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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继今年前三个月出现国有企业利

润中央地方增减“两重天”之后，前四

个月数据再次延续“一正一负”两极分

化态势。

财政部 圆圆日数据显示，员至 源月，
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缘猿远圆援源 亿
元，同比增长 员圆援愿豫。地方国有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 员缘圆愿援怨亿元，同比下降 员源援苑豫。

如何看待国有企业利润中央地方

延续增减“两重天”？

财政部财科所国有资本研究中心

主任文宗瑜说：“增减‘两重天’主要是

由于央企与地方国企构成不同，三桶

油、三个电信和两个电网等利润稳定，

盈利能力较强，在央企总占比较大，有

稳定央企利润作用。”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

说，中央和地方企业所处的产业的地

位不同。中央企业大多处于产业的前

端，对市场波动更为敏感，反应更快，

应对措施更早，相比之下地方国企处

于产业的末端，调整应对相对滞后。

“央企转型升级明显比地方企业

要快，国资委去年上半年开始开展管

理提升活动，目前盈利较好的央企通

过加强管理有效止住了‘出血点’。”李

锦说。

另外，“地方国企主要为钢铁、石

化、有色等重化工行业，属于产能过

剩，需要重点调节的行业，在调结构的

情况下暴露出弱势。”李锦说。

文宗瑜说：“事实上央企中也有亏

损的企业。亏损的中央与地方企业都

面临产能过剩、附加值低、企业管理水

平低下等问题。”

此外，中央和地方国企成本高企

也是利润下降的原因之一。财政部数

据显示，员至 源月中央企业累计发生营
业总成本同比增长 愿援愿豫；地方国有企
业同比增长 员猿援源豫，地方国企成本增速
快于央企 源援远个百分点，这是造成其利
润增长悬殊的另一原因。

“整体上中央企业利润保持了稳

增长的势头，中央对于中央国有企业

的调结构、保增长中采取的一系列措

施初显成效，而部分地方国企调结构

步伐较慢。”李锦说。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

院教授胡怡建表示：“数据总体反映了

当前中国经济疲软，当前国企利润波

动大于同期经济波动，主要是因为经

济下滑也挤掉了此前房地产和资本市

场的泡沫，呈现加速下降的态势。”

财政部数据显示，员至 源月，实现
利润同比增幅较大的行业为电力行

业、电子行业等。实现利润同比降幅较

大的行业为交通行业、有色行业、煤炭

行业、化工行业、建材行业等。

“各行业表现不一与调结构有直

接关系。”李锦表示，增长较快的行业

大部分是新兴产业属于政策支持加快

发展的行业。

“亏损比较严重的行业都是产能

过剩的行业，例如钢铁、煤炭等。这些

传统的基础产业，与经济大势密切相

关，经济放缓，基础性需求也就减少

了。”文宗瑜说。

地方国企如何突围利润增长困

境？李锦认为，地方国企不应受制于地

方财政增长需求，应有“壮士断腕”的

决心，充分认识形势，把当前经济调整

与长远目标结合起来，采取主动有效

的措施，停止高消耗和不利于长远发

展的项目。

文宗瑜认为，应该加快淘汰落后

产能，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管理水

平，降低企业成本。“生产一吨钢铁赚

的钱还不如卖一部手机，企业转型升

级迫在眉睫。”

专家认为，关键要让产业升级的

力量来自于内在的动力，要利用当地

企业发展的特色，否则同质化竞争将

影响企业发展。

国资委主任蒋洁敏近期表示，已

成立“保增长”工作小组，提出今年中

央企业利润增长要达到 员园豫以上。

国企利润缘何再现增减“两重天”？
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韩洁 何宗渝

今年前四个月，出现了国有企业利润增减“两重

天”现象。对于这一现象，有两种议论。一种认为央企

增长主要是垄断所致，一种认为主要是央企管理提升

的成果。孰是孰非，有必要讨论一下。

财政部 5 月 22 日的数据显示，1 至 4 月，中央企

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5362.4 亿元，同比增长 12.8%。

地方国有企业 1528.9 亿元，同比下降 14.7%。

此消息一出，当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同样的经

济背景下，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利润一个

在升，一个在降。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增减“两重

天”的现象呢？对此，业界出现了管理增效论与垄断增

效论两种观点。

管理增效论的代表李锦认为，中央和地方企业所

处的产业地位不同。中央企业大多处于产业的前端，

对市场波动更为敏感，反应更快，应对措施更早，相比

之下地方国企处于产业的末端，调整应对相对滞后。

央企转型升级明显比地方企业要快，国资委去年上半

年开始开展管理提升活动，目前盈利较好的央企通过

加强管理有效止住了‘出血点’。另外，地方国企主要

为钢铁、石化、有色等重化工行业，由于产能过剩，在

调结构的情况下暴露出弱势。调整成本很高 ,保持业绩

的稳定增长，困难要更大些。

垄断增效论的代表谭浩俊认为，央企的实际盈利

能力并不强，之所以能够盈利，完全是由于其对社会

资源的高度控制，过度占领产业利润的制高点。尤其

央企在前两年向地方快速的扩张过程中，享受到很多

的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正处于爆发期，在某种程

度上带动了中央企业利润的增长。

我们认为，对中央和地方企业所处产业的地位不

同的见解是客观的。央企之所以能够在经济环境困窘

的情况下保持利润的增长，除了与占比较大的油、电

以及电信等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强、业绩稳定等因素

息息相关外，其自身的努力也是不可忽略的。而地方

国企更多的在重工、化工和市场竞争性的行业，困难

自然要大些。

显然，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企业转型

升级的力量来自于内在的动力，也应当重视内在的努

力。如果一味地埋怨外部环境，忽略内部因素，是不好

的事。

当前，重视企业内部管理提升的因素是必要的。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持续 30 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开始

进入到紧缩时期。央企的利润也整体出现了大幅度下

滑，业绩预减和亏损的企业比例增多。

面对如此“寒冬”，央企及时地调整产业结构，采

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通过管理提升找出了风

险点，止住了出血点，保持了生产经营的平稳运行，促

进了利润的大幅增长。而地方国企的主要经营领域都

集中在传统的基础产业，一旦经济放缓，基础性的需

求也就随之降低，亏损就成了必然。那么，到底如何突

破利润增长困境，加快转型升级，这就要看地方企业

自身的内部管理能力了。

谭浩俊认为，在地方大量的优惠政策给央企后，

为了增长财政收入，地方政府不得不又加大了对地方

企业的税收征缴力度，多数企业上缴的税收已经超过

了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 ,甚至寅吃卯粮、收过头税的现

象也大量存在。在资金原本就很缺乏、融资成本又很

高的情况下 ,再为了应付税收征缴 ,甚至不得不依靠银

行贷款缴税。

此外，地方国有企业还承担着重要的“保稳定”责

任 ,在明知企业没有能力让职工全部在岗的情况下 ,还

要保证开工率，最终 ,就只能以牺牲效益为代价了。这

种情况下，地方企业与中央企业形成利润两重天的现

象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分析，自然是有道理的。谭浩俊

认为在税收征缴力度和“保稳定”的责任，在央企也同

样存在，甚至有过之。

今年，面对着并不乐观的外部环境，央企承担着

“保增长”的重大经济责任与政治责任。为了我国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国资委要求央企必须发挥好“稳增长”

的中坚力量和骨干作用。增加值增长要达到 8%以上，

利润增长要达到 10%以上。央企充分认识到自身管理

的效果，把市场需求与自身优势结合起来，把减亏的

短期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全

力保持利润增长。

我们看事要说两句话。一方面央企拥有雄厚的资

本、较好的市场占有率、竞争力强，这是其利润增长的

重要因素。一方面央企采取了全面强化精细化管理，

甩掉各种低效无效资产，发挥自身优势，培育新的效

益增长点，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做好内部资源的重组

整合和优化配置，大力推进转型升级等一系列有效措

施，我们不能忽视央企利润增长是其自身管理提升的

效果。

综上所述，对于央企与地方企业出现的利润增减

“两重天”现象，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央企要珍

惜央企管理提升的成果，继续坚持有效管理，这点不

能动摇。地方国有企业应该充分认清形势，从自身实

际出发，看清自身存在的问题，找出解决的办法，也要

重视管理提升，尽快地突围利润增长困境。

要珍惜央企
管理提升的成果

赵玲玲

（上接G01版）

清产核资，推动国有产权透明管

理和交易，强化审计监督，加强境外

国有资产监管；确定企业主业，让企

业不再“不务正业”；建立企业财务预

决算制度、实施财务动态监测和分析

预警、加强企业风险防范体系建设，

出资人监管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的

深度融合。

截至圆园员员年底，中央企业共上交
国有资本收益圆猿园愿亿元，各省区市履
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上交国有资本

收益累计源远愿亿元，国有资产不再处
于“无人关心、无人负责、无人受益”

的状态……

既要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也不

囿于条框、墨守成规，各级国资委积

极创新监管办法，不断提升监管的有

效性。

合肥市供水集团党委书记方振

现在最在意的不是企业收入多少、盈

利几何，而是群众满意度。这源于合

肥市国资委成立后对企业考核办法

的创新：将燃气、供水、公交、热电源家
企业考核指标确定为公共服务行业

行风评议排名和费用率。

“这就逼得我们在设法降低费用

率的同时，还要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虽然这对企业来说压力很大，但考核

的针对性非常强，真正体现了我们企

业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方振说。

“国有企业是国资委的‘根’，为

企业服务是国资委的职责所在，服务

不到位是失职。”天津市国资委主任

李福明说，天津市国资委着力为企业

搭建供需对接平台，优化产业链和供

应链，已累计组织苑园多次企业对接活
动，对接范围从市管企业扩展到中央

企业、外省市企业和境外企业。

“圆园员园年我们开始组织天津国企
携手‘走出去’活动，足迹遍及五大

洲，极大增强了企业的开放意识，累

计达成合作意向猿园园多个，投资及贸
易总额超过圆员园亿元。”李福明说。

十年履机乘变
改革助推快速发展

圆园园园年，有西方舆论预言：如果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部竞争将

加速中国国有企业的消亡。

在当时，这话可能不完全是捕风

捉影。三年改革脱困，一大批扭亏无望

的国有企业被迫关闭，剩余企业被切

断“皇粮”推入市场；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意味着更大规模的外资涌入；民营

企业快速成长，加剧了市场竞争。

“国家药品计划调拨业务取消，

天津和沈阳两个调拨站濒临破产；国

营医药公司下放地方和改制，流通业

务所剩无几；医药市场混乱，外资虎

视眈眈……”回忆起国药集团当年的

情形，总经理佘鲁林记忆犹新。

剥离附属企业和非药品资产，通

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引入民营资本

成立国药控股有限公司，探索发展医

药工业，重组中央、地方和民营医药

企业，打入国际市场……毅然投身市

场，使国药集团焕然一新，在国内医

药市场的份额从圆园园圆年的员豫稳步提
升至目前的近圆园豫。
履机乘变，顺势而为———改革的

春风，吹开了国有企业的万紫千红！

圆园园圆年，重庆公路科学研究所脱
离交通部，改制进入招商局集团，当

时这家老牌科研院所营业收入、资产

总额、年利润还只有圆援圆苑亿元、源援猿怨亿
元和园援员远亿元；但在圆园员圆年，这三项经
营指标分别达到 圆源援圆远亿元、缘缘援员猿亿
元和圆援苑圆亿元。
“改制后市场的压力带来创新的

动力，技术的优势帮助我们赢得了市

场，从而成就了我们今天良好的发展

局面。”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

有限公司常务副院长刘伟说。

十年来，国有企业始终坚持市场

化的改革方向，不断探索公有制的多

种实现形式，不断深化企业内部改

革、转换经营机制，真正成为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市场经济主

体。

从圆园园猿年到圆园员员年，中央企业的
改制面由猿园援源豫提高到苑圆援猿豫；中央企
业控股国内外猿苑猿家上市公司，资产
总额的缘源豫、营业收入的远园豫、利润的
愿猿援缘豫都在上市公司。

许多企业还在改制过程中积极

引入民间资本、境外资本，促进了投

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如中海油猿源家
二级、三级企业基本都是混合所有制

企业，国有股权占比在源园豫—远缘豫之
间。

国有企业要“活”下去，体制机制

必须“活”起来。对此，新兴际华集团

董事长刘明忠深有体会。

这家圆园员圆年新科世界缘园园强企业
总部员工只有远愿人，但怨位集团班子
成员中的 圆人、员猿名中层干部中的 员员
人、缘怨名中层及以下管理人员中的缘缘
人来自社会公开招聘。

“我们的员工有愿愿援源远豫来自校园
招聘和社会招聘，有苑苑援苑愿豫的部门负
责人通过公开招聘聘任到岗；‘十一

五’期间，有 缘圆名三级以上企业负责
人因业绩突出得到提拔，但也有员缘人
被降职、苑人被免职。”刘明忠说，人
“活”了体制机制才能“活”，国有企业

才不会僵化生“锈”。

国有企业要发展，科学合理的决

策机制是前提。

圆园园缘年员园月，时任国务院国资委
主任李荣融向宝钢集团缘位外部董事
郑重颁发聘书，揭开了国有独资公司

治理结构改革的新篇章。

截至目前，已有缘园多家中央企业
建立了规范董事会，部分地方国有企

业也从这种制度尝试中获益匪浅。东

方电气董事长王计说，规范董事会很

好地解决了国有企业“一把手”说了

算、内部人控制和科学决策、风险防

范这四个老问题。

“决策在董事会、执行在经理层，

财务、薪酬等有专门的委员会管理；

虽然我手里的权力小了，但最大限度

保证了我不犯错误、降低了企业经营

风险，我也就安心了。”王计说。

“我们通过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

革优化了国有企业的外部管理体系，

国有企业内部机制问题和历史遗留

的特定问题也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

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是必然的

结果。”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说，

经过这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探索出

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

国有企业的新路子。

十年倾情奉献
撑起经济社会脊梁

在黑龙江桦川县，肥沃的黑土地

带来富饶的产出，但土壤中碘元素缺

乏，给当地群众带来难以磨灭的伤

痛。

在被称为“傻子屯”的集贤村，至

今仍有员愿位克汀病患者，其中就包括
王忠臣的两个年过六旬的哥哥。“俩

哥哥脑子都不好使，别说干活，话都

说不清楚。好在我们下一代没傻子

了，我的孩子正在沈阳上大学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碘缺乏

病防治研究所所长刘守军说，目前我

国员怨万地方性克汀病人基本都是猿园
多年前就有的“老病号”。“食盐加碘

政策实施以来，新增病例极少出现，

而在这背后，中盐总公司功不可没。”

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回忆起远年前在雅鲁藏布江的科
考经历，考察队队长、中国电建党委书

记宴志勇仍觉历历在目。考察队猿园人，
在圆怨天时间里脚走肩扛行进近猿园园公
里，摸清了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圆缘园平
方公里无人区的地形地貌、水文地质、

资源环境等情况，更重要的是为国家

找到了总装机远怨远圆万千瓦的能源接续
基地。考察结束后，他们撰写的《雅鲁

藏布江下游水力资源考察报告》，装满

了远园多个大号旅行箱。
其中的辛酸困苦，也许只有考察

队员才真正体会到。“没有人要求我们

必须去，但为国家做点贡献的念想，支

撑我们走到了最后！”宴志勇说。

圆园员猿年源月圆园日，中国移动雅安
分公司网络优化中心技术员刘冬和

家人早早起床。这一天，是他大喜的

日子。但突如其来的地震改变了他的

计划———来不及取消宴席、更换礼

服，刘冬和同是“国企人”的未婚妻一

起直奔芦山地震灾区。“我们都知道

地震对通信意味着什么、需要我们做

什么。”

保电、保油、保通信、保交通，抢

险救人、运送物资、安置灾民、灾后重

建……在芦山地震灾区，哪里有需

要，哪里就有“国企”的身影。

防治非典，应对南方雨雪冰冻灾

害，抗击汶川、玉树地震灾害，利比亚

撤侨……国有企业用行动诠释了危

难时刻的责任担当！

圆园园远年起，国际粮价大幅上涨，
近源园个国家出现粮食短缺、员园多个国
家出现社会动荡；圆园园愿年下半年，国

际粮价又大幅下挫。但在此期间，中

国粮价保持平稳，成为全球粮食危机

的“安全岛”。这背后，中储粮、中粮等

国有企业坚决执行国家最低收购价、

跨省移库等调控政策，有效防止了

“谷贱伤农、米贵伤民”。

圆园园愿年，国际金融危机骤然来袭，
在严峻的经营形势下国有企业不仅

没有裁员，还千方百计吸纳就业，

圆园园怨年仅中央企业就招收应届毕业
生圆园多万人，同比增长苑豫……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

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说，正是由于

国有企业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在开展

重大项目时有了平台、在进行宏观调

控时有了抓手、在应对急事难事时有

了依托！

截至圆园员员年底，有圆员猿缘援员猿亿元国
有股权转让收入划归全国社保基金，

占全部社保基金财政性净拨入的

源猿援源豫。从圆园园猿年到圆园员员年，国有企业
累计上缴税金员苑援员万亿元，圆园员员年占
到全国税收总额的猿愿援源豫。
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体

现在做了多少好事、捐了多少钱，更

在于将社会责任的理念融入了企业

的日常经营活动，实现企业发展与社

会、环境的综合价值的最大化和可持

续发展。

鞍钢集团鲅鱼圈项目建立铁素

资源、能源、水资源和固体废弃物进

行循环和再利用系统，使水循环利用

率达到怨愿豫、固体废弃物和化工副产
品利用率达到员园园豫；
华电集团在乌江、金沙江水电开

发中，把水土保持和生态保护视为重

中之重；中电投在开发黄河上游水电

过程中，建设了两座土著鱼类增殖站，

对保护黄河上游珍稀野生土著鱼类和

生物多样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圆园员圆年底，员员缘家中央企业全部
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怨园余家中央企业
建立了社会责任委员会，缘园余家企业
制定了社会责任工作制度文件；中国

移动连续缘年入选道琼斯可持续发展
指数，中国移动、国家电网等社会责

任实践案例入选哈佛商学院等教材

案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社会责任

中心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报告（圆园员圆）》显示，在猿圆家社会责任
发展指数为卓越型和领先型的企业

中，国有企业占圆源家。“在履行社会责
任方面，国有企业明显走在了其他企

业的前面。”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企

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钟宏武说。

发展无止境，改革无穷期———

目前，国务院国资委正研究制定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提出下一

步改革的总体目标、基本路径、具体

措施。

“我们将牢记责任，拼搏进取，大

胆探索，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培育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为经

济社会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国

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说。

千里之任 行思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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