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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力于转型发展的开滦集团

看来，转型发展并不是淘汰煤、抛弃

煤，而是“立足煤、延伸煤、跳出煤”。

开滦集团董事长张文学这样说：“开

滦要多条腿走路，既要升级优化传统

产业，又要培育发掘新兴产业。”

尽管去年以来国内煤炭下游企

业低位运行，给开滦集团转型发展带

来较大压力和挑战。可仔细审视不难

发现，开滦集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

展脉络，处处闪烁着战略决策者的智

慧光芒。

“10、9、8、7、6……”
2012年10月19日早8时，开滦集团

铁拓公司机货车间厂房内，随着在场

人员的倒计时欢呼，8名参加矿用救
生舱106小时载人试验的工作人员安
全走出舱体。由铁拓公司参与研发生

产的矿用救生舱载人试验，在这一刻

宣告成功！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河北省首台

由煤炭企业参与研发生产的矿用救

生舱，它的试验成功，不仅仅为将来

全面推广、使用以及改进救生舱提供

重要的数据支撑，还彰显了开滦集团

在依靠内生式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

前瞻智慧和技术价值。

2012年，开滦集团调整优化发展
战略，确定了以能源化工产业、现代

服务业为主业，以高端装备制造、新

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为培育发展

重点的“两主一新”产业格局，谋划了

打造行业航空母舰的实施方案。

有专家指出，在我国，新兴产业

是朝阳产业，具有强大生命力，是依

靠技术的突破创新带动企业发展的

产业，市场前景广阔。

而国内，一系列相关政策像孵化

器，催生着新兴产业的发展。

2012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十二
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为加快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

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

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创造政策环境。

3个月后，河北省委省政府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改革的意

见》，提出要打造新兴产业十大“行业

巨人”。

在利好政策的指引下，开滦集团

加快发展新兴产业，仅装备制造产

业，就由原来的以修理、加工为主，转

向以研发、制造为主，形成煤矿、煤化

工、冶金、节能环保装备4个板块。
2012年，刚刚进入二季度，装备制

造产业在市场开拓方面就迎来了一个

美好的春天：开滦集团与承德市人民

政府在承德市签订深化合作框架协

议，双方决定在已有合作基础上，重点

发展装备制造业等三大产业。

而在此之前，铁拓公司凭借过硬

的产品质量、合理的价格及优质的服

务，在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赢

得了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104
组ZY4000/10/23液压支架制造合同。

市场的拓展固然为新兴产业的

发展带来更为广阔的空间，可是，一

个产业能否在市场竞争中长久地保

持优势，取决于其科技进步的速度与

自主创新的能力。

2012年，开滦集团围绕新能源、新
材料产业的发展，积极依托博士后工

作站、开滦煤化工研发中心等机构，

着力搭建技术研发创新平台，并与北

京化工大学联合成立工程塑料改性

研究中心，建成全国首批省级醇醚燃

料应用技术检测中心。

在此期间，开滦煤化工研发中心

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巨人计划”首批

创新创业团队称号，确立了煤化工研

发中心在省内行业研发领域的主导

地位。

2012年，开滦集团完成“2-甲基
萘选择性烷基化催化剂开发与性能

优化”、“高性能环己烯水合催化剂开

发与应用”项目。这两项成果经省科

技厅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河北省“区域特色产业共性技术

开发与示范”科技专项“煤化工废水

分级处理及零排放技术研究与示范

应用”项目成果经鉴定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焦化废水的回用系统和回用方

法”、“粗笨加氢精制加热升温系统”

等5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获
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

通过积极参与《甲醇单位产品能

耗限额》、《车用甲醇汽油添加剂》煤

制甲醇等国家标准的编制工作，进一

步提升了企业行业话语权。

开滦集团总工程师杨忠东表

示，积极引进先进适用的新技术、

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倾力推进

科技攻关，支撑了开滦集团产业结

构调整，增强了企业转型发展的后

劲。

一系列政策举措的出台、技术研

发项目的启动，目的只有一个：引导

新兴产业逐步向掌握核心技术、打造

拳头产品和品牌产品、提高市场竞争

力等方面突破。

如今，燃烧着开滦集团自行研制

的M15、M30甲醇汽油的示范车已经
驰骋在唐山、天津、北京等地。

聚甲醛改性项目完成了聚甲醛

增强和阻燃改性技术的开发及产品

性能测试，初步开发出了6种改性产
品。

而2012年，开滦集团新能源、新材
料和电子信息产业重点在建项目也

在有条不紊推进：

聚甲醛项目主体工程设备及管

道安装已经完成；

己二酸项目由设计转入全面开

工建设阶段，土建主体工程完工；

百万吨甲醇燃料示范项目一期

工程正有序推进，新型甲醇燃料在全

省的推广工作已取得初步进展；

30 万吨/年蒽油精制工程节能专
项报告通过来自河北省节能监察监

测中心等单位的专家评审；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规划通过专

家评审，矿山物联网项目获省政府国

资委批准；

矿井扩播通信系统通过国家技

术鉴定，成为全省安全避险“六大系

统”建设推介产品……

人们相信，不久的将来，开滦集

团新兴产业将以其独特的优势为企

业加快转型发展带来新的经济增长

点，为开滦集团打造行业航空母舰增

添更多的生机与活力。

小荷才露尖尖角
开滦集团发展新兴产业一瞥

孙璐 李晓辉

《中国企业报》：证监会原主席郭

树清在出席“财经年会 2013：预测与战

略”论坛时曾经表示，政府部门不应该

拥有那么多以企业形态存在的资产，

并建议划拨 30%到 50%的国有资产到

社保基金。您觉得这个主意如何？

赵晓：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

需要弄清楚三个问题：一是我国的社

保基金缺口有多大？二是社保基金缺

口应该如何补？三是国有资产有没有

能力来充实社保基金？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正大踏步走

进老龄社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
结果显示，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13.26%，比 2000 年人口普查时上升
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
占 8.87%，比 2000年人口普查时上升
1.91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标准，一个
国家的 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
10%以上或 65 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
7%以上时，就标志着这个国家或地区
正式进入老龄社会。依此标准，我国在

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社会，且未来老
龄化程度有急剧提升的态势。另据预

测，我国老龄人口的比例将以年均

3.4%的速度增长，到 2020年老年人口
将达 2.48亿，到 2040年我国 60岁以
上的老龄人口总数达到 4亿，这意味
着不到 4个人中就有 1个老人。
《中国企业报》：这么多老人的养

老保障怎么办？

赵晓：现实情况是，虽然 2011年
末我国社保资金全国总核算仍结余 1.9
万亿元，但在很多地方都存在社保资

金缺口逐步增大和个人养老账户空转

的问题。截至 2010年末，社保个人账
户空账约 1.76万亿元。考虑到未来社
会保障范围的进一步扩展、人均养老

金的必然提升(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养老
金替代率目前低于 40%，居全球倒数
第二，远低于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

最低标准公约》中建议的 55%标准)，加
上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有关

研究报告预测至 2025 年中国或有多
达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的社保资金缺

口。一句话，我国的社会保障资金特别

是养老金虽无近忧但有远愁，而且远

愁的“远”顶多也就是 10到 15年后的
事情。总之，社保基金缺口恐怕会是未

来政府财政的最大风险。

未雨绸缪，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充

分准备。充实社保资金的途径无非有

三条：一是提高个人或企业的缴费比

例；二是增加财政投入；三是用国有企

业资金弥补。

《中国企业报》：第一条至少有困

难。

赵晓：先看第一条，居民收入占

GDP比重持续下降所导致的“国富民
穷”现象早已被大家质疑，进一步提高

个人缴费比例显然不现实。而现在企

业给职工缴纳的各种保险加上住房公

积金，基本上已经占到了职工工资的

50%，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世界经济
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如果继续提高

企业的社保缴费比例，恐怕企业只能

关门了事。抑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不

说，如果还影响了劳动就业，那可真是

“赔了夫人又折兵”。

再看第二条，在行政运行支出和

社会公共服务支出刚性的当前条件

下，给社保基金增加财政投入的可能

途径就是增税或者提高财政赤字。可

是，2011年我国小口径的宏观税负(税
收收入占 GDP比重) 已经超过 19.0%，
2012 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更是上升到
24.2%；而大口径宏观税负 (包括税收、
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土地出让金收入

和其他制度外收入 )2011 年为 33%左
右，今年则很可能已经超过 35%，已经
远超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已经接

近身为世界最发达国家的美国。近年

来，公众对我国税负持续走高一直质

疑声不断，“结构性减税”如果到头来成

了“明减实增”，恐怕我们也难以向公众

交代。而赤字终究是要还的，连年赤字

也不可能啊。

《中国企业报》：如此看来，以国有

资产来充实社保基金可能是剩下的唯

一办法了？

赵晓：理论上讲，国有企业就是全

体国民的，也就是你我人人有份，从大

家所有的企业中提钱给大家养老，我

想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2007年 9
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试行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的意见》文件中也规定，国有

企业的税后红利需按一定的比例上缴

国家，而且上缴的收益中可以部分用

于社会保障支出。

《中国企业报》：实际执行的情况

又是怎么样呢？

赵晓：根据财政部公布的《关于

2012 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说
明》统计，已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编制范围的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为

338144.5亿元，2011年实现利润总额
14943.9亿元，实现净利润 11115亿元，
2012 年预计收取中央企业税后利润
823亿元。2012年央企预计上缴给国
家的红利仅占其净利润的 7.4%，而这
一比例欧美国家为 42%—65%、新西兰
70%、挪威 20%—53%。无论如何看，这
一红利上缴比例实在是太低了。

再看红利上缴后的支出情况就发

现更有意思了。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
经营收入 765.02亿元，支出 769.54亿
元，其中调入公众财政预算用于社会

保障的资金仅 40亿元，占全部上缴红

利的 5.2%，占央企全部净利润的比例
则不到万分之五。2012年汇总中央和
地方预算安排，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支

出总额约为 1277亿元，其中用到社会
保障等民生方面的部分为 50亿元，占
比 3.9%。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比例如
此之低，只能用“可怜”来形容。

《中国企业报》：那其他的资金都用

到哪里了呢？

赵晓：其他资金主要用于了国有

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央企业灾后

恢复生产重建、中央企业重大技术创

新和节能减排、中央企业改革重组补

助支出或用于其他中央企业的亏损弥

补。也就是说，从央企手中收上来的钱

又变了一个方法还给了他们，“左兜出

右兜进”，其实“肉还在锅里”，上缴上来

的国有企业红利跟国有企业的所有

者———国民大众好像还真没有太大关

系。

看清楚了这点，我们就能发现，用

国有企业红利或国有企业资本来充实

社会保障基金确实可以大有作为。可

以从以下几个步骤去尝试：第一，先提

高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中用于社保

支出的比例，目前的万分之五比例实

在是说不过去的；第二，逐步提高现有

5%—15%的央企红利上缴比例，参照
国外的标准，逐步提高到 30%左右应
该是可行的；第三，根据今后各年社保

基金缺口的大小，逐步减持国有股份

的数量，对国有企业，特别是非战略性

领域的国有企业进行资本化，把民间

资本引入国有经济领域，资本化后获

得的资金用于补充社保基金。这样既

给社保资金添了保障，同时还有利于

打破垄断，激发中国经济的内生活力。

由此看来，以国有资产来充实社

会保障基金是可行的，也是应该的，确

实是个好主意。

以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
是个好主意
本报记者 王敏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

【开滦集团走在转型大发展路上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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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要闻】

中国将继续对各国投资者开放

杜渊泉出席资产经营业绩考核培训班

中粮集团发 45亿元超短期融资券

国资委召开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蒋洁敏会见阿尔卡特朗讯集团 CEO

国资委要求央企申报 2012年国资收益

邵宁肯定宝钢董事会试点工作

7家央企将先行预交国有资本收益

国资委召开离退休老干部座谈会

中国南车、中国北车营收近千亿

【地方国资】

一季度海南监管企业项目建设开门红

安徽国资委积极构建国资监管格局

广东监管企业 1—2月经营平稳增长

济南国资委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遵义市开展国企工资内外收入督察

31省区财政透明度报告发布

北京国企将首次招聘残障人士

长春天然气涨价后多地跟进

成都去年国企资产 11324.69亿

广东“十二五”基建投资提速

【央企·国企】

中哈签署原油管道扩建原则协议

中投已停止购买欧洲国家债券

魏家福：中国远洋可安度危机

国家电网玉树联网工程铁塔组立完成

中国石化与新疆共推煤制气项目

新兴际华与墨西哥石油公司合作

中国建材签订土耳其水泥余热发电项目

中能建完成北京高井项目燃机吊装

中石油拟扩建中哈原油管道

南航深化与新西兰合作

【政策】

IPO在审企业首批抽查选定 30家

北京二套房贷首付比例提高至 70%

空气能能效标准有望上半年出台

多晶硅反倾销初裁再度推迟

营改增扩容企业减负超千亿

今年 19个行业将淘汰落后产能

国开行 16日招标四期定存浮息债

2013年棉花临时收储预案发布

【行业观察】

新机制下成品油价首调或搁浅

专家预测一季度 GDP同比增 8%

造船业仍然身处寒冬

3月 CPI涨幅回落至 2.1%

两桶油上调工业用气价格

2013年钢企仍面临行业性亏损

中国实有企业逾 1374万户

3月份我国钢材库存量增 22.9%

电企用煤多进口

金价暴跌投资者追跌“抄底”

近八成煤企年报业绩滑坡

3月基金管理资产规模减少 887.75亿

【轻松一刻】

中国人离不开“吃”

踏青和踏浪

你打错了

有背景的大爷

【科技创新】

神华神宁一项目获国家发明专利

大唐阳城发电公司六项目获国家专利

中移动手机钱包本月推出

中国建筑一科技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石化多分量地震处理技术实现突破

中冶华天一项发明专利获国家授权

北车突破一项装备制造关键技术

中轻铸造机器人亮相中国金属冶金展

【专家视角】

李荣融：国企改革不能走回头路

林毅夫：不应该再给国企补贴

高纪凡：光伏靠企业家做起来

国五条针对流通环节加税思路不对

打压中国国企难救西方经济

以利率市场化破除国企特权

憧憬国企分红不如完善回馈制度

仅 20%中小企业从中央政策中获益

【责任央企】

浙江 700余师生走进秦山核电基地

中海油帮扶云南贫困县获外交部赞誉

中国黄金 1500万支援西藏救灾

中国电子五十五所首发社会责任报告

【企业家风采】

王昌顺与中国航空

徐强与中国航信

包克辛与中储粮

崔殿国与中国北车

市场的拓展

固然为新兴产业

的发展带来更为

广阔的空间，可

是，一个产业能

否在市场竞争中

长久地保持优

势，取决于其科

技进步的速度与

自主创新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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