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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皓

鼓足精气神 迈开新步伐

大国资，一盘棋。棋至中局。

观棋局风云变幻，国资改革将如

何精准布局？国资监管如何上新水

平？国企改革如何上新台阶？

2013 年 1 月 10 日，全国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召开。中央、地

方各级国资委领导群贤聚议，总结

去年的成绩，部署今年的工作。

作为国资系统年度最高层次的

经济决策会议，本次会议有效贯彻

了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

神，国资监管上新水平，国有企业发

展上新台阶，小康社会做新贡献，这

“三新”成了会议的主旋律。

在这次会议上，几大“关键词”高

频出现，“顶层设计”、“两新目标”、

“一个基调”、“两个提升”、“三个作

用”，甚至“国有经济的精、气、神”，

“正能量”这样让人耳目一新、颇有

时代感的新鲜表述在王勇主任的讲

话中不断出现。

这个会让言者、听者都感到洋溢

着一种昂扬奋发的气氛。各地国资

委的“头头”悉心领悟王勇的讲话精

神，字字印脑、印心 ,做到了“耳中有
音，心中有数”。听者百态十分有趣，

有的人蹙眉思考、有的人奋笔疾书、

有的人相互切磋……“谋”定而“后

动”。在这里，央地国资首脑们绞尽

脑汁的“谋”，力图谋出思想的火花，

谋出国资的新未来。这是一场思想

聚集的大会，更是一场显示执行力

的大会。所谓“谋”定而后动，谋得

好，也必须行动得好，执行力是这个

时代所有成功者信奉的王道，大国

资也不例外。所有的布篇谋局，都需

要各地的国资铁腕们雷厉风行地去

执行，执行得越有力度，“谋”的价值

越能凸显，执行不力，“谋”得再精彩

也徒劳。我们要敢想、敢说、敢做，关

键是敢做，更关键的是，一定要做

成！

王勇的讲话平易朴实，却发人深

省。

———“懂的事情要抓的实实的！”

———“不懂的不能装懂，要搞懂

了再干。”

———“改革的事，看准了一项干

一项。”

下午的分组讨论，气氛热烈。各

地国资委的“头头”结合本省、市的

实际发言，没有空话、套话。做了哪

些贡献，存在哪些问题，大家敞开了

讲，打开天窗说“亮话”。发言都做到

了有的放矢。

盘点 2012 年，“牛省”、“牛数
据”、“牛项目”不少，好戏连台———

天津、上海、四川、贵州、重庆、宁夏、

西藏、新疆 8 个省（市、自治区）实现
了效益增长。北京、吉林、江苏、宁夏

加大了重大项目建设跟踪；上海、天

津、青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连

拓宽了企业融资渠道。山西、安徽、

四川企业抱团发展；黑龙江、湖南、

陕西管理提升有声有色；福建企业

精细化管理水平高；云南、辽宁、河

南、甘肃、海南帮助企业解决税收、

资金问题。北京、上海、广东、厦门国

有企业的形象良好。重庆市属国有

工商企业一半实现了整体上市或主

体上市，厦门 30 家企业建立了拟上
市储备库，陕西明确要求新设立的

公司必须实行股权多元化。深圳国

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全部实现了外部

董事占大多数，河北面向全国选聘

外部董事。

黑龙江推动了驻黑央企“三供

一业”。重庆制定了历史遗留问题综

合改革方案。广东、贵州、青海、西藏

出台了系统推进国企改革、国资监

管的政策文件。湖北推进了 80 组国
企调整重组项目。江苏、吉林对不符

合国有资本发展方向、不属于企业

主业的资产进行了清理整合退出。

青岛积极引导企业发展数字多媒体

等战略新兴产业项目。

一些数据阐释了“稳增长”的含

义：

———1—11 月，全国国资委系统
监管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34.2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0.3%；实现利润 1.7
万亿元，同比下降 6.9%；累计上缴税
费 2.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5%，增
幅高于同期全国税收收入增幅 1.7
个百分点。截至 11月底，全国国资
委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 69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5.1%。

———济南市国资委监管企业 43
户，截至 11 月底，资产总额 325.62
亿元，同比增长 13.79%。累计实现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 15.13%。累计实现
增加值同比增长 21.04%。累计实现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4.35%。

———烟台市 18 户市管企业 8 月
末资产总额历史性突破千亿元大

关。烟台市国资委在认真总结分析

的基础上确定：再奋战 5 年，创造自
新中国成立以来市管企业 63 年的业
绩。力争到 2017年末，市管企业资产
总额突破 2000亿元，各项主要经济
指标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发展质

量实现明显提升。

一些央地合作的“牛项目”说明

了国有经济的“排头兵”、“主力军”

作用。

———安徽省与央企累计签约项

目达到 1033 个，投资规模 2040 亿
元，在这些项目中，累计开工项目

642 个，投资规模 13300 亿元，实际
完成投资 5249 亿元。中国石化集团
在安庆投资年产 800 万吨的炼化
一体化项目，投资将近 100 亿元，
投产以后，销售收入可以达到 600
亿元，实现利润可以达到 400 亿
元。

王勇主任如数家珍，不乏对中国

国企队伍的满意与信任。言罢，王勇

主任站起鞠了一躬，向全国国有企

业的职工表示感谢，台下掌声响起

来，满场是热烈的气氛。

新的一年大幕拉开了。

王勇表示，要做好国有企业改革

的顶层设计，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

体性、协同性。各地要结合自身实

际，谋划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方

案、时间表、路线图。

2013 年国资监管工作的总体要
求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

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以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主题

主线，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

基调，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

心，进一步落实国资监管“两新目

标”，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调整

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完善国有

资产管理体制，加强和改进国有企

业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

力、控制力、影响力，促进国民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作出新贡献。

于是，讨论在各小组展开，2013
年怎么干，以怎样的精气神迈开新

步伐，成了国资委主任们的议题。

在北京会议中心，大厅的“顶层”

天花板上悬挂了 16盏吊灯，大吊灯
四周枝枝蔓蔓摇曳着数百盏小吊

灯，大的、小的都闪耀着璀璨的光

芒，使人感到这是与会代表的智慧

在闪耀着光芒。

会议仍在继续，智慧仍在闪光……

2012 年 12 月 28 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
营业绩考核工作会议上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此次会
议是继 12 月 24 日和 25 日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负责人会
议之后的又一重要会议，中央企业重视发展质量，打造品牌

也是重要背景之一。

本次会议主要是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及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精神，总结 2012 年和第三任期
业绩考核工作，部署 2013 年和第四任期业绩考核工作。国
资委主任、党委书记王勇作出重要批示，国资委副主任、党

委副书记黄淑和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国资委副秘书长

阎晓峰出席会议。

保增长增效益效果显著

国资委主任王勇在批示中指出，2012年，中央企业面对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形势，坚

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主题主线，认真落实国资

委“一抓两保三突出”的工作要求，充分发挥业绩考核的导

向作用，大胆创新，攻坚克难，为中央企业“保增长、提质量、

调结构、抓管理”作出了积极贡献。

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会上指出，中央企业 2012 年和
第三任期业绩考核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一是完善目标管

理，保增长提效益成效显著。二是全面实施经济增加值考

核，企业经营质量大幅提升。三是推进全员考核，落实国有

资本保值增值责任基本实现全覆盖。四是突出特色，专项考

核取得新进展。

“在金融危机蔓延的严峻形势下，中央企业继续保持了

平稳较快发展，经济运行质量持续改善，价值创造能力不断

提升，这是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中央企业广大干

部职工努力拼搏的结果。”黄淑和表示。

业绩考核为重要抓手

王勇指出，国资委始终把业绩考核作为加强国资监管

和促进中央企业科学发展的重要抓手，构建了较为完善的

业绩考核体系，建立了不断提升业绩水平的激励约束机制，

落实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实践证明，业绩考核的方向

是正确的，方法是有效的。

黄淑和副主任在会上提出中央企业第四任期业绩考核

工作的总体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及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精神，进一步发挥业绩考核导

向作用，强化质量效益和科学发展考核，努力构建以经济增

加值为核心、与企业功能定位相适应、年度激励约束与任期

激励约束相结合的业绩考核体系，为推动中央企业转型升

级、做强做优和持续健康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部分中央企业的成功实践也证实了完善的业绩考核的

激励企业发展、提升业绩的重要性。

中国石化对经济增加值改善的下属企业，在年度考核

中给予加分奖励，没有改善的给予减分处罚。航天科工规

定，经济增加值完成值低于前三年平均水平的企业，考核结

果原则上不能评为优秀。港中旅集团、中国工艺集团、中交

集团、汽研中心等企业按照当年创造的经济增加值或改善

值的一定比例，对子企业经营者给予提成奖励。兵器装备集

团、中国电信、中材集团等企业按月监控分析经济增加值变

动情况，形成了动态管控机制。

发展质量 百年老店

“2013年及第四任期，中央企业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精神，围绕‘十二五’改革发展目标，牢牢把握稳中求进

的工作总基调，进一步完善以经济增加值为核心的业绩考

核体系，增强业绩考核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性，引导中央

企业实现生产经营稳定增长，提高发展质量，加快科技创

新，调整优化结构，不断增强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为做强

做优中央企业、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王勇强

调。

黄淑和副主任在会议上要求做好 2013 年和第四任期
的业绩考核工作，提出了中央企业“发展质量、百年老店”八

字希望，围绕做优做强世界一流的发展目标，将开展系列举

措，要求中央企业对标全球先进企业好的经验和做法找差

距定措施，并透露国资委 2013 年将召开“中央企业品牌建
设座谈会”。

国资委部署央企
第四任期业绩考核工作

强化考核导向 促进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丁国明 李文新

（上接G01版）

四要加大力度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减轻企业办社会负担。特别是厂

办大集体改革任务重的企业，今年

要抓住有利时机，主动创造条件，加

强与地方的沟通，尽快启动相关改

革。

这四项内容是相互贯通、相互

联系的整体。目的是解决四个分开

的矛盾，这便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

开、政企分开、劳资分开以及企业与

社会分开。

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必须运

用矛盾法则，化解矛盾，对容易引

发岔路的地方要弄明白、理清楚。

我们目前在国资监管改革中最大

的问题，是以行业划分还是性质划

分问题。比如有一类观点认为，可

以参照现行国资监管体制，增设若

干个行业性国资委。我们认为这在

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现实的。其

一，集中统一监管比分类监管更便

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其二，现行各

级国资委能够管好特定行业的国

有资产；其三，实行分类监管的最

大可能，就是企业与主管的政府部

门自觉靠拢，导致新的“九龙治水”

出现，加剧政企合一现象；其四，增

设行业性国资监管机构浪费行政

资源，与精简机构的总体要求相

悖；其五，分设若干个行业性国资

委，必然会分散监督的资源和注意

力，导致监督成本上升、监督效力

下降。

所以，把国有资产分为经营性

资产、资源资产和行政性资产取代

行业划分法，是一种科学性划分，有

利于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类似这样

令人担心的很多问题，必须把矛盾

理清，才能利于化解。

国企的“改革顶层设计”必须把

标准设定清楚，以利于遵守。所谓

顶层设计这一概念在中国目前的

“现实语境”中，表达了这样几个关

键含义：一是要明确国企改革发展

的价值，即通过改革达到增强“活

力、控制力、影响力”的核心价值；

二是要提高“辩证思维水平”，总体

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长

远与眼前结合起来；三是要强化制

度建设，保证制度平衡；四是要转

变改革方式，在稳中求进中推进国

企改革；五是推进以“公共权力”的

制约与监督为核心的政府行政体

制改革，与国企改革同步；六是有

先有后，何时铺开，何时收尾，有个

时间表。国企改革顶层设计的提

出，说明中国国企改革已经步入

“深水区”，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同

时加大，但也表明企业改革发展的

蓝图和实现路径也逐渐清晰，企业

改革的自信力和驾驭改革的能力

增强。

国企顶层设计必须具有改革创

新的精神、攻坚克难的气魄和认识

驾驭规律的能力。

2013年，是国企改革大展宏图的
一年，我们从顶层设计的指导思想

里看到希望，增强信心，也感受到责

任。

（作者系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

研究员）

交流

专注

喜悦

翻阅《中国国资报道》

会场掠影

本报记者 林瑞泉 /摄

———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