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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的回归与转型”
论坛上央企代表的声音

强弱和增长潜能。

资本运营能力，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然而，央企该如何融入这股潮流

步重新恢复，使实业发展元气重新步
入发展轨道非常关键的措施。”

支撑。
“十一五”期间的资产总额、营
业收入、上缴税金和税后净利润等主

“我们的回归不是走回头路不是

同 时，张天伟 表示，非 常愿 意 跟

要经营指标均实现了翻番，年均国有

济顶梁柱的中央企业成为实体经济队

走老路，
只有创新才有生命力才有竞争

有志于对行业整合重组的，对未来有

伍中不可或缺的主力军。目前，中央企

力。只有真正实现了更高层次上的转

发掘潜力的企业合作，通过跟这些实

虽 然 目 前 发 展实 体经 济较 为困

业正凭借在市场竞争磨炼出的敏锐触

型，
我们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提高竞争
力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才有可能实现。
”

体企业的合作，进而跟优秀企业家优
秀管理团队 合作 ，推动实 体经 济进

难，蔺建成仍然表达了做好实体经济
的决心，
“对于我们更多做实体经济的

中国盐业总公司副总经理董永胜说。

步。

朋友，我们更应该满怀信心，
要把我们

觉，通过优化各自不同发展方式，努力
做强主业，做强实体经济。
12月9日，由人民日报社《中国经

呢？

董永胜表示，实体经济对于社会

目前，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

济周刊》 杂志社与国资委联合举办的

经济发展的基础性、
支柱性的作用不言

经济，中央企业都以其强大的产品和

“实体经济的回归与转型”论坛在京召

而喻。
谈到实体经济的回归与转型，在
他看来，这个回归主要是社会共识的

开。中央企业的代表们纷纷表示，发展
实 体经济 ，央企 责 任 重 大，在“中 国 制
造”到“中国创造”升级转型中，要做实
体经济转型的主力军。

“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实现实体经济的新发展”
多年来，国务院国资委一直高度
注重和引导中央企业做好实体经济，

回归，
发展理念的回归。
同时，
董永胜强调，在回归与转型

无序不能盲目。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须政策到位。
这也引起了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内蒙古

要求不乱投资、
不乱担保，
做强、
做优主

北方重工业集团总经理蔺建成的共鸣。
蔺建成说，
“政府对于我们市场经

业。

济的掌控能力，
对于我们市场经济的引
在中国，大集团大企业大多是以

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哈尔滨电
气集团党委副书记冯永强认为，近年

领能力，对于我们市场经济的管理能
力，
我觉得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提升。
”

来，
资源、
产品、
物流等市场价格剧烈震

北方重工业集团总经理蔺建成认
为，
“在一个无序竞争下，
大家生存都很

荡、恶性下滑，这对于做实体经济的企

难，
成本降到一定的时候，
质量也很难

业来说，
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长此以往实体经济资金外流，会

保证。
所以到最后就是假冒伪劣，
因为

严重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也

实体经济一旦做进去是很难转身的。
政

影响了国家的原动力。
”
对此，
冯永强表

府要解决我们无序竞争的问题，
也就是
市场经济一定要有计划，
不能变成一个

示了担忧，
但同时他也表示，党的十八

无序的经济。
”

大提出，牢牢把握实体经济的坚实基
础，实施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治
措施，应该说这是一个利好，更是实体
经济的春天。

“回归实体经济不是
走回头路不是走老路”
重振制造业再造的工业化，已经
成为全球或者历史的潮流。中央企业
的实力体现决定着经济核心竞争力的

“要把实体经济
做强做优做坚做刚”
中国经济急需与转方式调结构紧
密结合，通过资本、重组和创新的力

美编：马丽

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15%。

的实体经济做下去，要做强做优做坚
做刚。”

邵宁

中国石化连续三届入选

的时候，政府对于政策的引导非常必
要，
要提高产业的集中度。
产业发展需
要政府做好引导，实体经济发展不能

校对：高秀峰

实体经济需要回归
更需要转型升级

机会，因为行业整合是经济转型进一

2012年全球经济震荡加剧，引发
全球实体经济回归大潮。作为中国经

编辑：任腾飞

高端

中央企业要做实体经济
转型的主力军
本报记者 万斯琴

主编：张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

全球竞争力品牌中国TOP10
本报记者 丁国明 李志豹

12月 7日，2012全 球 竞争 力 与 可 持

续发 展论坛 暨2012全 球竞争 力品 牌 中

经济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实体经济不断升级和发展的过程。
中国实体经济长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发展方式粗放，

品牌，作为中国 企业的 名片。此 次上榜

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创新 能力不 足等 等。作为一 个
制造业大国，这些问题确实令人担忧。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出现

的 企业还 有腾 讯、海 尔集团、中国 移
动、华为、联想集团 、工商 银行、建设银

协调发展有关，也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密切相关。

从41家候选 企业 品牌 中最终 评出 10个

国TOP10评选活动在美国开幕。中国石
化入选2012全球竞争力 中国 TOP10，这

行等。

是自2009年该项评选活动开展以来，中

牌核心竞争能力、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

国石化连续第三届上榜。并且，中国石化

措施。作为全球契约的领跑者，中国石化
坚持走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

以高度负责任的 品牌形 象及 企业核 心

其中实体经济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

绿 色低 碳发 展是中 国石 化提升 品

的问题，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引起，既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
尽管我国实体经济目前遇到困难，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振
荡有关，
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不协调发展有关，但从根本上
看，这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自身阶段性问题，做强做优实体经济
必须从实体经济自身寻找原因，必须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实体经济既需要回归，可能更需要转型升级。党的十八大

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到 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

竞争力赢得了评委会的肯定，荣获“最具
社会责任品牌”奖。

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通过转变发展

“2012 全 球 竞 争 力 品 牌 中 国

续发展能力，支持了国家经济建设，持续

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再翻一番。实体经济是我
国命脉跟根基，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重要保证。新形势新要求

榜单的评 选由网 络投 票、权 威数据 分

带动广大相关产业发展，
为百姓的“衣食
住行”提供了能源保障和优质服务，品牌

社会做出贡献，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付出艰苦的努力。

析和专家评审等几方面的综合意见，

价值不断提升。

TOP10”由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主办，

方式，不断提升品牌核心竞争力和可持

链接

下，实体经济如何发挥好它应该发挥的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
一是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推动产业向高端
发展。二是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提升产业集中度。三是加强自主
创新，持续提升发展的内生动力。四是积极“走出去”
，提升国际
化运营能力。五是强化管理不断增强企业发展的内功。
党的十八大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

中国石化获“金蜜蜂·领袖型企业”奖

实行更加有利发展实体经济的措施，这对实体经济发展提出了

量，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努力提

近日，由《WTO经济导刊》、
中国可持

秀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领袖型企业”
奖。
这

明确要求。中央企业大多数处在实体经济领域，在推动实体经济
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存在着很多的挑战。我们将深入贯

升中国制造业水平，这就需要中央

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共同主办，以“责任沟

是继去年获“金蜜蜂2011优秀企业社会责

彻落实十八大的精神，以做强做优世界一流为目标，加快转变发

企业带动中国制造业向高端跃升。

通创造价值”
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国企业社

任报告·创新报告奖”之后，
中国石化再次

展方式，不断提升发展的力量，助力我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招商局资本首席运营官张天伟
说，
“ 我们非常关注行业整合带来的

会责任报告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在此
次会议上，中国石化荣获“金蜜蜂2012优

得到权威第三方高度认可，
同时也显示了
中国石化在社会责任披露上正日臻完善。

论坛上的讲话）

（节选自国务院国 资委 副主任 邵宁 在第十 二届 中国 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