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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国资监管
助力国企发展

———祝贺《中国国资报道》创刊

本报记者 李志豹

央企：在优化中扩张
在与大部分省份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后，央企与各地

市的战略合作粉墨登场，并成为今年央企合作的重头戏。最近几
个月密集上演的无锡、金华、宜兴、上海、贵阳、青岛、延安、武汉、
常州、广州等城市与中央企业的战略合作恳谈会吸引诸多目光
的同时也再次招来了央企扩张的质疑声。

其实，这是国际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国外市场低迷下，中央企
业转身向内的必然之举。更何况央企与地方的经济对接，可以实
现优势互补、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资源优化配置，何乐而不为？

如果再细看一下此轮央地合作的项目分布情况，则可以发
现央企的扩张有内在的逻辑与方向。高端制造、环保健康、市政
工程、轨道交通、现代服务等领域聚集了央企绝大部分的投资。

从这些投向分析，央企和地方对接能够有效促进国有资本
更多地集中到国家安全、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提供重
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的重要骨干
企业，引导国有资本加强这些行业的高端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投
资，而这些领域往往是民营企业不愿投或者没有能力投的。

也就是说，这些领域当属国企尤其是央企的扩张范围，而那
些所谓央企无边界扩张、挤压民营企业生存空间的质疑与否定
声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央企的扩张及其边界呢？
首先，央企的扩张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国家之间的竞争主

要反映在经济实力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又主要靠大企业，面
对世界性跨国公司的竞争时，唯有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才有实力
与之抗衡。起码现阶段，只有国企强大才是中国经济稳定的基石。

其次，央企扩张的边界在哪里？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央
企就应该强大。同时只要立足于企业主业，以提高核心竞争力为
目标，通过自身实力取得投资机会，就应该得到鼓励。

之前，部分央企的盲目多元化令外界产生了央企无边界扩
张、挤压民营企业的感觉，但在国资委“国有企业要有进有退、有
所为、有所不为”的引导下，央企的对外扩张已经得以规范。

正如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董事长易军所说，所谓“为”，就是
要在高端领域与跨国公司进行竞争；所谓“不为”，就是不要与中
小民营企业争夺中低端市场。这样既与国家战略保持一致，又能
让社会更加和谐。

央企扩张的内在逻辑与方向

本报记者 蒋皓

十八大即将召开前夕，《中国企
业报》记者对十八大北京市代表、国
情问题专家胡鞍钢进行了独家专
访。

让数据说话、让事实证明、
让实践检验

《中国企业报》：目前，社会上对
于国有企业的评价各种各样，并且相
当对峙。您是如何看待争议的？国有
企业的十年是怎样的十年？如何评价
国有企业十年来的改革绩效？
胡鞍钢：对于争议，我有三句话：

让数据说话、让事实证明、让实践检验。
首先我们要分析“从哪里来”的

问题，了解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
历史进程、历史转折和历史事件，其
次要分析“走到哪里”的问题，从国
际视角出发，以世界 500 强或世界
2000 强为标杆来进行分析，明确中
国国有企业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差
距，观察它们之间差距的演进趋势，

是如何从巨大差距迅速缩小，迅速
赶上，成为世界 500 强企业中的“中
国兵团”。
根据我们提出的国有企业竞争力

评价方法，利用财富世界 500强企业
数据库，选择营业收入、资产规模、利
润、行业分布和行业市场集中度等指
标，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对国有企业，
特别是中央所属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进行了初步评价，我的基本结论是：
中国国有企业的集体崛起十年、辉煌
再现十年、黄金发展十年。
《中国企业报》：中国企业世界舞

台上的崛起，是否可以说，是国有企
业崛起带动下的集体崛起？有哪些数
据支撑？未来一个阶段，国有资产经
营管理的重点在哪里？

胡鞍钢：对的，更为准确的表述
是———中国企业在世界舞台上的崛
起，是中央所属非金融类国有企业快
速发展、迅速壮大引领下的企业集体
崛起。

从总体上看，伴随着中国经济的
迅速崛起，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也
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具体表

现为以国有企业而言，特别是央企为
代表的中国企业集体崛起。美国财富
杂志公布的“世界 500强排行榜”一
直是衡量全球大型企业的最著名、最
权威的榜单。该排行榜以企业营业收
入总额为依据，按年度公布全球营业
收入总额最高的 500家企业，此外，
也公布利润、资产总额和员工数量等
基本指标。1989年，中国银行成为中
国大陆第一家进入世界 500强行列
的企业，2002年中国为 11家，之后中
国企业数量不断攀升，到 2012年，已
有 79家中国企业进入世界 500 强，
其中大陆企业 70家，而日本从 88家
缩减为 68家，美国从 197家缩减为
132家，我形容美国和日本世界 500
强企业“减少十年”、“失去十年”，分
别减少 65家和 20家，而中国则增加
了 59家。在中国的世界 500强企业
中，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是中国世界
性企业的生力军，有 66家；除去地方
所属国有企业，中央所属国企共 55
家，其中非金融类中央所属国有企业
45家（含邮政集团和联想集团）。

（下转 G02版）

胡鞍钢纵论国企崛起十年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专访

国资观察

李志豹

营业收入从 2002年的 3.36 万亿
元到 2011年的 20.2万亿元；实现利润
总额由 2002 年的 2636 亿元增长至
2011年的 14989亿元；2012年进入世
界 500强的户数达到 43家，比 2003年
增加 37家。

十年间，中央企业何以取得如此大
的飞跃？不论从实际历程还是从企业的
成长发展规律
看，不断地扩张
是中央企业崛
起与壮大的重
要路径之一。与
此同时，另一组
数据反映出扩
张的中央企业
也一直处在不
断优化的状态
中。

央企的数
量从 2003年的
196 家下降到
2012年的 117家，数量不断减少；2002
年“上到卫星导弹、下到大饼油条”都有
涉及的国有资产目前绝大部分集中在
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军工、
航天航空、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等 8大
行业，国有经济的结构布局更加合理。

回首十年，扩张与优化相伴相随，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如此往复，虽然数
量减少、行业分布更加集中，但是央企
的规模、影响力、控制力、带动力却大幅
提升，做强做优的步伐越发稳健。

多元化到主业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国企在改革
和发展过程中，由于资金的逐渐充裕和
金融、房地产等高利润产业的崛起，为
分散风险，不少企业走上了多元化发展
的道路。

国资委成立后提出做大做强央企，
并计划将央企数量于 2010年前缩减至
80—100家，这也让不少央企加快了扩
张的步伐。

这一阶段，央企扩张的路径主要是
向多元化领域蔓延，通过整合重组做大
做强。

随后国资委提出央企要突出主业
做大做强。但是仍有部分央企主业过
多、主业方向不明，资源配置不合理。根
据国资委的统计，2004年央企投资总
额约 1万亿元，其中非主业的投资约占
5%。而少部分企业的非主业投资比重
偏大，存在盲目多元化投资问题，投资
管理上的漏洞和隐患较多。
为加强监管，2006年，国资委出台

了《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通过确认企业的主业及对企业发展战
略与规划的审核，引导企业投资向主业
集中,控制非主业投资，提高企业核心
竞争能力。

第二年，国资委又发布《关于进一

步规范中央企业投资管理的通知》，要
求各央企将非主业投资规模控制在企
业发展规划提出的合理范围之内。

相继出台的两个文件制止了部分
央企的盲目多元化扩张，战线过长、产
业面过宽的局面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控制和压缩。
但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并不长，随

即而来的金融危机打乱了央企的阵脚。
在“保八”重任下，央企的首要任务

是扭转经济形势，而在短时间内要做到
这一点必须依靠大规模的投资拉动。

主辅分离、调整结构、收缩层级等
一系列优化工作随之被暂时放在了一
边。
房地产是当时很多央企看好的扩

张和投资领域。有关数据显示，当时国
资委分管的 129家央企中,逾七成企业
涉足房地产业。
针对央企在房地产领域的大肆扩

张，国资委 2010年 3月 8日召开发布
会称，按照国资委要求，78家不以房地
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正在加快调整重
组，在完成自有土地开发和已实施项目
后要退出房地产业务。

也正是从 2010年开始, 国资委采

用经济增加值的考核方式，中央企业盲
目投资非主业时可能因资金成本高风
险反而降分。

业内人士表示，提高经济增加值水
平，既要靠增加净利润，又要靠降低资
本成本，这样有利于遏制央企投资冲
动，合理控制风险，并进一步做强主业。

到了国资委主任李荣融退休、王勇
主政后，中央企业做大做强的发展思路
也开始向做强做优转变，聚焦主业做强
做优，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
企业成为央企“十二五”发展的核心目
标。
对此，上述人士表示，央企需要的

是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如果一味求大，
涉足领域过多，必然分散精力，最终不
但主业得不到发展，而且副业也搞不
好。

外延扩张到产业链匹配

在主业方向不明的那一段时期，央
企的扩张更多地表现为章法不明确、战
略不清晰，哪些行业、产品利润高，见效
快，就把资金投向哪里。

偏重于做大规模的盲目扩张也加

重了央企的负担，外延式的发展模式越
来越不被认可。

产业链条上的延伸是一个例外，中
铝便是一个典型。中铝先后收购陕西有
色、湖北大冶有色和福建瑞闽铝板带公
司，控股兰州铝业、云南铜业，重组河南
中迈铝业、上海有色，控制铝土矿权，将
它们并入产业序列后，中铝 2009年开
始海外并购，收购力拓 9%股权，并加紧
布局海外采矿。
“尤其是王勇上任后，大力推行大

国资理念，央企与央企、央企与地方、央
企与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日益频繁且
紧密。”北京求是联合管理咨询董事长
安林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这些同时
也是央企寻求产业链匹配与平衡的重
要体现。

多家中央企业的主业调整，也充分
证实了国资委对央企延伸产业链的鼓
励和支持。

从 2008年 5月至 2012年 5月，国
资委公开了 12家主业调整的央企。其
中，轻工集团在原来轻工产品生产及贸
易的基础上增加了装备研发与制造，向
上游链条延展；中盐则增加了相关盐化
工生产，向下游拓展。（下转G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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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的 3.36万亿元
2011年的 20.2万亿元营业收入

2002年的 2636亿元
2011年的 14989亿元利润总额

2003年6家2012年 43家500强户数

优化协调服务
推进国有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近年来，河北省国资委坚持把优化协调服务作为国资监管
工作的拓展方向，将服务贯穿于国资监管工作的全过程，紧紧围
绕企业发展的重要方面和薄弱环节，抢抓有利政策机遇，强化部
门协调联动，优化企业发展环境，为国有企业科学发展提供坚实
有效的服务支撑。

搭建服务平台 促进合资合作

着眼于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强化与央企的战略
合作，扩宽产业发展空间，提升产业发展层级。去年 11月，在国
务院国资委大力支持下，河北省成功举办央企走进河北战略合
作恳谈会，王勇主任亲率百家央企汇聚河北对接洽谈，签署一系
列合作协议，开启了河北与央企战略合作的新篇章。河北省国资
委组织监管企业成功与 9家央企签订合作项目，总投资 301亿
元；达成 15个合作意向，意向投资 800亿元。中国钢研科技集团
与河北钢铁合作技术开发项目，新兴铸管、宝钢资源与冀中能源
合作开发新疆焦煤项目、磁西一号煤矿及九龙煤矿项目，华电集
团、华能集团与河北港口、河北建投合作建设曹妃甸煤炭码头三
期、四期等一批项目的加快实施，必将对提升河北省国有经济发
展水平、促进央地共同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积极开展省
属企业与各设区市的合作，先后成功举办了省属企业进衡水、进
承德等活动，签订合作协议 78项，项目总投资 925亿元，既救活
了一批市县“危困企业”，又促进了省属企业低成本扩张，为企业
赢得了良好发展条件。

突破瓶颈制约 强化资源整合

着眼于破除企业资源瓶颈制约、增强发展后劲，充分发挥
国资委的协调优势，组织企业抢抓产业重组整合机遇，加大矿
产资源开拓力度。近年来，通过争取省政府协议配置、强化与地
方政府战略合作、推进与民营资本股权重组等方式，河北钢铁
新增铁矿石资源掌控量 50多亿吨；开滦集团、冀中能源、河北
建投、唐山三友等在省内外新增煤炭资源 300多亿吨、盐矿资
源 1700亿吨。境外资源开发取得明显成效，开滦集团加拿大盖
森煤田项目取得政府许可，可开采优良煤种和国内紧缺煤种 20
多亿吨；河北建投老挝有色金属矿产开发等项目取得重要突
破。三是解难题，创造有利条件，提供全方位服务。着眼于解决
企业发展融资难题，组织开展了加强资本运营专题培训，指导
企业创新融资方式，2011年通过发行各类债券、中期票据、短期
融资券等方式，实现融资 200多亿元。着眼于解决企业市场开
拓难题，组织钢铁、煤炭、发电、建筑施工和物流等 8家出资企
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实现供需对接、资源共享、“抱团取暖”，
提高了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着眼于解决企业上市难题，组织成
立了推进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咨询委员会，加大了工作协
调力度，一些长期制约企业上市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指导监管
企业全面实行了总法律顾问制度，建立健全了企业法律风险防
范机制。 （河北省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周杰）

———十六大以来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述评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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