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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国企先进性

国有企业应当具有
的工人阶级先进性，既
是一种思想觉悟，又是
一种政治品质；既是一
种能力，还是一种行为，
是思想、品质、能力、行
为四者的统一。

中国国有企业在新
的历史时期，仍将追求
工人阶级先进性，代表
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伟大
前途。并且一定能够继
续保持工人阶级先进性
而获得更多的新成果，
和其它企业一起共同奋
斗，来继续代表这个伟
大前途。

国企改革发展
系 列 报 道绎人本篇绎

（上接第一版）
为什么国有企业是工人阶级

的主导力量？这是由国有企业是先
进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
者决定的。新中国成立所带来的变
革和转型是极为深刻的，其中，国
有企业扮演了重要角色。国有企业
既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
主要担当者，也是广大劳动人民获
得解放、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的
关键平台。国有企业一经诞生，就
与社会主义制度、与执政的中国共
产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形成
极为密切的联系。随后建立起来的
经济体制，使得这种关系固化下
来，并孕育出了中国特有的单位制
社会结构和国家治理形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

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
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
力量。”国有企业的本质属性，是
“全民所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系下，国有资本是属于全体人民
共同占有的资本。目前，国有企业
营利性体现为追求国有资产的保
值和增值；其公益性体现为国有企
业的设立通常是为了实现国家调
节经济的目标，起着调和国民经济
各个方面发展的作用。国有资本盈
利的一部分将依法平等分配给各
位资本占有人（即全体公民），这种
分配方式一方面符合“按照生产要
素分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
原则，另一方面将大大促进社会主
义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担负着推
动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
历史使命。

显然，国有企业与代表着先进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相
联系。

二、国有企业“先进
性”的时代证明

1921年 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
级到自为阶级的根本转变，对于中
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都
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党先后组
织和发动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
路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
罢工等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展示
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和奋
斗精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
领导工人阶级积极投身反帝、反封
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取得
了伟大胜利。

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共产党的历史任务是医治战
争创伤，巩固人民政权和恢复国民
经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建成独
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
经济体系。国有企业工人阶级，以
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和极大的热情
投身建设高潮，创造先进生产经验
和先进工作法，迅速完成了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创造了第一台蒸汽机车
研制成功、第一辆解放牌卡车试制
下线、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翱翔蓝天
等无数个“中国第一”，奠定了中国
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国有企业唱响
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时代凯歌，
以伟大的创造力量和无私的奉献
精神成为“共和国的脊梁”。

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期，
国有企业工人阶级发扬光荣传统，
开拓进取、奋力拼搏，积极投身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火热
实践。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有企
业紧紧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
当代国有企业的历史使命，参加三
峡工程、青藏铁路、载人航天、北京
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地震灾区灾
后重建、京沪高速铁路等重大工程
建设，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
了重大贡献。2010年我国 GDP近
5.88万亿美元，与 1949 年的 179
亿美元相比，增长了近 329倍，其
中广大职工创造的 GDP 占全国
GDP的比重，由 1952年的 26.8%
上升到 2010年的 80%多。从 2010
中国企业 500强来看，国有及国有
控股企业共有 329 家，占总数的
65.8%，实现营业收入 23.4 万亿
元，占全部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
84.69%；实现利润总额为 1.26万
亿元，占全部企业利润总额的
83.72%。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与
作用，是钢铁般的事实。

国有企业工人阶级在创造巨
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巨大
的精神财富，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
了信念坚定、立场鲜明、艰苦奋斗、
勇于奉献，胸怀大局、纪律严明、开

拓创新、自强不息的工
人阶级伟大品格，涌现
出一大批先进模范人
物，形成了孟泰精神、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劳模精神、载人航天精
神、奥运精神、抗震救
灾精神等。这些精神是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精华，是中华民族最可
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国企保持
工人阶级“先进
性”的本质把握

“国有企业作为企
业，为什么还要保持工
人阶级的先进性？”对
工人阶级先进性问题
的提出，折射出部分国
企干部员工对国企先
进性的疑惑和不解。

在提这个问题的
时候，很多人往往只强
调国有企业作为企业
的性质，认为国企只是
市场经济中自负盈亏
的市场主体，没有必要
承载那么多政治上的
因素。仔细琢磨，这个
问题的片面性在于提
问者只强调国有企业
作为企业的特性，而忽
视了它作为“国有”的
属性。国企的这个最重要的“国有”
属性，被很多人忽视了。这个“国
有”属性的重要性，就像一个人永
远都不能忘了他是哪里人、他的根
在哪儿一样重要。
那么，接下来要解答的问题就

是：为什么是“国有”的企业更能代
表工人阶级先进性呢？首先，这是
由一个“公”字决定的。国有企业之
所以是“国有”，是因为它是全民所
有的公有制经济。党的本质属性是
“公”，因为它是全体中国人民根本
利益的代言人，是“公”的代表者。
因此，凡是涉及到“公”的领域，都
必然有工人阶级先进性。再者，这
是由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
导地位决定的。发展壮大国有企业
的最终目的是要服务于国家和人
民，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国有
企业充分发展做到最大程度的保
值增值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国有企
业的快速发展才能确保国家依靠
人民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从而最终实现党、国家和人民、国
有企业三者利益关系的统一。

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在人
数、素质、构成、分布等方面都发生
了历史性变化。然而，无论经济社
会面貌如何改变，无论科技进步和
知识更新达到何种程度，其中的主
导因素仍然是并且只能是工人阶
级的生产劳动和创造活动。

如果说 32年来的最大成果是
市场经济替代了计划经济，工业替
代了农业化，那么这一市场化、工
业化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企业家
群体与农民工这两个群体的形
成。 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赢得社会
关注，“五一劳动奖章”、劳动模
范、优秀企业家，甚至当选执政党
各级政府的领导人管理社会、参
政议政……在 2011年两会代表委
员名单上就有企业家 1000 多名，
占出席人数的 25%。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随着
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
化、国际化的推进，工人阶级队伍
的数量和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1949年底，全国职工只有 800多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49%；2010
年，全国职工总数为 3.21亿人，占
全国人口的 23.9%。工人阶级队伍
内部结构日趋多样，乡镇企业职
工、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和新兴产业
职工，尤其是亿万农民工源源不断
地加入工人阶级队伍，工人阶级的
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一
个由各种所有制企业、各种机关事
业单位以及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
织中的全体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
动者构成的统一整体。非公有制企
业职工已成为职工队伍的主体，占
全国职工总数的 73.93%，占企业
职工总数的 88.43%；农民工成为
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农
民工为 2.42亿人，其中外出农民
工 1.53亿人，“80后”、“90后”新生
代产业工人的大量出现，为工人阶
级注入了新鲜血液。

正因为此，国有企业工人阶级
更需要保持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与

其它企业群体一起，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发挥先锋队
作用。

四、国有企业“先进
性”的现实追求

什么是国有企业先进性？先进
性，顾名思义，指的是一事物相比
较其他事物而独有的长处和优势。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先进性是一
个比较概念。它本身是相对落后性
而言的，同时又是在两个事物或多
个事物的比较中产生的。二是它是
一个价值评价范畴。国有企业作为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组织，
对其成员是否具有先进性进行评
价，从比较对象上讲，是与一般企
业相比较的；从评价标准上讲，正
确的评价标准当然是历史唯物主
义的标准。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做出理
解：所谓国有企业的先进性，体现
在能够自觉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
求、符合社会进步方向和趋势上；
是同一般企业的比较中展现出来
的；国有企业先进性体现在思想、
政治、组织、能力等各个方面；国有
企业的先进性最终体现与人民群
众一起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
大实践中。

毋庸讳言，随着时间的流逝，
和党的躯体一样，国有企业作为企
业社会道德领袖的地位不断遭致
腐朽思想的侵蚀。从国有企业自身
上看，有些企业存在的低效、腐败
等现象也损害了国有企业的形象。
不同看法的人导致的舆论，乃至让
人对国有企业重要性或生存意义
引发种种误解。

尽管国有企业也走过弯路，也
有困境需要解脱，但国有企业在中
国人民心目中仍然像泰山一样沉
重。国有企业的合法性建立在两个
因素的基础上。第一个因素可以称
为“历史”因素。中国共产党实现了
国家统一后，国有企业的努力促使
中国摆脱了 19世纪中叶以来的长
期经济落后状态；第二个因素与
30多年来的改革有关。中国在上
世纪 70年代末选择的这个新方向
使国有企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
规模经济变革的主角，因为从来没
有一个如此庞大的民族、在这么短
的时间内实现物质生活条件如此
根本性的改善。中国实现了从农业
社会向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历史跨
越。欧美发达国家用了将近 300
年，才使 10亿左右人口进入工业
社会；中国仅用了 60 年，就将 13
亿人带入工业社会，演绎了人类发
展史上的传奇。国有企业在这场历
史大转变中，举足轻重，居功至伟。

正因为这些，新的形势、新的
队伍、新的任务，对国有企业保持
工人先进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
新的标准。

国有企业在思想上保持先进
性，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
的宗旨，坚定不移地为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党的先进

性在一定程度上要靠国有企业工
人阶级的先进性来体现。国有企业
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得到保持和发
扬，将促使整个党的先进性有了坚
实的基础。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
型骨干企业，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重要使命，在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国有企业
应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做好
自身经营工作，为和谐社会建设提
供有力支持和物质保障；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为和谐社会
建设添砖加瓦。
国有企业在国有资本实现了

董事会管理方式和全民分红的方
式以后，要积聚和形成强大的竞争
力，去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同时，在国有企业内部所滋生的腐
败、低效问题也都将会不复存在。

国有企业在政治上保持先进
性，就是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充分发挥“国有企业是特殊的
经济组织”的竞争力、控制力和活
力的作用。 国有企业承担着重要
的经济责任，还要更好地担负起应
负的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
任。在政治功能方面，国企是坚持
共产党的领导、巩固社会主义制
度、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
的中坚力量；在经济功能方面，国
企处在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是国
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国家重大经
济政策的有效执行工具；在社会功
能方面，央企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
任，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
而出，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勇挑重

担。特别是中央企业，是国民经济
的重要支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重要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
重要经济基础。这三个“重要”，揭
示了国企必须保持先进性的本质
要求。

人们没有忘记，在 2003年非
典疫情突然爆发时，一些企业乘机
哄抬物价，一度人心恐慌，是谁在
关键时刻发挥了畅通物流、平抑物
价作用；电力短缺，拉闸限电，个别
发电厂乘机向政府要挟涨价，是谁
千方百计多发电，迎峰度夏保发
电，最大限度地缓解全国缺电状
况，是国有企业。这就是国有企业
工人阶级先进性的现实解释。

国有企业在能力上保持先进
性，就是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
提高在竞争中求发展的素质和技
能。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
国有企业将长期面对西方发达国家
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长期面对
激烈的国际竞争。企业核心力的竞
争越来越表现为人的素质的竞争，
特别是越来越表现为科技进步、知
识创新和宏观驾驭能力的竞争。

国有企业更应当尊重劳动、尊
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充分
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努力培育
一支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的高
素质职工队伍，培养出一批创新型
人才特别是创新型领军人才,培养
出一批适应国际竞争需要的企业
家队伍。科技创新、科学发明与知
识产权，无疑是衡量国有企业竞争
能力的重要标志，国有企业的先进
性，必将在这些令人羡慕的领域大
放光芒。

国有企业在工作上保持先进
性，就是要在各自岗位上坚持勤奋
工作，兢兢业业地创造一流的工作
业绩。国有企业工人阶级队伍是党
的形象在群众中的直接体现者，是
人民群众了解党、认识党的窗口。
为此，每一个国有企业共产党员必
须立足本职工作，爱岗敬业，埋头
苦干，奋发进取，努力创造一流的
工作业绩。

人们不理解，为什么社会大众
对国有企业出现的事情显得过于
关注，有时达到苛求的地步，就是
因为国有企业是工人阶级的主导
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
主导力量。

总而言之，国有企业应当具有
的工人阶级先进性，既是一种思想
觉悟，又是一种政治品质；既是一
种能力，还是一种行为，是思想、品
质、能力、行为四者的统一。

中国国有企业在新的历史时
期，仍将追求工人阶级先进性，代
表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前途。并
且一定能够继续保持工人阶级先
进性而获得更多的新成果，和其它
企业一起共同奋斗，来继续代表这
个伟大前途。

90 年风雨兼程启迪我们，愈
能保持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就愈能
够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中国国有企
业这个特殊的“身份证”就愈加鲜
亮。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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