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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李锦 张龙 /文
当前，中国的企业改革发展进入了关键期，国有企业特别

是央企改革进入攻坚期。做好国企特别是央企重组，进一步提
高国企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增强央企在经济发展中的主
导地位，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坚持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且对于发挥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
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

衡量国有经济是否居于主导地位的标准，要体现国家意
志和人民的利益要求。要在坚持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
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在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分配方面发
挥主导作用这两条标准，这是我们观察和衡量央企重组成功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五大任务之首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围绕做强
做优国有企业，相继出台了发展规划，央企重组成为整个社会
备受瞩目的话题。国务院国资委在当前重点抓的工作中，把大
力推进央企重组整合位居五大任务之首。

按照国务院“关于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要求，2010年央
企数量将减少到 80至 100家。这就意味着将有超过 30家的
央企从国资委的名录中消失。 然而，到去年底，中央企业重
组为 80至 100家的目标未能如期完成，无形中给外界留下央
企重组放慢的印象。

有一种舆论，渐渐为人们注意。“十二五’时期，国有资本
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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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数量定会减少，减多少则没有明确的目标，但不
会根本改变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发挥。

从国资委目前一系列的“组合拳”看来，央企重组将从短
期目标变为中长期目标，未来将从数量、规模的追求上，变为
更重视优化央企的质量。央企重组不再片面地强调量化目标
的实现，而是更加注重质量的提升，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成为新的战略目标。人们感
觉到，央企重组将进入新的阶段。

最近国资委启动了规模很大的一次调查研究，陆续派出
200多名干部到央企摸底调研，该调研活动预计将持续半年
左右的时间。显然，国资委的目的是通过这次调研进一步摸清
央企资产和管理情况，为下一步改革重组打好基础。

一位知情人士对记者表示，国新公司在年内挂牌的计划
不大会改变，但央企要由目前的 120多家在短时间内减少至
100家以内，“似乎时间不够”。 如果本着进度服从质量的原
则，央企缩减至 100家以内至少还需要数年时间。

国资委主任王勇到任后主持了重组工作专题会议。会议
认为，央企重组的方向和目标不变，但具体进度“要服从工作
质量和效果的需要”。显然，这不仅是操作层次的考虑，而是决
策层有了对新方略的考虑。

体现国家意志

毫无疑问，国资委成立后，中央企业布局结构调整工作成
效是明显的，《中央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的决策，
促进国有资本进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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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央企业 80%以上的资产集中在
石油石化、电力、国防、通信、运输、矿业、冶金、机械工业等行
业和领域，一批作为“国家名片”的央企，正在国际舞台上崭露
头角。中央企业在世界 500强上榜数量由 2006年的 10家攀
升至 30家。在上市公司里面，70%以上都是国有控股的，或者
是国有股占很大比重的。

从数量上看，经过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国企的绝对
数的确在减少。中央企业户数由 236家、196家、141家减少到
目前的 122家。但从资产总量和质量上看，国有经济得到了加
强，布局结构趋于优化，核心竞争力明显增强。

国企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化，使得国有经济的运
行质量和发展速度有了显著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
力大大增强。到 2010 年底，122 家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
24.3万亿元，净资产 9.5万亿元，净利润 8489亿元，上缴税金
1.4万亿元、超过全国税收的 1/6。

国资委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的战略，无疑取得了很
大的进展。

中央企业重组的步伐需要继续前进。我们的产业发展，是
不是因为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了以后，使我们国家整个的产业竞
争力有了更大的提高，整个产业竞争状态更有效，对长远的发展
更有利?当国有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占有率的时候，我们不仅要积
极评价国有企业本身的经营成就，还得看国有企业的发展是有
利于还是不利于其他企业的发展? 是不是有利于整个国家分配
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终极标准是政府与人民是不是满意。

国有企业是国家设立的，它要体现国家的意志、人民的意
志，而不仅仅是企业自己的微观经营目标。从世界范围看，即
使像美国这样的市场发达国家，也得从国家大局和社会平衡
角度来考虑企业调整。按照我们的概念来理解，他们很多的企
业也在变成“国有企业”，比如说：通用汽车、花旗银行。

两条评价标准

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国有企业的衡量标准了。真正的社会
主义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的标准绝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极端
重要，是足以决定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改革成败的。以
明确的标准来衡量和讨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问题，而不再
是在标准不明确的状态下讨论这个问题。由于人们提出的标
准很多，以至国企乃至整个社会无所适从。

（下转第二版）

以主导地位标准
观察国企重组

企业兴则国家兴，企业强则国
家强。

企业主导国家的兴衰，自 19世
纪 60年代以来，这是中国人认准的
方向。通过兴办企业实现国富民强，
则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国家理想，
也是中国人前赴后继的实践追求。

历史风云变幻，沧海桑田，这种
理想和实践在中华大地上一以贯
之，须臾未去。相反，风雨过后，阳光
普照，这种理想和逻辑在中国人心
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笃定、越来越
耀眼。

主导，是引导全局并推动全局
发展。历史已经昭示，在中国企业中
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在自身集
体崛起的同时，正通过自身的活力、
影响力和控制力，在各自行业里发
挥着主导作用，并以此为基础，推动
整个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
展，引领中国崛起，改变世界格局。

企业崛起主导中国崛起，既是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人民智慧
的结晶，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企
发展对中国崛起的真实反映。

清楚地认识这一点，不仅有利
于准确把握今后国企改革的规律和
方向，而且有利于准确把握整个经
济社会改革的规律和方向。

历史形成的主导地位，
首先体现为国企在各自行
业内的全面领头作用上

自诞生之日起，新中国的国有
企业就引领了行业的发展水平和趋
向，在新建企业、创新产品、发展规
模、经济贡献、转型升级、履行社会
责任等方面全面发挥着“领头雁”作
用。
“一五”之始，中国百业待兴，工

业化水平很低。毛泽东主席说：“现
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

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
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
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
造。”因此，“一五”计划提出：集中主
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
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并相
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
和商业。

迅速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
工业国的强烈愿望在这个计划中展
露无遗。首批新建国有企业的主导
作用开始显现：1953 年底，鞍山钢
铁公司大型轧钢厂等三大工程建成
投产；1956年，中国第一个生产载
重汽车的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生产出第一辆汽车；中国第一个飞
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
机；中国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沈
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

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代工业
国有骨干企业相继建立起来，如飞
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器、新式
机床、精密仪器、合金钢、塑料、无线
电和有线电等。1957年，中国钢产
量 535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近 3
倍；原煤 1援31亿吨，比 1952年增长
96%；发电量 193 亿度，比 1952 年
增长 166%；机床产量达 2援8 万台，
比 1949年增长 17援7倍。

历史翻到今天，国有企业一直
在关键领域发挥着主导作用。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
协会 2010 年 9月发布的《2010 中
国 500强企业发展报告》显示，在入
围 2010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的
企业中，225 家国有企业的营业收
入总额、利润总额、资产总额、纳税
总 额 分 别 占 总 数 的 69.25% 、
60.55%、78.34%和 85.45%，主导优
势一目了然（见表 1、表 2）。

在入围 2010 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强的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 289家，营业收入总额、利润总
额、资产总额、纳税总额分别占总数
的 86.19% 、86.93% 、91.34% 和
89.89%，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规模上

都占据主导地位（见表 3）。
在机车制造行业中，中央企业

中国南车创造了无数个“先人一步，
速度取胜”的经典案例：先人一步完
成结构调整、主辅分离；先人一步完
成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先
人一步完成重组改制上市；先人一
步完成专有技术的产业延伸。中国
南车的速度体现在自主创新的成果
上，体现在市场布局的敏捷上，同时
也体现在了市场份额和营业收入的
增长上。南车人用勤奋、努力、务实、
坚韧，创造了适应时代要求的企业
发展独特优势。不仅跻身行业三强，
更向全球行业第一挺进。

国有企业在行业里“领头雁”主
导地位的形成与发展，既是历史的
必然，也是逻辑的必然。

国企的改革与发展成
为中国经济崛起于世界的
直接主导因素

150年前，洋务精英抱着“求富”
和“求强”的强烈诉求，引进了一些
西方近代先进技术，培养了一批科
技人才，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
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
国的经济侵略，但其经营的近代工
业企业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
提，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
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最终左冲右
突，内外交困，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
中国成立后的每一轮国企改革与
发展，都能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从
经济、政治、文化和人民生活等多
个层面上促进中国的变革和崛
起。

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经
济体制改革，不断解除了计划手段
对国有企业过多的桎梏，让国有企
业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创造了 30年
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

（下转第四版）

国企主导与
国家崛起的历史视野

本报记者 曾昭俊/文

国企改革发展
系 列 报 道绎主导篇绎

衡量国有经济是
否居于主导地位的标
准，要体现国家意志
和人民的利益要求。
要在坚持提高整个国
民经济发展水平方面
发挥主导作用、在实
现全社会范围内的公
平分配方面发挥主导
作用这两条标准，这
是我们观察和衡量央
企重组成功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

始建于 1892年的青岛港创造了国有企业的“中国式管理”，生产效率居世界港口先进水平。包括青岛港在内的国有企业
在自身集体崛起的同时，正通过自身的活力、影响力和控制力，引领中国崛起，改变世界格局。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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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体到主导：
中国南车“核聚变”

转型开滦
继续领跑

在市场竞争中
巩固国企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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