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2013年04月02日 星期二
编辑：李文新 E-mail：lwx0210@sina.com 校对：筱华 美编：王祯磊 G 02中国国资报道

当年国资委体制的主要设计者、

著名经济学家华生认为国企改革的方

向是资本化，但不能一卖了之，国资作

为全民的最后一块资产，不能轻易动

用。华生认为：“国企的主要问题仍然

是如何推进政资分开和政企分开。它

们现在只是表面上分开了，实际没分

开。”

《中国企业报》：您觉得下一步国

企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华生：我认为现在可行的方向，而

且需要大力去做的，就是重启这些年

停滞的政企、政资的分开。政府跟企业

不分开，政府跟资产不分开，国企改革

就不可能推进，国资管理体制也没法

完善。一些人认为，国资国企改革就是

国企从所有的竞争性行业退出，就是

私有化。我看唱这种自以为是的高调

并不负责任。

首先，这个观点中央政府并不会

接受，因为十八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国

企改革方向，就是真正推进政企分开、

政资分开。我认为这个方向还是很正

确的，有些人对此有不同意见是可以

的，但是应该去尝试、去努力，在改革

的过程中逐步凝聚共识。而不是明显

有积极意义的事情不去做、不想做，只

去喊一些不切实际的、也未必正确的

口号，结果反而可能成为改革的阻碍。

很多人说，国企应该退出竞争性

领域，石油行业是竞争性的行业，化工

行业是竞争性的行业，因此国企应该

退出。那么，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把中国

石油等大企业拆成小企业吗？我们知

道，世界上石油公司都是大型企业，比

如美孚、BP，如果国资从石油领域退
出来，让外资、还是让私人家族接盘？

出了这么多靠矿产资源发财的煤老板

已经很不公平了，还非要再出一批更

大的油老板？私人家族控制怎么保证

不出现官商勾结？中国现在搞不了私

人家族来垄断国民经济的企业，俄罗

斯搞了，最后还要退回来，因为老百姓

不干了。

《中国企业报》：近年来，把国企分

为公益性和盈利性的呼声很高，您觉

得对国企应该怎么划分呢？

华生：无论什么类型，企业就是盈

利性的组织，要不然干脆搞慈善机构

得了。国资国企肯定是全民的，不需定

义，反对国企的人也知道这一点。比如

说社保基金亏空，大家都说可以以国

企股份来填补，因为都知道国企是属

于全民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

国有资产确实是一个储备资金，是全

国人民的储备资金，现在看不出来，遇

到危机就看出来了。希腊经济危机、财

政赤字，怎么办？卖国有资产。但他们

的麻烦是国资太少，没多少东西可卖。

中国社保有窟窿了，大发钞票不行，多

收税也不行，怎么办？大家也说拿国资

来顶。国资是全民的最后一块资产了，

遇到困难就可以拿来用的。

《中国企业报》：国资委在国企改

革方面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华生：当年主张成立国资委是我

们提的建议，还是 1986 年年初，我当
面跟总理、副总理作了两次专题汇报，

那时就提出要超越国企搞国资，资产

资本跟市场经济是完全可以融合的，

运作国资的思路就可以使政府从企业

超脱出来。总体的方向就是政企分开，

国家不要控制企业，作为出资人享有

份额就可以了，政府也不一定绝对控

股，有相对控股也可以，甚至有的也不

相对控股，像国外搞的黄金股一样，有

一个一票否决权也可以。这样国有资

产就流动了，国有资本就可以有进有

退，完全搞活了。具体的企业，政府不

一定要去守住它，可以增股，也可以减

持。所以，国资国企改革的基本方向就

是政企、政资分开，然后国有资产资本

化。资本化了以后，跟市场经济就完全

融合了。具体操作就是国企整体上市，

然后资本化、多元股份制，而不是一卖

了之，全部搞成个人私有、家族控制。

国企改革的方向仍然是政资政企分开
本报记者 王敏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华生

央企积极参与西藏灾害救援

日前，在由国家统计局中国行业

企业信息发布中心举办的第十七届

(2012年度 )全国销量领先品牌信息发
布会上，澳柯玛获得了冷柜产品2012
年度全国市场同类产品销量第一和

2012年度消费者最具信赖品牌等6项
殊荣，这已是澳柯玛第17年蝉联全国
销量第一。有业内人士打趣道：看来

澳柯玛是将金牌冷冻起来了，谁也别

想轻易拿走啊！

技术创新是国企生存之道

据了解，澳柯玛已经成功研发了

低温冷冻设备，快速冷冻可达到零下

150摄氏度。并加快了对新能源的研
发与创新，首款澳柯玛太阳能冰柜已

经面世，未来或将有更多的新能源技

术应用到制冷产品中。

为应对市场变化，澳柯玛始终

坚持创新路线，不断推进产业结构

和产品结构调整升级，注重绿色、节

能，既是制冷家电的领先制造商之

一，还是环保电动车和生活家电的

领跑者。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作为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澳柯玛建立了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集市场、研发、制造三位一

体的技术创新机制，通过营销与研发

的无缝对接，开发更适合消费需求、

更具市场竞争力的差异化、高端化系

列产品。公司先后获得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成就奖，国家重点新产品、国

家火炬计划高新技术企业等奖项，累

计申请专利1200余项，参与10余项国
家标准的制定及修订工作。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澳柯玛在变

频技术、深冷速冻、超低温、恒温、环

保节能、智能化、绿色无氟、MEP保鲜
技术、物联网技术、新能源技术的研

发和应用等十几项领域持续保持国

际领先水平。在2012年度轻工业科学
技术进步奖评选活动中，澳柯玛股份

有限公司的“远程推动式物联网络智

能系统在冰箱上的应用”等5项科技
成果荣获一等奖。

管理求变是国企发展之本

除了在技术上不断创新外，澳柯

玛还在管理方面不断变革。基于坚持

市场导向、以延伸价值链为目的的全

新运营模式，作为大型国有企业，澳

柯玛适时引入了VCT战略，即价值链
团队战略。从而有效避免了企业发展

脱离消费者、脱离市场的情况发生，

从生产到销售到研发都能够紧密地

与市场挂钩，能够有针对性地研发符

合市场主流趋势以及能够真正满足

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早在1997年，澳柯玛就已经通过
了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随后
便在企业内部建立和运行QEHS体
系，全面搭建企业的生态文明建设。

积极研发、引进成熟的节能技术和先

进生产设备，全面降低传统工艺和设

备在生产过程中造成的能源浪费，并

获得国家环保总局颁发的“中国首届

保护臭氧贡献奖”金奖。

另据了解，澳柯玛通过内部有偿

使用的方式，分别搭建了物流平台和

售后平台，有效降低了仓储、运输及

维修费等费用。

业内人士评价说，澳柯玛17年保
持全国销量第一，绝不是偶然的，就

如同其研发的太阳能冰柜一样，澳柯

玛的智能技术和经营策略是值得大

家研究和分享的。

澳柯玛冷冻金牌十七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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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国资】

重庆国资包揽西南证券 5亿增发股

新乡国资委加强国企党风廉政建设

湖北召开省出资企业座谈会

柳州国资委加强国企人才队伍建设

宜昌国资委实施工作目标考核责任制

湖南国资委领导开展“支帮促”调研

北京 44家国企进行工资改革试点

上海大型国企总部基本完成软件正版化

上海国企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宿迁今年将引进 210亿央企项目

通州将进一步优化国企产业布局结构

兖煤今年煤炭销量料跌 5%

广东国资委与中山签订合作协议

广西投资集团强化安全环保

海南国资委加大服务省属企业力度

青岛国资委完善纪检机制促党员廉洁

海南国资委积极实施骨干企业五年培育行动计划

【央企·国企】

“三桶油”去年共盈利 2425亿

中海运获巴西 2016年奥运采购单

国家电网与俄电力企业合作

神华自制防尘装置降低设备故障率

中国五矿发行 25亿元海外债券

宝钢与中船工业签订废钢供应协议

中能建完成印度一电站 1号炉汽包吊装

中国建筑中标佛山中盈国贸中心项目

中石化去年实现净利 635亿元

华电转让伊泰呼准铁路 5%股权

中国水电前两月新签合同额达 191亿

华电十里泉电厂首台扩建机组获得核准

中国铝业与俄罗斯铝业签署谅解备忘录

中集集团净利同比下降近五成

【政策】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草案)已报国务院

银监会警示九大行业风险

工信部：政府应容忍适度产能过剩

抓好以治理 PM2.5为重点大气污染防治

成品油价格每 10日调整一次

上交所发布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4月 1日起新建住宅实施光纤到户

新疆四大电源项目获发改委批复

10个新型煤化工项目获路条

南沙新区建设未来投资将超 1.5万亿

【行业观察】

天然气价格 4月或大幅上涨

IPO撤材料增速放缓

中俄签署重大天然气供给协议

今年中央财政预算节能环保支出逾 90亿

今年全国将淘汰煤矿数量 1256处

IPO开闸或提前至四到五月

去年多个固体矿产储量增长超 50%

去年我国油气探明储量大幅增加

库存高企 3月中旬钢厂小幅减产

前两月工业利润同比增 17.2%

我国首个种业基金成立首期规模 15亿

【科技创新】

北斗系统专业应用领域达先进水平

中国突破航空发动机材料挤压技术

中交一航局掌握海上超大沉箱施工技术

中国西电研制成容量最大单相自耦变压器

矿冶总院涂料级高岭土煅烧技术通过验收

东方电气 5.5兆瓦大功率海上风机启运

新兴际华控制 PM2.5滤料制备法获专利

中冶攻克扭曲异形构件制作难题

中冶恩菲发布地下矿无人驾驶电机车运输技术

新兴铸管批量生产 HRB500高强螺纹钢

鞍钢批量生产耐蚀合金和纯钛宽厚板

【专家视角】

需对现有国企进行重组改造

建议从第三套房开征房产税

蒋洁敏执掌国资委多项改革难题待解

需对垄断国企重组改造

谭伟东：中国铁路必须国营

楼继伟：政府应“帮穷不帮懒”

新一轮国企改革要把握原则性问题

央企负责人业绩考核新规解读

国企改革切忌休克疗法

国企靠一个人做判断的时代过去了

【责任央企】

港中旅深化旅游院校青年教师培训

中广核防城港核电站开展助学活动

南方电网完成云南盈江震后电网重建

西北油田大力援疆保民生促发展

中国石油部署 2013年扶贫工作

【企业家风采】

刘振亚和国家电网

李长印与中船重工

张杰与中国恒天

唐登杰与兵装集团

李绍德与中国海运

中铁十七局集团一公司邯黄项

目项目经理闵召龙日前获称“2012年
度全国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

闵召龙自 1997 年从事项目管理
工作以来，先后承建了重庆丰都项

目、徐州项目、猴子石滑坡治理工程、

京沪高铁、邯黄铁路等工程项目的施

工。其中猴子石滑坡治理项目荣获中

铁建股份公司优质工程奖、京沪高速

铁路天津特大桥 DK87+855—DK90+
874墩身工程被评为优质样板工程。
闵召龙个人被评为“全国优秀项目经

理”、中华全国总工会“火车头”奖章

等荣誉。

2006年 5月，闵召龙被公司任命
为三峡二期地质灾害续建工程猴子

石滑坡治理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 。为

确保质量安全有序可控，在项目上场

之初，闵召龙组织项目技术人员认真

研究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制订了文明

施工方案和“质量零缺陷，安全零事

故”的质量安全管理目标，以安全生

产为龙头，狠抓现场施工人员安全培

训，确保安全质量无忧，以规范的管

理得到业主和监理单位的一致好评。

2008年 1月京沪高速铁路开工，

闵召龙出任项目经理，针对任务重、

工期紧的特点，闵召龙带领项目一班

人克服了主材的涨价、工程材料短

缺、气候恶劣等诸多施工难题，严格

按照业主下达的阶段目标和总体施

工计划要求，认真履行承诺，严密组

织，科学施工。在原铁道部组织的质

量信誉评价中，取得了满分的优异成

绩；2009年 3月获得由京沪一标段授
予的“青年文明号”、“青年突击队”暨

“农民工工人先锋号”。为京沪高速铁

路的建设顺利进行做出了贡献。

2010年 9月，他带领路桥三公司
架子队及其他年轻队伍转向邯黄项

目，闵召龙重视架子队管理模式，着

力培养了架子队最为缺乏的能带会

干的工班长、电工、安全员一类的骨

干人才，努力把架子队组建起来，充

实起来，壮大起来，为公司架子队管

理做出了典范。

在项目管理上实行分工负责制，

把工作层层分解，责任到人，切实增

强责任心，调动积极性，在广大干部

职工中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的思想，全面开展建设文明施工

安全标准化工地的工作。三个梁场顺

利通过国家许可证审查；全线架梁施

工无安全事故发生。

规范管理 确保质量安全有序可控
郭应子傅玉厚 刘松

本报记者鲁扬

3月29日凌晨6时左右，西藏拉
萨墨竹工卡县扎西岗乡斯布村普朗

沟泽日山发生山体滑坡。接到灾害

事故报告后，蒋洁敏、张毅、黄淑和

等国资委领导第一时间分别作出批

示，要求相关企业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全力组织参与救援工作。国资委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派出工作组紧

急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并协调有关

中央企业给予协助。

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国家电

网、中国移动、中航集团等企业按照

国资委领导同志的批示要求，积极

提供救援物资和救援队伍，全力为

救灾工作提供油料、电力供应、交通

通信支持。

灾害发生后，中国石化西藏石

油分公司领导高度重视，按照西藏

自治区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和要

求，第一时间赶赴海拔4600米的塌
方现场指挥救援。成立了以总经理、

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应急指挥小组，

周密部署、加强联系；调整距离塌方

地点较近的墨竹工卡加油站、达孜

加油站营业时间，确保救援车辆及

时加油，节约宝贵时间；加强商品配

送，确保加油站油品和食品供应，做

抗灾抢险的坚强后盾；紧急调动2台
油罐车，注满0#和-20#柴油开赴塌
方现场，为抢险车辆保供加油。

本报记者 丁国明李文新

中国石化西藏石油分公司全力做好甲玛矿区山体自然塌方抢险救援油品保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