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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一

天，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现场却暖意

融融、气氛热烈。十八大开局之年，如

何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

神？2012年，中央企业收获了一张什
么样的成绩单？2013年，国资的工作
该如何落笔着墨？

这里有思想的交流，这里有智慧

的激荡。主席台上，国务院国资委主

任王勇报告扎实生动，思路清晰。台

下，来自中央企业系统的上百名代

表，聚精会神地倾听了王勇的报告，

悉心领悟着王勇的讲话精神。他们有

的侧耳倾听、有的奋笔疾书……会议

年年开，今年格外有新意。在笔者看

来，一是国资委的工作思路新，二是

央企的精神风貌新。

经济效益企稳回升，
预计实现“保增长”目标

今年以来，中央企业紧紧围绕

“做强做优、世界一流”的核心目标，

深入推进落实“一五三”总体思路，按

照“一抓”、“两保”、“三突出”的工作

重点，深化改革、加快调整、强化创

新、提升管理、加强党建、各项工作取

得了新的成效。

可以说，2012年是一个逆势丰收
年，中央企业的生产经营收获了一张

不错的成绩单。1—11月，央企实现营
业收入 20.1万亿元，同比增长 8.9%；
实现利润总额 1.1万亿元，与去年同
期基本持平；已缴税金 1.7万亿元，同
比增长 12.8%，高出全国同期税收收
入增幅 3个百分点。截至 11月底，央
企资产总额达到 31.2万亿元，同比增
长 11.5%。受全球经济增速回落等因
素的影响，央企经济效益上半年出现

较大幅度下降。一季度利润总额同比

减少 335.3亿元，下降 11.8%；二季度
经济效益降幅呈扩大趋势，利润总额

同比减少 541.8亿元，下降 16.1%；三
季度经济效益企稳回升，利润总额同

比增长 2.1%，自 9月以来利润总额连
续 3 个月实现正增长，预计全年“保
增长”目标能实现。

2012年中央企业紧紧围绕“保增
长”目标，大力开拓市场降本增效；深

入推进改革重组，企业活力和竞争力

进一步增强；积极推进转型升级，企

业发展方式进一步转变。扎实开展管

理提升活动，企业发展基础进一步夯

实。以做好党的十八大相关工作为重

点，企业党建工作在改进中不断加

强，呈现出“组织创先进、党员争优

秀、企业上水平、职工提素质”的良好

局面。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成绩来之不

易。王勇将成绩归功于中央企业广大

干部职工的无私奉献和辛勤努力。

———12月 19日零点 13分，长征
二号丁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首次发射外国制造的卫星，将土耳

其 GK原2地球观测卫星成功送入预定
轨道。今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共实施 19次航天发射任务，将 28 颗
航天器送入浩瀚太空，航天发射实现

“满堂红”。

———12月 21日，中国华能集团
运营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华能山东

石岛湾核电厂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

范工程核岛底板第一层混凝土浇筑

圆满完成。

———12月 18日，中国兵器北方
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7万吨/年碳
五碳九综合利用深加工和 8 万吨/年
环氧乙烷衍生精细化学品项目开工。

项目建成后，可实现营业年收入

151742.25 万元（不含税），年利润总
额 14202.71万元。

———截至 12月 21日，神华集团
煤炭累计销售 6.0146亿吨，创历史最
高纪录，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超过 1
亿吨，首次实现年度亿吨级增长，在

去年销量超 5 亿吨的新起点上实现
了高位新跨越。

……

创造价值、提升价值，
向产业链高端挺进

对于明年的经济形势，王勇强

调：是机遇和挑战同在，有利条件和

不利条件并存。他指出做好明年的

工作的关键，要着眼于加快转变发

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突出

深化改革，突出结构调整，突出创新

驱动，突出管理提升，力争取得新的

突破。

王勇表示，要推动国有资本向

重点行业和领域集中，向优势企业

集中，向主业集中。梳理调整主业，

严格按照主业控制投资方向，提升

我们资源配置效率，加大内部资源

的整合力度，通过市场化方式，该退

出的退出，加快剥离非主业、非核

心，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主业和业务。

现在有的企业主业 12 个、甚至 14
个，国资委要重新考虑对产业结构

调整，重新考虑结构的顶层设计，从

体制到机制。

他指出，目前不少央企处于产业

链、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战略性新

兴产业比重比较低。明年将重新梳理

央企主业，推进央企产业升级，向产

业链、价值链高端发展；同时要求央

企控制人工成本，严格实行薪酬与企

业效益挂钩，规范职务消费，2013年
实现职务消费零增长。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中国

兵器工业集团子公司中国北方化学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积极推进转

型升级，转变企业发展方式”方面堪

称先行者。北化集团将作为兵器精细

化工产业的实施主体，重点围绕现有

产业基础和资源条件，根据差异化、

市场化、产业关联、高起点、规模化的

原则，打造五条具有核心竞争力、最

能体现兵器集团竞争优势和产业特

色的产品链。预计总投资约 240 亿
元，达产后将实现收入近 500亿元，
实现利润近 50亿元。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张国

清表示，明年以及今后一段时期，集

团公司将继续坚持以“结构调整、技

术创新、精细管理”为工作主线，着力

打好转型升级和信息化两个攻坚战，

确保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精细管理

收到实效。要坚持有进有退，集中资

源加快培育三个千亿级、十几个百亿

级产业和一批“专、精、特、优”产品。

要把是否有技术能力支撑作为项目

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对有技术能力

支撑、市场前景好的项目，在规划布

局、资金投入上予以重点支持。要把

精益的理念和要求融入到科研生产

经营各个方面，持续加强精益研发、

精益采购以及“两金”占用、成本费用

控制等重点环节和瓶颈问题的精细

管理，精耕细作，苦练内功。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

玉表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是我们学习贯彻落实

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公司内外的发

展实践告诉我们，低水平、粗放型、外

延式发展已经没有出路，今后的发

展必须更加突出质量和效益。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以更大的勇

气和智慧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目前

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处在攻坚阶

段，深化改革面对的矛盾和问题仍

然很多，但是作为企业领导者，我们

的责任不仅仅是发现矛盾，更要解

决矛盾。要以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

感深化改革，要做好顶层设计，总体

规划，协同配套，全面推进，增强改

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深化

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

断创造价值、提升价值。企业管理者

要在投资、建设、经营的全过程，围绕

价值管理和价值创造，加强基础管理

和财务分析，尤其要对企业价值链、

关键增值点进行详细分析，提出改进

经营管理的意见和建议。要从传统

的管理理念和模式中走出来，加快

推进市场化、国际化，尽快转变观

念，转变管理方式，不断提高经营管

理水平。

畅谈感想、紧抓落实

对于王勇主任的报告有什么样的

感想，各央企负责人异口同声地表

示，“好！回去抓紧落实！”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董事长王会生

表示，一是要领会会议的精神；二是要

以更加务实的精神来逐项落实明年的

工作，要加大调整结构的力度，认真分

析公司在产业投资中的机会，细化“六

个转变”的内容；三是要以更加务实的

精神转变作风，特别要转变领导作风；

四是各级领导要以更加务实的精神来

承担责任，担当重任，只争朝夕，做到

有问题必抓，凡抓必有结果；五是年终

将至，各单位要努力做好元旦、春节期

间的各项工作，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慰

问好困难职工和家庭，让集团全体员

工过上欢乐祥和的节日。

大唐集团表示，2013年是集团公
司任务多、重点多，各项工作齐头并

进的一年，集团公司系统各企业应抓

住重点，要切合实际，集思广益，确定

好集团公司明年的主题和指导思想，

为全年工作明确主攻方向。要在坚持

“一个谋划”、“七个必须”、“八个不动

摇”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摸清家底，

理清思路，围绕“四个全面”管理（全

面计划管理、全面预算管理、全面风

险管理、全面责任管理）的不断深入，

确定好 2013年工作重点，在此基础
上对“十二五”产业规划进行滚动调

整，做出后三年滚动计划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战略思路、战略目标。大唐集

团总经理陈进行要求，应在坚定不移

地执行集团公司组建以来的“2、4、3、
1”发展战略和“3、8、18”战略目标的
基础上，将未来一个时期战略目标的

制定和贯彻十八大精神以及“3、8、
18”战略目标、2020年目标结合起来，
坚持继承、发扬、创新，打造“效益大

唐”。

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对会

议精神进行了解读：我们不仅仅是转

变经营机制，更多的是要打造它的商

业模式，通过这种商业模式创造更多

的价值，这是我们要结构调整深化改

革，包括要创新发展非常重要的目的。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林瑞泉

摄）

央企“首脑”的智慧激荡

本报记者蒋皓

———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侧记

这里有思想的交

流，这里有智慧的激

荡。主席台上，国务院

国资委主任王勇报告

扎实生动，思路清晰。

台下，来自中央企业

系统的上百名代表，

聚精会神地倾听了王

勇的报告，悉心领悟

着王勇的讲话精神。

“

与会代表亲切交谈

与会代表认真阅读《中国企业报》

上海贝尔党委副书记、执行

副总裁陈伟栋认真倾听报告

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认真倾听报告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与会代表

交流

切磋

专注

【花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