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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十一五”，
安徽省属企业发展令人瞩目，涌现了一批在国内外举足轻重的大企业。
然而，安徽省属企业同样面临进一步做强做大的问题。提高省属企业整体核心竞争力，打造一批“皖
字号”企业航母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重组整合。

安徽国企谋建
“航母”
本报记者 张小梅 张骅 吴明/文

7 月 18 日 ，记者 在中 煤 矿 山 建设
集团公司采访时了解到，这个在 3 年前
由中 煤 三 建和 中 煤 特 凿重 组 的 企 业 集
团公司，通过资源整合，实现优势互补，
使企业资源达到了有效配置，核心竞争
力 有 了 很 大 提 升 ，2010 年 企 业 销 售 收
入突破 100 亿元，是重组前两家企业总
和的三倍多。今年上半年，虽然受宏观
经济影响，但工程合同总量仍比去年同
期大幅增长。
安徽省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许崇
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重组整合是大
势所趋，企业重组最大的益处是把优势
资源整合在一起，形成真正的核心竞争
力。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属企业整体业
绩好于去年同期，这在宏观环境不理想
的情况下是十分难得的。

2015 年六家企业
收入过千亿
未来五年，安徽省属企业要实施
“倍增计划”和“双万双千工程”
，即：到
2015 年底，省属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实
现倍增，省属企业总资产超万亿元和营
业收入力争过万亿元，有 6 户左右企业
资产总额、营业收入过千亿元。实现这
一目标的前提并非靠省属企业的数量
增加，而是要靠企业的进一步做大做
强。要从规模和质量上求得突破。
据了解，在近年中国企业 500 强的
名录中，安徽省属企业虽然数量有所增
加，但排名靠前的企业并不多，这并非
企业业绩不良，而是企业的规模体量太
小，长期下去企业竞争力会明显削弱，
做大做强已成为安徽省属企业改革发
展的重要方向。这也是周边各省的有效
方法之一。
许崇信分析认为，
企业靠自身滚动
发展，速度慢、效率低，而安徽省属企业

大多处在竞争行业，且有一部分企业之
间具有很大的产业关联度和互补性，这
样的企业如果能通过重组整合将优势
资源的活力激发，并抓住重组这一契机
对企业管理和机制进行创新重塑，将会
使企业核心竞争力大大增强。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安徽省属企业
的重组整合并非机械的两企业合并，而
是一种较为活跃的改革发展模式，既有
省属企业之间的同业合并，也有走出去
的资源整合，还有请进来的整合激活，
同时，企业内部的资源整合也是一种管
理和机制创新的重组。

上半年三对企业
进行同业合并
像中煤矿山建设集团公司通过重
组整合后，迸发出更大活力的企业，这
在安徽不在少数，而且这样的重组整合
依然在进行着，今年上半年 3 对省属企
业重组的开启，使安徽省属企业改革发
展进入到一个更新的层次。
据安徽省国资委改革处副处长高
维民介绍，改革重组一直是安徽省属企
业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随着市场经济
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这一方式的深度和
广度进一步加大，5 年以来，发生在安
徽省属企业的重组整合就达 10 多户。
在安徽省国资委，把省属企业之间
的重组称作同业合并，已经重组成功的
代表企业就有中煤三建与中煤特凿、安
徽建工集团与安徽路桥公司、安徽省国
贸集团与安徽省进出口股份公司等企
业，
通过重组使这些企业的优质资源均
达到了有效发挥。
今年以来，安徽省国资委又推进了
安徽建工集团与安徽水利建筑工程总
公司、安徽旅游集团与安徽粮食集团、
安徽投资集团与上海裕安公司 3 对省
属企业之间的重组，有的企业还经历了
重组后再重组的历程，安徽建工集团与

安徽路桥公司重组后的安徽建工集团，
于今年 6 月又与安徽省水利建筑工程
总公司重组，不仅在资质、整体实力上
得到了大大增强，也进一步延长和拓宽
了产业链，而且安徽水利（SH600502）
这家上市公司的加入，使企业资产结构
发生了变化，从而重塑了企业管理组织
体系，为企业整体上市创造了有利条
件。

在国内甚至全球范围内
整合资源
通过重组对国内外资源进行整合
是安徽省属企业重组的一大亮点。在这
方面表现较为突出的是安徽海螺集团
（SH600585） 和 安 徽 铜 陵 有 色 集 团
（SZ000630）。
这两家企业都是依靠矿产资源而
发展，在我国，石灰石矿主要分布在长
江中下游沿岸一带，为了充分占有资源
优势，海螺通过对长江沿岸小水泥的改
造提升，在实现资源重组的基础上达到
矿产资源的有效控制。目前，在我国只
要有石灰石矿的地方就有海螺水泥的
身影，当地主管经济的政府官员说，是
海螺盘活了他们的中小国有水泥企业，
使企业的有效资源和优质矿山发挥出
更好的效益。在这一整合过程中，海螺
水泥不仅用资金、先进的管理去实现整
合重组，而且利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和
高端人才去实现更高层次的重组。目
前，这一经验也开始在余热发电和水泥
窑垃圾焚烧等新兴产业上运用。
铜陵有色走出去重组主要也是针
对矿产资源。铜陵有色是中国第二大铜
生产商，为更大程度地参与国际竞争，
2002 年，铜陵有色与国内大型铜企业
组建中铜联合铜业公司和中色国际矿
业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并在企业内部组
建成立国际贸易公司，为承揽国外矿山
开采、勘探和建设，进一步开拓国际市

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9 年，
国内最
大的铁路建设商中国铁道建筑公司与
铜陵有色以 6.79 亿加元收购加拿大考
伦特资源旗下铜矿资源达成一致。该项
目或于 2013 年投产，铜精矿产量起初
为 3 万吨/年，一年后或翻倍至 6 万吨/
年。这一投资将显著改善铜陵有色铜精
矿自给率。这些资源的整合和抢占也增
强了铜陵有色的发展后劲。
安徽省国资委综合法规处副处长
王维坤对记者说，在走出去重组队伍
中，煤炭企业也是一支了不起的力量，
淮北矿业集团、皖北煤电集团等安徽煤
炭企业苦于资源限制，利用自身的技
术、人才和资金优势，整合重组国内外
煤炭资源，延伸企业的发展空间。

邀请大企业大资本
进行资产盘活
对一些对内对外都无法实现重组
整合的有效资源，安徽省国资委采取请
进来的办法，最大限度地盘活有效资
产。
安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被中国化
工集团重组，不仅使原有企业的有效资
产得以盘活，而且引进了资金、技术和
好的项目，
使重组的效应进一步放大。
安徽长安电子集团公司是与央企
重组成功的典范。安徽长安电子集团公
司前身是一个老三线军工企业，划归地
方后，由于技术、市场的局限性，发展较
为艰难。为了使企业有效资产发挥出更
大作用，2009 年，安徽省国资委以有条
件划转方式将其划转给中国电子科技
集团公司第 38 研究所，成立博微长安
电子有限公司。重组后，经过资源整合
和体系再造，目前已发展成为中国电子
科技集团公司第 38 研究所三大板块之
一——
—装备供给板块，是大型军工电子
装备骨干企业、国家二级保密单位。企
业效益直线上升。

皖北煤电集团公司

主编视点

重组重在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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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国资委将省属 企业 战略 重组作 为企 业改革
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实 现总 资产 、总销 售收 入双
万亿元，6 户企业资产和年销售收入超千亿元。省
属企业在壮大规模、提高素质的基础上减少至 25
户左右。很显然，
“十二五”期间安徽省属企业重在
做强。
安徽省属企业虽然目前仅有 30 多户，但涉及
钢铁、煤炭、电力、化工、建材、建筑、汽车、工贸等相
关行业，大部分属竞争类企业，经过数十年发展，已
经拥有一批像马钢、海螺、铜陵 有色 、淮南 矿业、淮
北矿业、国元、江汽、合 力、中 煤矿 建等在 国内 外有
影响的品牌和企业，省属企业已成为安徽经济发展
的重要支撑。
然而，就在 央企讨 论大 而不 强的问 题时，安 徽
省属企业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规模小、体量不足的
现实问题，如何做强做 大，最 直接 也是成 本最 低的
扩张方式就是重组整合，这种资源再配置的方式是
科学发展的具体体现。
1+1 规模是变大了，但大并不等于强。这是重
组整合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从安徽省属企业重组
的案例看，重组只是一 种手 段，而 真正的 目的 还是
在于做强。
安徽 省属 企业发 展除 了重 组目标 的数 量要求
外，更重要的目标在于 重新 配置 资源，使 企业 做大
做强，增强其竞争力、影响力和控制力。
“十二五”期
间，安徽省属企业要培养出 6 户资产和销售收入超
千亿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皖字号”企业航母。
对此，安 徽省 国资委 主 任、党委书 记许 崇信表
示，重组必须把着力点 始终 放在 做强做 优、提 升综
合素质和业务核心竞争力上，要在重组过程中通过
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 体系 再造，谋求更 强的 抗风
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只有国企本身具备了强大的活力，才能更好地
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体现控制力和影响力。
因此，对于国有企业重 组必 须走 出两个 误区：首先
是“国企 退 出 速 度 加 快 就 是 目 标”的 误 区 ，其 次 是
“简单地把规模变大”的误区。在国有企业战略性重
组的操作上，要注重整体性、多层次、渐进性的操作
思路，决不可一蹴而就。

执行主编：张小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