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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G01版）
中国国有企业在世界级 500 强

行业（产业）覆盖率方面也取得了一
定进展，但总体而言覆盖面仍不够
广，特别是与美国的差距仍然较大，
同时在产业结构上仍然有待优化。根
据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 500
强排行榜”来看，中国企业不仅在电
信、保险、炼油等市场集中度较高的
产业中进入世界 500 强的数量迅速
上升，而且开始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机
械、海运、工程建筑、计算机等产业实
现新的突破。以 2005年为例，当时中
国进入世界 500强企业的行业只有 8
个，但到了 2012年覆盖行业达到 22
个。可以说，中国的崛起表现为中国
企业在各个行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但是，中国进入世界 500强的优势行
业分布于工程建筑、采矿原油生产、
金属产品等传统高耗能领域，在信息
技术服务、娱乐、网络服务和零售等
服务业与美国的差距仍然相当大。

行业覆盖面的增加体现了国企
竞争力的增强，这个模式很像奥运
会，中国最初只在射击、举重、排球、
跳水等传统项目上占有优势，但依靠
中国体育的举国优势和举国体制，中
国也迅速扩大奥运金牌和奖牌的覆
盖面，并在田径、游泳、跆拳道、射箭
等非传统项目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对于扩大世界 500 强企业的覆盖面，
国有企业的责任尤其艰巨，从目前情
况看，依靠私营企业填补空白领域存
在较大难度，在多行业内培育具有跨
入世界 500 强行列潜力的企业，应当
是未来一个阶段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的重点工作之一。

中国企业发展不是垄断
问题，而是集中度还远不够

《中国企业报》：如何看待中国世
界 500 强企业市场集中度与垄断现
象？
胡鞍钢：与美欧日的世界 500强

企业相比，中国世界 500强企业的市
场集中度水平仍存在较大的差距，按
行业世界 500 强企业营业收入与各
国行业总产值的比值计算，中国在炼
油、电信、能源、金属和企业行业的集
中度水平显著低于美国、欧盟、日本
的世界 500强企业。按各国世界 500
强企业营业收入占全球行业总产值
的比重计算，美国和欧盟在炼油化
工、制药、汽车等行业的全球垄断地
位十分明显，其世界 500强企业占全
球行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 1/4至 1/3，
中国目前只有炼油化工一个行业在
2010年超过了世界行业总产值比重
的 10%，与欧美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
距。

中国的世界一流企业不是是否
出现垄断的问题，而是集中程度还远
不够。今后的方向仍然是提高集中
度：一是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集中
度，形成优势行业，关键领域制高点；
二是提高其他行业和空白行业的集
中度，填补空白行业，占有一席之地；
三是提高研发投入与人才集中度。
（华为集团在提高研发投入和人才集
中度方面十分成功，2011年华为集团
研究与发展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11.7%，PCT 专利累计申请量居世界
企业第二位，达到 1.065万件，研发人
员合计 6.2万人，占全部员工总数的
44%，向国际电联等国际组织提交各
类标准 2.8万份。）
中国 500强的很多企业

都有潜力进入世界 500强
《中国企业报》：如何看待国有企

业在世界 500 强和中国 500 强中的
地位？中国的世界 500强企业在全部
世界 500强中的地位又如何？

胡鞍钢：从营业收入看，中国企
业规模迅速壮大，与美欧日之间的相
对差距不断缩小。1996年，中国国有
世界 500 强企业仅占全部世界 500
强营业收入总额的 0.3%，其中非金融
类央企仅占 0.1%，与美国、欧洲、日本

的相对差距分别为 99.4倍、102.8倍、
125.5倍。随着中国大陆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中国国有企
业占全部世界 500 强营业收入总额
的比重持续上升，到 2012年，已达到
15.5%，其中非金融类央企占 11.3%，
与美国、欧洲、日本的相对差距分别
为 2.2倍、2.3倍、0.97倍，中国在世界
500强营业收入规模上已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 500 强企业营业收入规模
第二大国家，仅次于美国。

如果说，进入世界 500强的中美
企业是各国一流企业的第一梯队的
话，那么进入中国或美国 500强的企
业则可以称为各国一流企业的第二
梯队，在这个范围更大、企业数量更

多的梯队中，很多企业都有潜力称为
世界 500强中的一员。

在中美世界 500 强企业营业收
入规模相对差距不断缩小的同时，中
国 500强企业和美国 500强企业的营
业收入总额差距也呈不断缩小的态
势，由 2010年的 4.6倍，下降到 2011
年的 3.6倍，在 2012年进一步下降到
3.2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显
示，国有大型企业是中国 500强企业
的主体，2011 年国有大型企业数为
316家，占中国 500强的 63%，收入、
资产、利润分别占 83%、90%和 82%。

从资产总额上看，中国企业的资
产规模不断增加，占世界 500强企业

资产总额的比例持续上升，与美国和
欧洲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在 1996
年，中国国有企业占全部世界 500强
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仅为 0.8%，其中
非金融类央企仅为 0.01%。2012年，
在美、欧、日企业资产大幅缩水的情
况下，中国国有企业占全部世界 500
强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上升至
14.8%，其中非金融类央企上升至
4.6%。中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与美日
欧企业间的相对差距由 1996 年的
25.5 倍、38.3 倍、43.2 倍下降到 2012
年的 1.7倍、1.1倍、3.0倍。在危机年
份，中国的占比大幅上升，这在一定
程度上也印证了“危机—机遇”转化
的基本模式，对美日欧企业而言，危
机是企业发展的寒冬，但对于快速崛
起的中国企业而言，危机在一定程度
上则是加速赶超、加速发展的重要契
机。

从利润看，中国企业的利润总额
持续上升，基本保持与营业收入增长
水平一致，利润总额已超过日本，与
美欧的相对差异也呈逐步缩小态势。
1996年，中国大陆世界 500强企业仅
占全部世界 500强利润总额的 0.3%，
其中非金融类央企仅占 0.04%，与美
国和欧洲的相对差距分别为 160.3倍
和 114.9倍。进入 2000年后，中国大
陆企业的利润总额大幅上升，并与
2009年超过日本世界 500 强企业的
利润总和，在全球金融危机走向尾声
的 2010年，占全部世界 500强企业利
润总额的比重已提高到 13.5%。在
2012年，中国大陆世界 500强企业已
占全部世界 500 强利润总额的
11.8%，其中非金融类央企仅占 5.0%,
与美国和欧洲的相对差距分别为 2.9
倍和 3.0倍。如果对比营业收入和利
润总额，可以发现，中国企业的发展
模式与日本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企
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占全部世
界 500强企业的水平大体一致，但日
本企业表现为营业收入水平较高，但
利润水平较低。

国有企业的崛起与中
国经济的崛起具有一致性

《中国企业报》：国有企业的崛起
与中国的崛起是怎样的一种辩证关
系？

胡鞍钢：中国崛起为国有企业集
体崛起提供了空前的发展空间，国有
企业的崛起为中国崛起做了巨大贡
献。国有企业的崛起与中国经济的崛
起是具有一致性的，反映了中国国有
企业跨越式发展与中国经济高速增
长的互动关系。这里我们采用了两个
指标：中国国有企业占世界 500强企
业营业收入总额的比重和中国 GDP
占世界总量的比重，都是按汇率法计
算。数据表明，这两个比重都是呈上
升趋势，两者还有趋同趋势，也充分
反映了“中国经济大舞台”会产生出
“时势造英雄”的效应，即中国崛起大
势造就中国大企业，造就中国民族英
雄，可谓是“江山代有才人出”。特别
是在 2011年，中国国有企业占世界
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比重已超
过中国 GDP占世界总量比重。可以预
见，两者将继续保持同步迅速上升的
趋势。如果按照我们对于 2020年中
国占世界 GDP总量的预测，即中国届
时将超过美国 GDP，那么中国的世界
500强企业数量也将超过美国，其中
各类国有企业将超过 100家。

胡鞍钢纵论国企崛起十年

1989年，中国大陆
有一家进入世界 500 强
行列，2012 年，已有 79
家中国企业进入世界

500强
在中国的世界 500

强企业中，中央所属国企

共 55家，2012年覆盖行
业达到 22个

1996年，中国国有
世界 500 强企业仅占全
部世界 500 强营业收入
总额的 0.3%，2012年，已
达到 15.5%
……

（上接 G01版）
中粮在“从田间到餐桌”全产业

链高歌猛进；中国化学工程集团立足
工程，在确保化工石化传统市场份额
的前提下，不断向有技术、设计优势
的上下游产业拓展。更多的中央企业
则围绕原有主营业务进行产业链的
渗透。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跨金融热成
为近两年央企扩展产业链，降低融资
成本、提高抗风险能力的又一例证。

中航工业、国家电网、中石油、宝
钢集团、五矿、中粮、中国化学等央企
都早已通过自建或者参股、收购搭建
起金融架构。有媒体统计披露，目前
117家央企中，有 90多家不同程度上
涉足金融业。

节省大笔融资成本、企业自身的
产业发展需要资金支持等大量的金
融服务是央企进军金融业的内在逻
辑。专家表示，产融结合有利于各业

务的优势，发挥协同效应。
产业链的纵深带来的协同效应

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其中蕴藏的风险
也不小。据悉，国资委已经密切关注
央企的金融类投资，未来还将督促央
企建立风险防范体系。

粗放式到精细化管理

伴随着央企规模的扩大，企业管
理的优化变得越来越迫切。

近几年央企高速发展，规模扩张
很快，但企业的内部管理能力并没有
与之相匹配，食而不化、管而不控、集
而不团的现象普遍存在。

比如在风险管理方面。风险管理
能力不强的企业扩张得非常快，导致
了一些风险事件发生，教训十分深
刻。而风险管理工作较好的企业扩张
就比较适度、发展也比较稳健。

不止风险管理，央企投资决策、

管理信息化等诸多方面的管理能力
与企业的快速扩张、庞大的规模之间
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衡，与国际一流企
业相比差距更为明显。
“央企在忙于对外扩张的时候，

无暇在管理上狠下功夫，同时快速扩
张带来的规模膨胀也掩盖了企业内
部管理的疏漏与不足。”安林表示，但
是当外部环境恶化，企业经营业绩遭
遇严峻考验之时，企业管理的好坏便
凸显出来，“强而有力的管理有助于
企业渡过危机，相反则可能被危机冲
垮。”

以北京求是联合服务的中钢为
例，安林指出，经历近几年快速发展，
中钢在原有基础上形成了覆盖钢铁
产业链的多元化业务体系。然而随着
组织规模的扩大，原有的管理模式和
体系，难以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的要
求，管控模式、组织结构等集团管理
体系的诸多方面需要进行适应性升

级。
国资委很早就已经意识到了管

理对央企科学发展的重要性。而为了
提高央企的管理水平，国资委决定把
今明两年作为央企管理提升年，集中
在产权、投资决策、社会责任等 13个
方面开展管理提升活动，加快推进中
央企业管理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化、
精细化转变。

对于选择此时开展管理提升活
动的原因，国资委主任王勇指出，宏
观经济形势趋紧，正是企业加强管
理、提升管理水平的有利时机，既对
企业解决矛盾和问题形成倒逼压力，
又为企业强化管理创造相对好的环
境，进行管理变革的阻力和成本也相
对降低，变革的效果可能更好。
“管理提升有助于央企强化最为

基础与核心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是
确保企业能够做强做久的基本保
障。”安林说。

2000年 9月 19日，美国前总统克
林顿在参议院对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
系（PNTR）议案进行最后表决通过后的
电视讲话中说，如果中国能够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外部竞争能够加速中国国有
企业的消亡，并促进中国私有经济进一
步进入市场，这将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

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并强化中国内部要
求改进劳工标准、人权、环境保护和法
制方面的呼声，美国公司也可以通过直
接的方式，对中国施加更多的影响。

与美国总统和所谓专家们的预期
相反，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十几年巨
变，从曾经降到低谷，然后艰难复苏，经

历了死而后生、生而制胜、胜而折桂的
历史性巨变，集体崛起，超大规模崛起，
重新登上中国舞台，也迅速占领国际舞
台。实力越来越强大，竞争力越大越强
的中国国有企业群体，也将成为中国崛
起、中国经济崛起的“国家脊梁”、“民族
英雄”。

国企崛起宣告美国预言破产

观点

两年多来，3000 多个基层党组织、50000 多名共产党
员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席卷了中央驻青企业和青海省属
国企，开创了青海国有企业科学发展的新局面、营造了构
建和谐国企的新氛围、树立了国有企业为民服务的新形
象、促进了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上新台阶。

这是《中国企业报》记者从 9 月 14 日召开的青海省国
有企业基层党建工作经验交流暨创先争优活动总结大会
上了解到的情况。

据介绍，两年来，青海省委组织部和省国资委党委组
织召开了三次全省国有企业创先争优活动现场观摩会和
省属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建设年推进会，组织举办了“展企
业风采·颂党的恩情”为主题的大型文艺汇演，举办了七
期 600 多名基层党组织负责人集中培训班。各企业党委也
层层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共举办各类培训班 714 期，
培训党员 15050 人次。

青海省国资委在国企范围内开展的创先争优和基层
组织建设年活动，极大地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有效激发了广大党员创先争优、争创一流的热情。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政治优势迅速转化为企业健康发
展的强劲动力与竞争力，促进了企业科学发展。

青藏铁路公司的收获是，今年上半年，公司运输收入
完成 41.63 亿元，同比增加 4.96 亿元，增长 13.5豫；货物发
送量完成 1985.8 万吨，同比增加 107万吨，增长 5.7%。

而集中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两年时间是青海油田发
展最好、最快的时期之一。“青海油田的综合实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显著提升，在中国石油上游 16家油气田企业
的综合排名上升到了第 5 位。”青海油田公司有关负责人
表示，创先争优活动成为推动油田科学发展、提升油田管
理水平的实效工程。

青海物产集团则以 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209811 万
元、利润总额 7239 万元的优异业绩全面超额完成省国资
委下达的考核指标。

不容忽视的是，在创先争优活动持续推动企业快速发
展之时，由于外部的经济形势难见好转甚至不断恶化，青
海省国有企业今年呈现出成本上升、资金紧张、风险增
大、效益下滑的现象，生产经营形势非常严峻。

数据显示，1—8 月，青海省属国企营业收入完成全年
考核目标的 61.5%，完成率达到 70%以上的只有 7 户企
业，实现利润完成全年考核目标的 38.3%，完成率达到
70%以上的只有 5 户企业，企业稳增长的任务依然十分繁
重。

然而，“越是在危机的时刻，越要重视和加强党的建
设，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发挥好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
用。”青海省国有企业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省
国资委党委副书记、副主任毛占彪在总结大会上表示，各
企业要积极推动创先争优活动常态化、长效化，打造新亮
点，掀起新高潮，推动新发展，在“建设新青海、创造新生
活”的伟大实践中创先进、争优秀、立新功。

毛占彪表示，一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科学发展；二要
坚持夯实基础，强化基层组织；三要坚持注重实践，推动
工作创新；四要坚持尽职履责，充分发挥作用；五要坚持
制度创新，健全长效机制，从而不断调整优化国有经济结
构，加快推进转型升级，推动国有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创先争优
助力青海国企跨越发展

本报记者 李志豹

两个指标：中国国有

企业占世界 500强企业
营业收入总额的比重和

中国 GDP占世界总量的
比重，可以预见，两者将

继续保持同步迅速上升

的趋势。

如果按照我们对于

2020年中国占世界 GDP
总量的预测，即中国届时

将超过美国 GDP，那么中
国的世界 500强企业数量
也将超过美国，其中各类

国有企业将超过 100家。

2012 年 9 月 25 日，中国电信发布新一代产品———天
翼云卡。天翼云卡是国内首款全国统一配置套餐和高额
话费补贴的 3G 快速销售品，该产品专为年轻人和商务人
士设计，19、49、89 元三档套餐任意选择、预付话费、即买
即用的特征将电信业务转变为零售商品，给用户更快捷
的选择，给代理商更简便的销售，促进了天翼 3G 更快地
走进千家万户。天翼云卡带来了超值的 3G 体验，19、49、
89 元套餐分别最高赠送 1000 元、2000 元、3000 元话费，同
时赠送 15G 天翼云存储空间和 189 邮箱。

社会合作伙伴对天翼云卡反应很积极。中国电信与
国美、苏宁、乐语、迪信通四大连锁、普天太力、天音通信、
中邮设备、酷人通讯四大国代商和京东、淘宝、亚马逊中
国三大电商签署云卡代售协议，意向合作销售规模达到
1200 万张。

天翼云卡上市的同时，中国电信宣布在全国启动“天
翼智能手机节”活动，活动持续时间为 9 月 25 日至 10 月
31 日，对包括 iPhone4S 手机、千元大屏手机、双模手机在
内的数十款热销天翼智能手机，进行限时降价、终端直
降、上市有礼等促销活动。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最高降
幅 1000 元，并将在核心商圈开展上千场路演活动。同时，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用户对手机靓号的需求，将有 181
新号批量上市。

凭借优质的 3G 网络和丰富的应用 ,截至目前，中国电
信手机用户超过 1.5 亿户，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 CDMA 运
营商。最近以来，中国电信在 3G 市场不断发力，其精心打
造的 5 款 4 英寸千元大屏机上市三个月即创造销量突破
500 万的奇迹。此前，中国电信宣布于 9 月 19 日大幅降低
苹果 iPhone4S 零售价和合约价，并宣布将在国内首批引
入苹果 iPhone5。

中国电信携
天翼云卡发起营销攻势

化解矛盾纠纷 612件，调
处信访积案 170起，解决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238个；

捐款捐物 5500多万元投
身玉树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

工作；

筹集 6000 多万元资金，
积极投身“百企联百村”活动

和“党政军企共建示范村”活

动，大力推动农牧区建设；

……

本报记者 丁国明

数据说话

实践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