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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形势的

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

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

建设科学化水平。”党的建设改革创

新有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就是坚持

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与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关系处理问题。这是国

有企业党建工作改革创新的难点与

突破口。

如果拘泥于西方现代企业制度

的“国际惯例”、“普世法则”，就存在党

组织游离于公司治理结构之外的危

险。国有企业中存有的过于强调经济

增长规律，而忽视党的建设现象，便

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加强和改进新形

势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探索党组织

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必须主动

适应深化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和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的新要求，才能有效推

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

化、规范化。

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

目前，有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

就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

导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关系处理问

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

理结构，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双

向进入、交叉任职”在一定层面解决

了党组织成员参与决策的途径，有利

于体现党组织整体参与决策的领导

体制；同时还要看到，部分企业过分

强调现代企业制度的西方特色，《党

章》规定的党的政治核心地位与《公

司法》规定的董事会对重大问题的决

策权，在实际工作界面和操作中并没

有得到很好协调和衔接。因此，对中

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需要在理论

上厘清，保持清醒的认识。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

企业改革的方向。在我国国有企业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在企业的治

理结构方面，既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

的经验，又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模

式。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和国有企

业的实际，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国有企

业法人治理结构。事实上，分析西方

发达国家公司治理的演变和特点，特

别是通过当前这场席卷全球的国际

金融危机的震荡和冲击，可以看出，

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没有绝对好坏之

分，也没有一种“灵丹妙药”式的模式

适应所有的企业。如果我们不能准确

认识西方发达国家公司治理的历史

局限性与不足，盲目移植西方的模

式，束缚于西方语境和视角，就很难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

和国有企业政治领导体制。

一个国家企业的政治发展道路，

是由一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中国国

有企业的政治发展道路是由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决定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

本特征，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

有企业政治发展道路的内涵是发挥

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职

工当家做主和依法治企的有机统一。

这是一条迥异于西方国有企业发展

的道路。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

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坚持党对国有

企业的政治领导，发挥国有企业党组

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充分依靠和调动

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我

们的政治优势，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现

代企业制度的本质要求。把现代企业

改革发展中心工作与党组织政治核

心作用有机结合起来，认真研究和探

索，这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任

务，也是国有企业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精神的重要任务。

建立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企

业制度，根本上是要把党组织纳入

公司治理结构，核心是要回答和解

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党组织的地位、

作用和职责问题；二是党组织发挥

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和实现方式问

题。我们应该以解放思想的胆识、勇

气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智慧，正视而

不回避现实，既尊重企业公司治理

的一般规律，又充分体现国有企业

的“中国特色”，从思想认识上解决

问题。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必须确立的三个意识

目前，国有企业领导干部意识上

的一些问题，已经不同程度地影响企

业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影响现代企业

制度的建立和企业的发展，必须引起

高度重视。

必须确立国有企业的党委会是法

人治理结构的重要部分的意识。中国

特色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特”在

国有企业在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的

基础上，还有一个党委会。党委会是企

业法人治理结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缺了这个组成部分，国有企业

的法人治理结构就不健全，就难以适应

我国社会政治结构的要求。在具体的

运作上，应该形成职责明确、有机融合、

运转协调的新型领导体制和运行机

制。一是在人事安排上搞好融合，做到

“三分离”和“两融合”。（下转G02版）

设“规矩”定“方圆”

国资委24条措施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考察调研要轻车简从、简化陪

同，不住豪华宾馆，用餐注意节俭。”

“工作会议一律不摆放花草、不制作

背景板。”“简化出访接送工作，一律

不得接受中央企业驻外机构赠送的

礼品。”……以上的“规矩”均来自于

国资委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而制定

的24条措施里的内容。
去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此后，中

央印发通知就学习贯彻落实工作提

出明确要求。

针对下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密切

联系群众要抓什么、怎么抓、谁来抓

等问题，国资委党委结合工作实际，

研究制定了8个方面、共24条具体措
施。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公布的措

施中看到，在改进调查研究工作方

面，提出委党委委员要多深入企业、

深入基层调研，多搞蹲点调研和典

型调研，及时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

营面临的困难；实地考察环节要增

强自主性，掌握第一手资料；考察调

研要轻车简从、简化陪同，不住豪华

宾馆，用餐注意节俭，不参加与工作

无关的参观活动；完善全委调研和

监督检查活动的统筹协调制度和信

息共享机制，切实减轻企业和基层

负担。

与此同时，在精简会议活动方

面，提出能不开的不开、能合并的合

并、尽可能采用视频形式召开会议；

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全

国性会议代表人数不超过300人，时
间不超过2天，专项会议不要求中央
企业和地方国资委主要负责同志参

加，视频会议不请外地同志到主会

场；会议活动现场简朴布置，工作会

议一律不摆放花草、不制作背景板，

用自助餐，房间不另配洗漱用品、鲜

花、水果茶点等，最大限度节约经费

支出。

此外，在精简文件简报方面，提

出严把文件质量关和程序关，能采用

信息形式反映的不再发文，能通过电

子公文传输系统发送的文件、能利用

办公网发布的简报资料，不再印制纸

质件。

同时，在规范因公出国（境）管理

方面，提出紧密围绕中心工作合理安

排团组，杜绝一般性考察和重复考

察，严禁公款出国（境）旅游；要严格

执行年度出访计划，培训团组不得擅

自改变线路和培训时间；简化出访接

送工作，一律不得接受中央企业驻外

机构赠送的礼品。

在改进新闻宣传工作方面，提出

对重要会议活动国资委网站可作简

要报道，一般会议活动不作报道；做

好国资监管信息公开工作，主动接受

社会监督。

在厉行勤俭节约方面，提出严格

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

活待遇的规定；因公出差、出访要严

格按照规定标准搭乘交通工具、选择

舱位，坚决不搞特殊化；节约使用办

公用品和耗材，做好办公家具、设备、

纸张等资源的循环利用；各单位的联

欢会、茶话会等活动，一律在机关内

部从简举办。

在牢固树立服务意识方面，提出

坚持和完善党组织谈话谈心和党员

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定期接待群众来

访等制度。

在认真抓好督促落实方面，提出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严格自

律，从本级抓起，从自身做起，带头改

进工作作风，主动接受干部职工和中

央企业的监督。

据悉，在抓好委机关、直属单位

和直管协会贯彻落实工作的同时，国

资委党委还及时对各中央企业学习

贯彻落实工作作出部署，并组织开展

了督促指导工作。

本报记者万斯琴

李 锦曹向东

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
———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的思考

编者按：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编写组编著的《十八大报告国有企业学习读本》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专门为国

有企业党员干部编写的读本，全书分为道路篇、改革篇、发展篇、建设篇等4篇21个专题，注重联系国企实际解读十八大报告精神。这

篇文章是根据《十八大报告国有企业学习读本》第十六章第三节“国企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重大原则”扩写而成，谨此说明。

王利博制图

中石化解约风波在网上已然演变成舆情事件。

对此，1月28日下午，中国石化新闻发言人吕大鹏就解约事
情的进展和处理方式给予回应，并透露2013年度中国石化招聘
新员工2000人，承诺按照网上统一公开招聘，阳光引进。

783名已在网上重新注册报名
700名已经主动解约

“截至目前，已经有783名提前签订协议或意向的大学毕业
生已在网上注册报名，其中包括约700名已经与中石化相关直属
单位协商一致解除协议或意向。”吕大鹏说。

据介绍，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石化少数直属单位未按照上
述规定，在未向社会发布招聘信息、未在网上统一接收简历的情

况下，提前与极少数毕业生签订了各类协议或意向，共涉及816
名，其中签订三方协议有411名，对三方均无约束力的意向有111
名。此外，还有个别单位与高校合作签订各种名目的订单培养毕

业生294人，从这部分协议签订的时间看，也不符合网上统一公
开招聘的规定。

吕大鹏说，“近期，上述企业与大部分毕业生在充分协商的

基础上办理了解约手续，并按照协议不同的约定分别进行了违

约赔偿。同时，本着对毕业生负责的态度，建议其通过招聘网站

应聘中石化其他发布招聘需求的单位。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已经

签订协议及意向的大学毕业生是无辜的。”

中石化少数直属单位违规签约招生
正在调查处理

对于中石化二级单位的处罚正在处理当中，中石化人事部

副主任谭克非表示，“按照《通知》的内容，第4.4条，对违反有关
规定视具体情况进行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追究有关领导和工

作人员责任，并在全系统通报批评。”

上述所说的《通知》指的是，2011年2月，中国石化专门下发
了《关于实行中国石化毕业生网上招聘的通知》和《中国石化高

校毕业生引进工作管理办法》。文中明确规定，凡是应聘中国石

化的毕业生均需通过招聘网站投递简历，实行“网上统一公开招

聘，阳光引进”。

招聘新员工超过2000人
网上统一公开招聘，阳光引进

据吕大鹏介绍，“2013年度中国石化招聘新员工数量将超过
2000人，公司将继续按照‘网上统一公开招聘，阳光引进’的毕业
生引进管理办法，并增加统一初选考试环节，让每一名应聘中国

石化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享有同等机会、参与公平竞争。同时他对

应届大学毕业生群体面临日益困难的就业环境深表理解和同

情。”

本次在中国石化招聘网站发布招聘信息的一共有中国石化

下属的全国36家单位，涵盖油田企业、炼化企业、成品油销售企
业、设计施工企业、科研单位等所有中国石化业务板块，招聘人

数超过2000人。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做到公平合理竞争，中国石化提前公布

了2013年招聘计划，并于1月18日在中石化人才招聘官网正式向
社会公布了2013年新员工招聘计划和流程，所有符合条件的毕
业生均可通过招聘网站报名应聘。

中石化平均用工成本实为8万多元
人均34万元是误传

中国石化新闻发言人吕大鹏就严控人工成本过大等问题给

予回应。

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2011年，中石化拥有106万名员工，经
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和第三方机构审计认定，人工成本支出共

3626.3亿元，平均到个人用工成本34万多。吕大鹏说，事实上，中
石化的用工成本没有那么高，平均每个人只有一年8万多块。

对此，中石化人事部副主任谭克非补充说，“欢迎大家去中

石化股份公司官网上查看年报审核。”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得知，为提高毕业生招聘工

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2013年毕业生招聘增加统一考试环节，
委托第三方专业考试机构实施考试，确保所有应聘应届毕业生

均有同等机会参与公平竞争。目前，已有1.6万名毕业生已完成
网上注册报名。

本报记者 万斯琴丁国明

中石化回应解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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