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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和国的长子”到“口诛笔伐
的对象”，央企始终恪守“沉默是金”为
信念，随着舆论玩转形象“过山车”。

坎坷悠长的身世，成员众多的家
族，复杂庞大的体制，使央企在公众心
目中的形象“碎片化”；雾里看花的朦
胧，盲人摸象的片面，使公众心目中的
央企逐渐“妖魔化”。

面对全民声讨之势，央企能否再
做“沉默的羔羊”？

误伤之“国进民退”论

受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后, 大家
都很关心“国进民退”的话题。其实经
济紧缩的时候, 民营企业受到宏观调
控的现象比国企明显, 从而会出现退
缩。但不能认为“国进民退”是一种正
常现象。

———摘自商界 2011年6月25日
《厉以宁：国进民退中的企业出路》

自2009年，“国进民退”一词频频
出现在各家媒体上。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就
“国进民退”等热点问题表达了观点：
国进民退并非一个好现象，应充分注
意，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70%以上新
的技术来自小企业，企业是技术创新
的主体，中小企业更是主体中的主体，
应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
关键性作用。

与此同时，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
也表达了他对“国退民进”现象的担
忧。

然而，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却
有着不同看法：近两年，中国确实存在
“国进民退”的现象，但从工业、投资和
国内贸易三方面统计数据来看，近年
来我国非国有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的
发展明显快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
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总体上看，统计数
据并不支持“国进民退”的说法。

数据显示，工业中的非国有经济
的比重逐年提高，“十一五”期间，私营
经济的单位数量、总产值、资产总额、
利润总额和从业人数占全部企业规模
的比重，由 2005年的 45.6%、19%、
12.4%、14.3%和24.5%提高至2009年的
58.9%、29.6%、18.5%、28%和33.7%。
事实上，国有企业的数量一直在

不断减少，经济份额也在逐年下降，国
资委也鼓励和支持各种所有制性质的
企业参与到国有经济布局的结构调整
之中。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接受

采访时表示，“国进民退”问题本身就
不成立，中国大型企业在前进，央企也
由于投资者和股民的参加，进一步多
元化，进一步走向市场，央企收购一些
中小企业来进一步扩大它的实力，有
资本的融合，也有企业组织的融合，这
是一个双向进步。
随着“国进民退”的舆论渲染逐步

升级，更多的经济学家加入了探讨的
行列。
记者了解到，国家现在投资的大

多数是基础设施，这本来就属于公有
部门做的事情，对民营经济并没有挤
出效应，利用这段经济疲软期进行投
资，等这些项目建好，经济恢复以后，
民营经济环境和空间会更大，总体上，
表面看好像是“国进民退”，实际上给
民营经济未来更快速发展打下很好的
基础。

误伤之“垄断”说

垄断经营体制下，亏了老百姓当
然不能容忍，赚得再多也体现不出多
大能耐，然而，央企似乎对此并无自知
之明，时常表现出“居功自傲”，焉能不
令公众反感？

———摘自2011年6月17日 荆楚网
《范子军：央企形象花钱买不到要靠责
任挣》

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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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净利润由4642.7亿元增加
到8489.8亿元，年均增长12.8%；上缴税
金由5779.9亿元增加到1.3万亿元，年
均增长17.6%。
然而多数业内专家认为，绩效提

高的原因并非源自企业效率的提高，
而是来源于央企的垄断地位，这种情
况不利于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的发
展，深化改革需要破除国有企业的垄
断。

对此，国资委副主任邵宁亲自解
释，中央企业并不存在垄断，只有个别
带有垄断色彩的企业，垄断问题非常
容易讲，我们内部真正经营具有垄断
色彩的，最典型是七家企业，中石油、
中石化、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和三个电
信。

邵宁认为，中央企业不都是垄断
企业，垄断企业是少数，竞争性的是大
多数，而且竞争性企业这几年发展速
度要更快。

此外，有业内专家表示，央企是否
存在垄断，要看两个方面，一个是国
内，一个是国际，央企的壮大是垄断还
是行业集中度问题，需用全球化的视
野来看。

专家指出，中国面对铁矿石的尴
尬局面就可以印证这个说法。

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进口铁矿
石6.18亿吨，同比2009年下降1.4%，但
进口铁矿石平均价同比上涨60%，为
此，中国钢铁行业多花了近300亿美
元。然而，中国作为最大铁矿石买家，
却掌握不了话语权，一方面，是中国钢
铁企业不熟悉国际谈判模式，策略与
形势判断能力不及三大矿商，但主要
原因在于我国钢铁行业存在无序产能
扩张、行业集中度低等问题。

据了解，此类“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的尴尬还波及我国有色金属行业，
稀土、铜矿石等类似需进口产品的处
境堪忧。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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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又一个全球第二。
2011 年 《财富》 发布世界 500 强企业最新排名，

中国的上榜公司数量达到 69家，超过日本，仅次于美
国 133 家。其中大陆上榜数占总数的 12.2%，中石化、
中石油、国家电网公司名列前十。

这是去年中国 GDP 超越日本后又一个全球第二。
30年来，中国在世界 GDP当中所占的比例大约增长了
近两倍，约占世界 GDP的 9.5%。

以经济视角向全世界发布经济界“奥林匹克”的金
牌榜，人们从世界 500强的榜单中自然地感受到各国的
经济景气。

企业强则国家强。大国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
争，归根结底就是企业的竞争。

吸引全球眼光的是， 《财富》排行榜虽以营业收入
为主决定位次，但同时还列出净利润、总资产、净资
产、雇员人数四项指标以及各自的位次。从不同的指
标中，诠释了企业在产品、服务、组织、技术、品牌、
资本等全要素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

国人在惊讶于这一团体雄厚实力的同时，还欣喜
地发现 《财富》近几年的榜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具备世
界级潜质的中国企业。他们具有同一个特征：都是行业
的排头兵，对行业的变革创新作出了显著贡献，拥有独
特的发展战略和商业模式，员工具有很高的职业化和
专业水平。在某些方面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具备
了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基础和
条件。

分析中国大陆上榜的 61 家公司数据：总收入为
28906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7.8%，每家公司平
均收入达 473亿美元，总利润为 1761 亿美元，平均利
润为 28亿美元。

综观中国与美国的差距：1978年美国的经济规模
是中国的 10.6 倍，到 2010年降为 2.5倍，差距在不断
缩小。今日美国 133家上榜公司，总收入为 76628亿美
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52.3%，总利润为 4844 亿
美元，每家公司平均收入达 576 亿美元，平均利润为
36亿美元。

随着国力提升，中国企业在世界企业榜单上不断
向上攀登，逐步占据要津，说明了企业在不断壮大，也
预示着中国企业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积极
融入经济全球化竞争，中国企业逐步从“追随者”转变
为“挑战者”。

新进榜单的中国大陆地区 15 家公司中以央企居
多，且主要是通过兼并重组实现了规模效应，并因
此进入全球的视野。观察人士分析表示，竞争地位
的变化已引起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关系发生
明显变化，2009 年发生多起中国企业并购著名跨国
公司就是强有力的佐证。

从中国与世界企业 500 强 30 个行业领先企业的
对比情况看，绩效指标方面，中国已有 1/3 的行业
领先企业赶上或超过世界企业 500 强；规模指标方
面，中国行业领先企业差距在大大缩小，企业的
“硬实力”增长速度较快。

通过兼并重组做强做大企业，是实现规模经济的
重要途径，也是跨国企业做大规模影响全球的核心和
本质。业内专家认为国家通过央企保持对经济的调控
能力，同时通过做强做大央企、国企，实现资源有效
配置。中国建材集团近 2 亿吨的水泥产能，正是通过
对行业 200 多家企业的整合而形成的；河南煤业化工
集团公司，依托河南地方政府将河南数个能源企业整
合在一起。 （下转第三版）

企业如同一座雕像，
“颜料”可以看作是媒体
的批评报道和公众舆论，
无论事件真相如何，报道
过后，央企的沉默式公
关，并不能让危机真正过
去，时间过的再久，公众
看到的依然是一座“被泼
上颜料的雕像”，只有及
时把事实澄清，把误会消
除，主动擦掉“雕像上的
颜料”，这才是真正的结
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