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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欠发达的省份，仅用了 3年
多的时间基本完成了 7 个非工系统
的国企改革任务。平稳改制了 1771
户企业，占企业总户数的 99.3%；安置
职工 34.6万人；2011年，全省出资监
管企业拥有资产总额 5269.2亿元、净
资产 2274.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2.3%和 18.5%；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2969.3亿元，同比增长 39.3%；实现利
润总额 185.15 亿元，同比增长 31.4%
……这波澜壮阔的攻坚战堪称奇迹。
“人还是那些人，企业体制新了

机制变了，活力增强了。”江西省国资
委主任李天鸥感慨道。

江西省国资委是立下了军令状
的。2008年 5月，江西省委书记苏荣
提出“用两年时间基本完成国有工业
企业改革”的目标后，江西省国资委
的领导人员掷言“完不成改革就辞
职”。仅仅耗时 1年半，经济欠发达的
江西就平稳、高效完成了 507户国企
的改革：无严重群体事件，职工得到
妥当安置，企业获得生机，经济布局
优化。

这是怎样的一场巨变？江西以产
权制度和用工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以
资产重组、盘活存量为重点，全面推
进国企改革，剥离债务和历史包袱后
的国有企业得以轻装上阵。

一组组数据展示了改革的成效。
资产总额突破 2000亿元。省国

资 委 出 资 监 管 企 业 资 产 总 额 为
2131.6亿元，同比增长 20.5%，13户企
业资产规模扩张，占比达 86.7%，江铜
集团、江钨控股集团、煤炭集团、投资
集团、盐业集团、招标集团均实现资
产总额 20%以上增长。

营业收入突破 2000亿元。省国
资委出资监管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
入 2454.6 亿元，同比增长 43.1%。纳
入省属国有经济“十二五”发展规划
的 14户企业均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江铜集团实现高平台上的高增
长，同比增幅达 55.8%；煤炭集团、建
材集团、凤凰集团、建工集团、招标集
团均实现营业收入 40%以上增长。

利润总额突破 100亿元。省国资
委出资监管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106.3亿元，同比增长 26.4%。建材集
团发挥市场主导优势，推动经济效益
翻番，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10.8亿元，
同比增长 141.6%；煤炭集团、建工集
团均实现利润总额 40%以上增长。

税费贡献突破 100亿元。省国资
委出资监管企业累计贡献税费 103.5
亿元，同比增长 14.5%。建材集团增收
增效，经济贡献同步提高，贡献税费
7.0亿元，同比增长 88.8%；江铜集团、
江钨控股集团、煤炭集团、建工集团、

招标集团均实现税费 20%以上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突破 100亿元。省

国资委出资监管企业累计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 101.7 亿元，同比增长
14.3%。江铜集团着力推进龙昌精密
铜管二期、德兴铜矿 13 万吨扩建、铅
锌冶炼和银山 5000吨技改等重大项
目建设，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9.1
亿元，同比增长 49.9%；煤炭集团着力
建设贵州矿业、新高焦化、丰龙矿业
和浮玻二线等项目，累计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19.8亿元，同比增长 99.3%。

被改革企业的人员安置和去留
问题是职工关心的重要问题，更是国
企改革的难题之一。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员工如何来

安置。”李天鸥直言，这些问题不仅是
广大员工关注的问题，更涉及他们的
合法权益。同时，也是国资监管机构
高度重视的问题。解决不好这个问
题，国企改革就很难推进。

面对以往改革遗留下来最难啃
的“硬骨头”，江西的一些干部存在
“小改小闹，大改大闹，不改不闹”的
畏难情绪和认识偏差。为此，省委书
记苏荣反复指出，国企改革是当前影
响江西发展最突出的矛盾，是加速崛
起、富民兴赣进程中躲不开、绕不过
的“坎”。
“越是金融危机，越要化危为机，

必须加快改变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
方式，盘活数百亿沉淀的国有资产，
安置几十万企业职工的生产生活！”
江西省国资委主任李天鸥对记者说。

改制，是关门大吉还是妙手回
春？江西始终认为，只有搞活企业、扩
大就业才是确保经济和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的治本之策。为此，江西各级
政府始终坚持“企业要搞活、员工要
干活”的原则。

整体上市、兼并重组、股权多元、
吸收合并，李天鸥一口气向记者说了
十多种江西国企尝试的改制模式。江
西建工集团、江西煤炭……通过本轮
改革，一大批企业卸掉包袱，重获“新
生”。

改制前，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资
产小而全、小而散，分割分散，各自实
力不强。并且人员多、摊子大、包袱
重。此外，企业没有真正形成实质性
的产权制约机制，法人治理结构不完
善，体制机制陈旧，管理比较粗放，企
业发展缓慢。

通过改制，企业实现了三个历史
转变。一是通过产权改革和职工身份
转换，企业实现了产权多元化，职工
和改制企业建立了新的劳动关系，为
建立新的现代企业制度奠定了基础。
二是形成了扩张煤业加快发展、整合
非煤择优发展、产业延伸综合发展的
思路和格局，使集团基本上从产业过
于分散的困局中摆脱出来，甩掉包
袱、轻装上阵。三是实现了由自我封
闭、按部就班向扩大开放在大开放中
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转
变。

改革是需要成本的。一开始，很
多人希望由省财政拿出这笔钱，但实

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省委、省政府
通过的国企改革“二十二条”中，引人
注目的一条是对国企改革“杠杆资
金”的处理。省委书记苏荣在很多场
合强调，如果不能解决资金问题，改
制就是一句空话。怎么解决资金问题
呢？最现实的途径是从国有企业残存
资产上做文章，发现价值、放大价值、
增创价值。

江西省通过三种途径来筹集收
储土地所需的资金。

一是省财政融资。按江西省国资
委提供给本报的最新数据，今年通过
省级财政筹措的改制资金就达 23援2
亿元，加上去年筹集的资金，共筹集
改制资金近 50亿元。政府将这 50多
亿元借给有关的社区（市），用这笔资
金把企业的土地收储起来，用以推进
改革。

二是出售一部分国有股权或资
产，筹集资金用于企业的改革。

三是对一些有优质资产的企业，
通过收取资产收益来筹集改革资金。
李天鸥对记者解释，国有资产的监督
和管理职责很明确，对国有资产的处
置、变现、出让等都要依法、依规来进
行。某一个单位要进行改制，经过批
准，它可以用单位的资产变现来支付
改革的成本。但这个资产、设备要变
现，首先要依法由中介机构或者是国
资监管机构对本单位的资产进行清
产核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其次，
资产的处置要进入产权交易市场，公
开挂牌进行出让；再次，对资产的处
置要依法、依规进行监督和审查。决
不允许国有资产随便由哪一个单位
贱卖。“一旦发现这类问题，或接到举
报，我们就会进行调查核实，要依法
纠正。”李天鸥重申。

张永棠 高云苹

责任意识是
改革成功的关键
张永棠

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环节，被公认
为“世界性难题”。在难题面前，是改中求进，争取新成绩？还是回
避矛盾，求个四平八稳？这考验着一个地方党委、政府的执政能
力与改革智慧。通过对江西省国有企业改革经验的采访，笔者深
刻感受到，国企改革中，官员肩负着莫大的责任，只有一心为公，
以人为本，权力才有感染力和威慑力。

改革是一场革命。越是到改革后期，面临的压力与挑战就
会越发艰巨。我国因国有企业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地位之重、
影响之大，故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消
除，江西又是一个欠发达省份，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启新一轮国
企改革，尤其难上加难。

尽管如此，江西省委、省政府仍作出了“两年基本完成全
省国有工业企业改革任务”的“壮士断腕”式的重大决策部署。
截至目前, 全省非工口 7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完成，1771
户企业完成改制，占企业总户数的 99.3%，安置在职职工 34.6
万人……如此魄力与气概，彰显了江西省委、省政府的改革锐
气与发展智慧，充分体现了江西省领导对江西人民强烈的责
任意识与执政情怀。

江西属于老区，历史遗留问题较多。众所周知，历史遗留
问题由于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牵动人员多，解决起来往往
非常困难。但是，江西省领导并没有回避矛盾与问题。江西省
委书记苏荣提出，国企改革是绕不过的一道坎，要勇于面对困
难，敢于碰硬，不回避矛盾，不躲避困难。

据了解，在这场涉及 源园多万职工切身利益的国企改革
中，在全面推进以来至今的 3年半时间内，保持了职工队伍稳
定和社会稳定，没有发生影响大的群体性事件，这是非常难能
可贵的。

改革需要成本，这是许多国人常常念叨的一句“名言”。诚
如所言，一开始，江西许多人希望由省财政拿出钱来承担改革
成本，但实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苏荣在很多场合都强调，如
果不能解决资金问题，改制就是一句空话。那么，怎么来解决
资金呢？巧干出生产力。江西领导人以强烈的责任意识，采取
由政府收储土地的办法，让改制资金有了保障。

以往国企改制的经验教训显示，改革必须有重点地推进，
不能什么都抓、什么都管。在这一轮改革中，江西将需要攻坚
的 怨缘户已批准的破产企业和停产半停产企业作为重点，全力
推进。对于那些正常生产经营的企业、上市公司、企业集团，则
属于转换机制的问题，对于这些企业内部机制问题，采取由企
业自己解决，政府不要去管的方法。有重点地推进，已经成为
江西国企改革的重要路径。苏荣提醒说，企业应由企业家去
办，不能由政治家来办，党委和政府不要干涉企业内部的具体
管理。

在这一轮改革中，江西坚持从实际出发，针对企业不同情
况，采取整体上市、产权多元化、政策性破产、依法破产和整体
出让等多种改革方式推进。尤其是把推进国企改革与扩大开
放紧密结合起来、同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紧密结合
起来、同建设创新型企业紧密结合起来。江西积极引进有产
品、有市场、有技术、有实力的大财团、大集团，实行兼并重组，
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在合资合
作、引进战略投资者过程中，不搞“零出售”，必须先解决现存
问题，解除国有企业职工身份，解决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问题，卸掉债务包袱之后，再谈合资合作，以免留下后遗症。有
目的性的改革使江西国企焕发了新的生机。

江西省国企突破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传统国有企业受制的
瓶颈，在一个欠发达省份里稳步走出了一条既适合省情又与
国际接轨的创新发展之路，江西省国资委科学运用宏调战略，
在监督、管理、盘活江西国有资产上发挥了重要的杠杆作用。

江西国企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改革应以明确责任作为
前提。离开责任搞改革，改革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和目标，也
不可能具有实在的意义。我们应清醒而又深刻地认识到，党
委、政府所担负的责任，既是正确进行改革的前提条件，也是
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更是实现一个地区科学发展与快
速崛起的重要途径。

国企改革：江西样本

在污染事件频发的当下，作为中国
铜行业的“领头羊”，江铜集团以最大限
度地实现企业与自然的和谐共处。2011
年，在铜产量方面，江铜首次突破100万
吨，达到105万吨；在节能减排方面，江
铜斥资数十亿来处理工业三废问题，共
完成投资16.28亿元。2011年，江铜被国
家工信部列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试点单位。所属德兴铜矿2011年获
国家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特等奖，
并被确定为江西唯一一家“首批国家级
绿色矿山试点单位”。

几十个亿的资金江铜如何落到实
处？又如何用这一条特有的产业链带来
如此高的收益呢？笔者深入江铜下属企
业德兴铜矿，走进矿山深处。采访中笔
者了解到，江铜大力采用节能环保新技
术、新工艺，坚持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的发展道路，实现了经济、社会和
环境效益的统一。

引进外“智”保护水域

在节约型、环保型的道路上，江铜
引进外“智”是关键。

2007年，江铜和加拿大百泰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江西省江
铜百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江铜
百泰”），主营业务是从矿山酸性废水中
回收有价金属。

加拿大百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业的水处理公司，所拥有的专利
技术目前在全球是最领先的，与德兴铜
矿合作是其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也是

示范工程。
江铜百泰公司加方经理叶松林告

诉笔者，“江铜虽然是一家上市公司，但
是我们不会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也是百泰重点考虑的内容，江铜的
发展理念应该说与我们不谋而合。”

引进外智，江铜在节能减排的投
入，为企业节能减排项目的科技创新提
供了一个良好的“温床”，新技术、新工
艺都在这里得以孕育。也为江铜坚持走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铺
平了一条“康庄大道”。

有关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江
铜在阴极铜产量增长120%、工业产值
增长229%的情况下，能源消耗总量只
增长了18.86%，万元产值能耗降低了
30%；5年累计节约标煤20.98万吨，出色
地完成了江西省“十一五”节能目标的
420%，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

然而，通过引进外“智”，引进成熟
的技术来满足矿山绿色发展的要求，百
泰项目在德兴铜矿并非首次。

10年前，江铜曾与加拿大PRA公司
合作，引进其国际先进的高浓度浆料处
理技术对德兴铜矿废水处理设施进行
技术改造，使酸性水日处理能力从8600
吨提高到15000吨，从而满足了矿山产
能扩张带来的废水量增多的需求。

而后，又配套建设了废水处理工
艺，继续采用高浓度浆料技术。运行以
来，累计处理酸性水近2000万吨，处理
后的水质完全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
准。

智慧总能结出幸福的果实，江铜引
“智”让企业获得了社会的认可，也给企
业带来了好的经济效益。然而这并不是

唯一的。江铜还通过自身的摸索，江铜
德兴铜矿还研究实施了酸性废水酸碱
中和法再利用法、清污分流法、以废治
废法等方法保护水域。

技术创新开发矿山

探索江铜成功保持良好社会形象，
技术创新是秘诀。

2010年10月，在国内外没有成熟
技术借鉴的情况下，江铜百泰采用“离
子交换—除铁—硫化”工艺，对酸性水
中低浓度镍钴进行回收，填补了国际技
术空白。目前项目已经建成，正在调试。
“离子交换—除铁—硫化”工艺，每

天可利用酸性水20000吨，年产镍钴金
属至少40吨。

此外，江铜还在国内率先采用废石
堆浸—萃取—电积提铜技术，堆浸项目
的投入，江铜实现变废为宝，实现了“废
石+废水=商品铜”的神奇转变。

笔者在德兴铜矿矿区看到，近4万
平方米大平台，布满了数千个类似滴灌
的喷头，在不停地喷水。

据介绍，这些石头都是从采矿场运
过来的废石。用传统的选矿工艺提铜没
有价值，而这些水都是酸性废水，拿到这
里来都算是废物利用了。这些喷出的水
会逐步渗透到旁边容量约1万平方米的
酸性水库，通过萃取、电解等一系列工
序，就能生产出纯度达99援95豫的商品铜。

将矿山酸性废水化身为“资源”，从
中回收硫化铜。这个项目每天可处理
30000吨矿山酸性废水，年产铜金属量
达到800吨。
“矿山废水处理是困扰矿业企业发

展的‘心病’，正是因为有了前期好的环
保基础、能够满足生产需要的废水处理
工艺和能力，我们在提速发展的过程中
才可以放开手脚。”德兴铜矿矿长刘方
云说。

据统计，从1997年堆浸项目投产以
来，至2011年底，累计生产阴极铜1.5万
多吨。

江铜通过开展硫铁矿废弃物资源
综合利用，从废石、废渣、废气、废水中
回收各种有价元素，企业增收近百亿
元。

如果说，堆浸项目使得废石的价值
最大化。那么，致力于技术，德兴铜矿还
做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废石的范畴
重新定义化。

据了解，早期，露采含铜0.3%以下
的矿石因不具备开采价值而被称为“废
石”，通常被送往废渣填埋场。现在我们
把这个数字控制在0.25%甚至0.2%。

细小的改进，却让矿山人又多利用
了1.07亿吨低品位矿石。这一成果，让
德兴铜矿荣获了“全国矿产资源合理开
发利用先进矿山企业”称号，并在2010
年度获国家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特等奖，奖励2000万元。

目前，江铜正在稳步推进“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试点方案。对于未来
的发展，江铜有着清晰的把握：近年来，
社会对环保意识的增强，为江铜的绿色
行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面对“十二五”，江铜将投入22亿
元，既重视对资金份额的增加，更注重
对技术创新的探索；既注重生产效益的
提高，更注重环保工程的建设；既要求
整体发展，更要重点突破。

“国企改革的江西经验”系列报道之一

针对企业不同情况，采取整体上市、产权多元化、政策性破
产、依法破产和整体出让等多种方式推进，引进有产品、有市场、
有技术、有实力的大财团、大集团，进行合资合作，成为战略投资
者，是国企改革最理想的选择。

对已批准的破产企业和停产、半停产企业，主要是通过政策
性破产、依法破产、整体退出等方式进行改革。但不是一破了之、
一卖了之。在改革进程中，通过剥离债务和历史包袱，千方百计引
进有产品、有技术、有市场的实力型企业，对改制企业进行兼并重
组、整体收购、嫁接改造，使企业获得生存和发展机遇。

国有企业改革不是将企业搞死，也不是将企业搞黄，而是做
大做强。

据了解，通过股权多元化，裂变出了一批集团公司。比如江西
省的铅、锌资源和金、银、硫资源正在与江铜集团整合，铁矿石资
源正在与新钢公司整合，钨资源正与江钨集团整合。与此同时，江
钨集团、江煤集团、江中集团等集团公司股权多元化改革也取得
很大进展。

在内部进行股权改造的同时，外部通过合资合作，引进战略
投资者，也是江西国企改革亮点之一。比如江钨集团与上海望潮
投资有限公司，成功组建了江西稀有稀土金属钨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其中，上海望潮投资 10亿元持有 30豫股权，江钨集团以所
属优质资产入股持有 70豫股权。合资后的新公司已正式挂牌营
运，旗下各公司的改革也基本完成。
“江西的国企已显示出了充足的发展后劲，焕发出前所未有

的精神面貌。一大批重大项目相继或即将竣工投产，对全省国民
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可小视，影响力将越来越大，必将大有可为。”
李天鸥如此描述江西国企的现状与前景。

江铜：发展与绿色同行
曾芳 万倩云

目标如何选择：

“大国资时代”起航

改革成果：

经济指标齐创新高

人往哪里去：

大多数职工实现再就业

钱从哪里来：

不靠财政靠市场融资

江西的国有企业改革，前几年相对比较滞后。从 2008年 4月起，江西省开始大规模进行国有企业改
革攻坚。列入改革范围的 507户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是省属企业，全面完成改制，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论道

编者按：
“十二五”开局之年，江西和谐平稳地完成了七个非工系统的国企改革任务。为总结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推进国企改革的江西

经验，国家行政学院、江西省国资委联合成立了《国企改革的江西经验》联合课题组。为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江西省国企改革的进
程和成果，本报从今天起陆续刊登系列综述报道和典型报道，为国资监管、国企改革理论研究提供参考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