成交金额分
别为25.81亿元、22.35亿元和11.21亿元；
房地产行业共成交标的14宗，其中受让
方七成为非国有企业。

在云南省楚雄州，云南钛业股份有限
公司正在打造一条年产2万吨的钛材加工
基地。
“建成之后，这里将成为国内最大、全

球第三大的钛材基地。”该公司相关负责人
6月10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钛材是新材料，属于战略新兴产业，正
是看中这一点，云南钛业的母公司昆明钢
铁控股有限公司在2007年9月开始进入钛
产业领域发展。目前，昆钢成了中国第一家
走“钢-钛”结合模式发展钛材加工的企
业。
“在钢铁行业低迷的情况下，必须要走

相关多元发展的道路，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昆钢相关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

在这一点上，地方国企和央企想法一
致。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近日在中
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指出，央企要用好用
足国家鼓励新兴产业发展的现有政策，结
合本企业发展实际和优势，集中力量培育
发展与企业主业高度相关的新兴产业，在
新兴产业发展中发挥中央企业的引领和带
动作用，努力占领未来发展制高点。

随着有针对性的产业推进，央企在“十
一五”期间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上缴税
金和税后净利润等主要经营指标均实现了
翻番，年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
115%。
从传统行业
到战略新兴产业

“当时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进行实验，最
终成功在轧钢设备上生产出钛卷，这是中
国第一卷宽幅冷轧钛卷。钛业生产线的建
设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程度最深之
时，建设成本较低，如果该生产线推后两年
建设，建设成本将会增加近1倍。”云南钛
业一位李姓高层告诉本报记者。

据了解，该钛卷创造了7项专利技术，
向德国和奥地利申请了两项专利。上述李
姓高层说，公司用了不到9个月的时间便建
成了全国第一套完整的钛卷表面加工处理
工艺生产线，并实现了当年开建、当年投
产、当年即产生利润。

目前，钛正在军事、民用等多个领域得
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中国的国家大剧院
就是用钛建筑而成。遗憾的是，当时国内没
有能力生产厚度在0.3毫米的冷轧钛卷，所
以采用了日本材料。现在，云南钛业已经能
生产出0.3毫米的冷轧钛卷，下一个目标是
0.2毫米。
昆钢董事长王长勇介绍说，目前昆钢

正在全力推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
型转变，从钢铁制造商向钢铁服务商转
变，由生产经营型向资产经营和资本经
营型转变，积极发展用钢产业、新材料
产业以及面向生产和面向民生的服务
业。

去年，昆钢钢铁主业和相关多元产业
收入合计512亿元，利税32.06亿元，利润
15.1亿元，工业增加值63亿元，分别比2005
年 增 长 263.12% 、153.38% 、612.26% 、
118.52%，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新昆钢。
国务院国资委通过央企重组促进了企

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华润集团对三九集
团、华源的重组，打造了有重要行业地位的
央企医药平台；中煤集团，在重组前主要从
事煤炭生产、煤炭贸易、煤焦化和煤机制造
等业务，处在从贸易业务向以生产和贸易
为主的转型过程中，联姻中煤建设集团后，
则成为了一家以煤炭生产和贸易为主，集
煤焦化、坑口发电、煤机装备、煤矿建设、
煤气层和煤电下游产业于一体的大型能源
集团，企业整体竞争优势和综合发展能力
显著提升。

注重相关多元发展也给国企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提供了机会。

2009年底，国电集团旗下风力发电企
业———龙源电力在香港成功上市，总市值
进入世界风电企业三甲，这更坚定了国电
集团总经理朱永芃以大力发展新能源引领
企业转型的决心：“谋定长远，必须加快转
型升级。”
“推广清洁煤发电技术、提高水电开发

规模和质量、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核电
等清洁可再生能源。”朱永芃说，凭借这些
“绿色着力点”，到2020年，国电集团的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将从现在的
20%提高到40%。
“我们在做投资决策时，首先考虑的是

一定要和国家的发展战略需求结合起来，
这是央企的首要职责。”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董事长王会生说。

事实上，去年年底以来，国务院国资委
就已经多次要求央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
业。在去年年底的央企负责人会议上，国务
院国资委主任王勇指出，要集中力量重点
支持有较好基础的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在今年1月7日的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工作会议上，王勇又提出，要积极培育战
略性新兴产业。

从技术创新
到“走出去”

在高铁领域，央企用缘年走完发达国家
40年的路，创造了运营时速486公里的新纪
录；在电力领域，央企用缘年研制出特高压
输电核心技术，建成世界首个特高压交流
输电工程，这是中国输电技术的巨大跨越；
在通信领域，央企完成了“栽阅原杂悦阅酝粤”猿郧
国际标准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商用，推动
“栽阅原蕴栽耘原粤”入选源郧国际标准，实现了从
猿郧的追赶到源郧的领先。
目前，中央工业企业全部建立起国家

级的研发机构。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安
排的14项重大科技专项与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项目，中央企业直接参与了12项。
有专家表示，当前的竞争，是产业链高

端的竞争。中国许多企业的产品长期处于
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应该加快做强做优做
大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
团，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和国家竞争
力。

在攻克技术堡垒的同时，央企还把“战
线”拓展到了国外。

5月27日，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中国建材
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和俄罗斯倍利德塔
水泥公司在上海就俄罗斯远东地区结雅市
日产5000吨的水泥项目总承包合同举行了
签字仪式。该项目是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继阿塞拜疆日产5000吨水泥总
包项目之后承接的又一条国际水泥工程总
承包项目。
中国建材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建成

后，对提高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在水泥承包业务方面的国际品牌知名
度，贯彻实施中国建材集团实施“走出去”
战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中铁在“走出去”过程中，先后中

标波兰A2高速公路、河内城市轻轨、加纳
医院工程、委内瑞拉北部平原铁路工程等
一批重大项目。去年，中国中铁成功运作了
中老铁路、伊朗高速铁路和印尼煤炭运输
项目等重大海外项目。
据记者了解，中国中铁的海外业务已

经遍及近60个国家和地区。该公司2009年
完成海外新签合同额107.4亿美元，同比增
长206.9%。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表示，这几

年央企的境外经营总体上效益比较好，
2009年，央企境外资产总额占央企总资产
的19%，当年实现的利润占央企利润总额
的37%。截至2009年底，中央企业在境外和
港澳地区投资设立的境外单位共有5901
户，资产总额超过4万亿元。
邵宁认为，“走出去”的战略是对的，说

明中国企业在很多方面上有比较优势。

本报记者 张龙/文 本报记者 张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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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副主
任黄淑和说，中央企业
主要分布在关系国家安
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
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大
多是基础行业、支柱产
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
排头兵企业，也是我国
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主
要力量，在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中担负着重
要责任和使命。从当前
国内外形势和中央企业
改革发展存在的问题
看，中央企业加快转变
发展方式意义重大，刻
不容缓。
“十二五”时期是中

央企业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加快转变发展方
式的重要时期。要把加
快转变发展方式作为做
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
一流企业的重要途径，
大力实施转型升级、科
技创新、国际化经营、人
才强企、和谐发展“五大
战略”，努力在提高企业
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促进企业结构优化和产
业升级、加强企业自主
创新和知名品牌建设、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企业、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等方面取得显
著成效。

沪 13家国企退出 9行业涉资近 40亿元

留出发展空间缩紧贴国家战略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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