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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梳理国资委成立十年

来为中国经济做出的努力，《中国企业

报》记者专访了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张春晓。他认为，近十年来，国资委对

各类国有资产监管起到了示范作用，

经营性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力增强，

动态化推进了国有资产的优化配置，

一体化“大国资”的概念基本形成。

《中国企业报》：党的十六大报告

指出：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

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是深化

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您认为过

去的十年，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

革的新思路实现了哪些重大创新？

张春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资

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在党的十

六大以来的重大创新性成果。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完善各

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既是对党的

十六大以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取

得成效的充分肯定，也是对进一步加

强各类国有资产监管作出的重要部

署。

国有企业改革经过长期探索和实

践，取得了巨大成效，特别是党的十六

大确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来，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各

地区、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责任得到落实，国有企业的经

营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

市场化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国有经

济的布局和结构不断优化，国有资本

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大大增强。

《中国企业报》：您所说的活力、控

制力和影响力分别在哪些方面得到了

体现？

张春晓：我认为，首先体现在对各

类国有资产监管起到示范作用。

自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成立以来，各级政府分别履

行出资人职责的国资监管机构相继设

立，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框架基本形成，

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

产管理制度逐步完善，初步探索出了

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资产监管和

营运的道路，对其他类型国有资产的

监管和营运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经营性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力增

强。经营机制的变化和布局结构的调

整，增强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能力。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在经营机制

方面，通过大力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

革，积极探索公有制多种有效实现形

式，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企业

内部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国有

企业经营机制发生根本性变化，活力

和竞争力明显增强。

在布局结构调整方面，通过落实

“有进有退”和“抓大放小”等方针政

策，积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战

略性调整，国有资产逐步向关系国家

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

键领域集中。

《中国企业报》：一直以来，国资委

树立“大国资”的工作理念，就目前来

看，您认为是否已形成了“大国资 一

家人 一盘棋”的局面？以后又该如何

完成“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

目标？

张春晓：国资委动态化地推进了

国有资产的优化配置。国资委通过推

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

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

向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和未来可能形

成主导产业的领域集中，向具有较强

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集

中，初步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和知名品牌、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

公司大企业集团。

同时，通过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

退、合理流动的机制，鼓励和支持民营

资本和国外资本参与国有企业调整重

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调整所有制

结构。

此外，通过国有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逐步提高了国有经济增长的质量

和效益。

如今，一体化“大国资”的概念已

基本形成。通过支持鼓励中央企业之

间、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地方企业之

间相互持股，鼓励上下游企业相互参

股，促进了投资主体多元化。

与此同时，通过支持鼓励中央企

业与地方国有企业的联合重组，引导

企业积极参与行业调整和跨区域结构

调整，实现了国有资产的跨区域优化

配置，提高了国有资本的运行效率，加

快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是我们党执

政的重要基础。我们必须深刻领会和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牢牢把握

正确的改革方向，以改革创新的精神

和自我扬弃的勇气不断完善各类国有

资产管理体制，为提高国有经济的质

量和效益提供重要的管理保障。

本报记者万斯琴

张春晓

国资：2006
【重要事件】

地方国资监管指导监督

2006年 4月，出台《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指导
监督暂行办法》确立指导监督工作体系。体系分为两

个层次：一是国务院国资委与地方各级国资委之间的

指导监督。二是地方上下级国资委之间的指导监督。

全面风险管理

2006年 6月，出台《中央企业指引》。《指引》对
中央企业开展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的总体原则、基

本流程、组织体系、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策略、风险

管理解决方案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防范投资风险

2006 年 6 月，出台实施《中央企业投资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对中央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产

权收购和长期股权投资作出明确规定，并依法进

行监管，以便有效防范中央企业投资风险，防止国

有资产流失。

【企业故事】

国家电网公司率先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国内社会

的广泛关注。一些跨国公司纷纷制订社会责任生

产守则，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出

现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全球性新趋势。2006年
3月 10日，国家电网公司首次对外发布企业社会
责任报告，这是我国国有企业对外正式发布的第

一份社会责任报告。

国资：2007 国资：2008
【重要事件】

加快推进央企产权多元化

中央企业加快整体上市和回归 粤 股市场步
伐。9家企业实现了境内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根据国资委确定的计划，在中央企业公司制

股份制改革中，将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推进产权

多元化。

公布中央企业负责人第二任期业绩考核目标

据此，中央企业第二个任期必须努力实现以

下三个方面的目标。一是中央企业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目标基本实现。二是中央企业布局结构调整

的目标基本实现。三是中央企业核心竞争力明显

增强。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改基本完成

由中国各级国资委和所出资企业控股的境内

上市公司已经达到 777家，占全部上市公司总数
的 55.82%；股本总额达 6021 亿股，占全部境内上
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40.92%。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

【企业故事】

五位中央企业系统代表接受境外记者专访

在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夕，中央企业系统（在京）

代表团就接到了 50多份境外记者的采访申请。在
征求了有关代表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国资委领导

批示精神，经与大会新闻中心进行充分沟通。10月
18日，五位央企老总代表参加了约请采访。

【重要事件】

指导央企履责

2008年 1月发布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的指导意见》提出，各中央企业要树立和深化

社会责任意识，建立和完善履行社会责任的体制机

制，建立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加强企业间交流与国

际合作，加强党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领导。

产权转让信息发布

在中央企业国有产权交易试点机构建立中央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联合发布制度。各中央企

业和试点机构要通过建立和完善信息联合发布制

度，规范发布内容、拓展发布渠道、创新发布方式，

进一步提高企业国有产权进场交易成效。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督促中央企业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要求央企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的组织机构，

以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企业故事】

中央企业在抗震救灾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川汶川地区发生 8.0 级强烈地震，中央企
业面对特大自然灾害，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在组织

开展自救、互救和捐款捐物的同时，派出大批救援

队伍，调集大量救援设备和物资，全力做好通电通

信通路等基础设施抢修和落实救灾物资保障工

作，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辉煌十年

张春晓：
一体化“大国资”的概念已形成 【国资要闻】

国企高管薪酬“限高”方案成型

去年国企工业增加值增长 6.4%

中粮将获国开行 300亿融资支持

国资委要求做好 2013年央企管理提升工作

中石化 10.2亿美元收购美国油气资产

中海油宣布完成收购尼克森公司

国资委：央企管理诊断要下基层

今年央企管理提升要“过紧日子”

央企为新疆创造七成工业增加值

媒体称铁道部相关资产或划归国资委

国家电网将破分布式电源并网瓶颈

【地方国资】

黑龙江国资委出资企业资产破千亿

陕西国资委举办首届廉政书画展

宜昌加强市级国有投融资公司建设

青岛国资重点工作将投向民生领域

厦门国企 440亿巨资打造 55个项目

福州国资委三举措提升企业竞争力

厦门国资整合上市公司码头资源

北京国资红利仍投向国企及其重点项目

金寨县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青岛今年国有资产总额将增 12%

荆州与 14家央企“对接”16个项目

福建厦漳泉三地国资委推进合作

【央企·国企】

北车造机车客车首次组合登陆南美

中交振华重工获 23亿元海工订单

上海城投公司再获联合国 CDM项目注册

福建新能源“三合一”重组工作完成

国电集团去年净利同比增长超一倍

国电南自获国网输变电项目招标第一

太重煤机拟今年三月在港上市

首钢京西重工入主北泰

鞍钢入股广州南沙钢铁综合物流园公司

东方电气与中国南车签署战略合作

中国地铁轻轨车辆研制技术首获美国专利

【政策】

大部制改革释放新一轮市场化信号

发改委 25日起上调汽柴油价格

发改委公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七部委联合发布促城市配送发展意见

2013年海洋石油安全监管重点发布

我国将在 2014年淘汰荧光灯液汞工艺

国产航空发动机千亿研发金将启动

GEP打造万亿环保财富

国务院采纳治理城市大气污染等建议

四部委加快推进传感器等产业发展

【行业观察】

煤炭业或将转入买方市场

去年全国黄金工业总产值增长 33.91%

2013年航运业前景仍不乐观

“新五条”或打压建材上涨预期

中国移动发力 4G 撬动 5000亿投资

今年铁矿石全球将增产 6200万吨

中国将超日本成为第二大通讯市场

2月中企 IPO规模再创新低

PMI显示今年经济平稳向好发展

钢铁流通市场景气明显趋弱

【科技创新】

中核完全掌握离心法铀浓缩技术

首项国际航天标准获国家级最高奖励

航天晨光掘进机产品获两项发明专利

三峡集团国内“第一门机”通过验收

中交二航局承建福州市螺洲大桥通车

中国南车制成 2兆瓦低风速风力发电机

全球首套煤焦油加氢装置实现工业化

神华神东首套煤矿井下污水净化设备投用

新兴际华黄石公司开发出内喷聚氨酯涂层铸管

南车制成整体铝合金搅拌摩擦焊车

【专家视角】

国企效率低致市场扭曲 建议民营化

国企改制重组“南钢模式”带来的启示

媒体驳斥任志强国企“掠夺民财”论

国企资产占 GDP比重偏高 应划拨给社保

传媒要为国企发展传递正能量

应对国企进行公共服务问责

亏损央企产业重组重于财务重组

破除障碍 释放企业创新活力

聚焦新一轮国企改革七大问题

央企红利上缴比例应与改革同步

【责任央企】

新兴际华驻疆企业促节能减排

中石油海外业务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巴陵石化成功抢险液化气泄漏事故

中钢衡重去年节能降耗 1563万

大唐锡盟辉腾梁风电场为牧民解雪困

【企业家风采】

赵建国与南方电网

曹广晶与三峡集团

奚国华与中国移动

贾宝军与中钢集团

马正武与中国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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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市场业务创新 品牌协会呼之欲出

2013年 2月 27日，《中国企业报》
记者在中国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机构协

会（以下简称“协会”）第二次会员大会

上得知，协会将 2013年确定为“产权
交易业务创新年”，重点抓好推动理论

创新、流转功能创新、融资功能创新，做

好涉讼资产进场交易，建立创新活动

激励机制五项工作，促进发展，创建成

为品牌协会。

会上通过了《工作报告》和《协会

2013—2015年工作规划》等重要文件。
会上，产生了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单位、

常务理事单位、会长和副会长，北京产

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天津产权交易中

心主任高峦分别当选会长和副会长。

事实上，产权交易是中国在改革

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条

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伴随企

业产权制度变革和产权交易市场发展

而产生、演进、成长起来的新兴资本要

素市场。

近两年，全国产权交易机构（场所）

发展到 200多个，每年进场交易国有
资产超 4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国有
产权、股权进场交易额近千亿元，为资

源配置贡献了力量。

近两年，协会强化组织建设，规范

化、程序化、民主化的领导体制和工作

机制基本形成；突出重点工作，《两年工

作基本思路》明确的阶段性任务基本

完成；开展专项活动，行业的凝聚力和

影响力得到提振；注重调查研究，产权

交易行业的风险防范工作更有效；关

注热点问题，帮助会员单位应对遇到

的困难。

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丹

华对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的工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她指出，协会已经成为产权

交易机构与政府、社会各界之间的有

效沟通渠道。在坚持规范创新、组织培

训交流、建设信息化平台等方面做了

大量的工作，圆满完成“开好头、起好

步”的工作目标，为今后行业的健康发

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于努力创建品牌协会的目标，协

会已制定了 2013—2015年工作规划。
记者从会上发布的《中国企业国

有产权交易机构协会 2013—2015 年
工作规划》中看到，为实现打造品牌协

会的目标，将“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开展

品牌协会培育和建设工作的指导意

见》（国资发研究〔2011〕151 号），坚持
发展业务与规范治理并重，拓展服务

内容，创新服务方式，完善服务机制，增

强服务功能，完善内部治理机制，严格

决策程序制度，规范自身运作行为，力

争在 2015年前参加民政部开展的行
业协会商会评估中得到 5A等级。”

27日下午，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
长郭建新向协会提出了四点建议：一

是遵循市场规律，进一步推进产权交

易市场的规范发展；二是服务会员，进

一步谋求协会的壮大发展；三是整合

行业力量进一步强化产权交易市场的

合作发展；四是开展理论研究，进一步

落实产权交易市场的科学发展。

本报记者万斯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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