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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生曹向东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组

织撰写的《十八大报告国有企业学习

读本》，把十八大报告的精神实质与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具体实

践紧密结合，这是国企改革与发展理

论建设的一件大事。

本书编写时，对国企十年思路是

怎样梳理的，形成什么样的逻辑体

系？有什么创新追求？为此《中国企业

报》采访了本书编写组组长、中国企

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

填补国企理论研究的空白

《中国企业报》：《十八大报告国

有企业学习读本》出来后，有企业负

责人认为这是一个国企理论体系，做

了一件大好事。对党的代表大会政治

报告用国企眼光来解读，这是没有人

做过的事。请你介绍一下，是在什么

样的背景下编写这本书的？

李锦：党的十八大是党的历史上

一次重要会议，与 3600万国有企业
队伍有什么关系，怎么把十八大精神

与国企结合好，这是国企理论界思考

的一个大问题。在十八大报告一发

表，我就连续三天几乎是彻夜不眠地

细读，然后用了十多个版面进行解

读。当时国资委即将成立十周年，也

有个从理论上总结概括这十年国企

工作的问题，这两件事碰到一起了。

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有几十种，多有

普遍指导意义，而对国企直接涉及的

内容则很少，撰写一本为国企系统党

员与领导干部的理论书籍，便成了现

实需要，也是国企理论研究界一个有

待填补的空白。

十八大一结束，我们便向国资委

有关部门汇报沟通，并经研究会同

意，迅速组织高校研究专家和中国企

业研究院学者组成编著小组，开始有

个研究提纲，后来修改达十次以上。

《中国企业报》：十八大报告内容

丰富深刻，而国企改革与发展的十年

又异常复杂，把两者结合起来有很大

难度。

李锦：关键是找到一个基点，这

就是紧扣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十年来

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与

方针；一个灵魂，这就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与制度；形成

一个特色，这就是“突出经济、突出国

企、突出实际”的指导思想。在编写时

重点围绕国有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改革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

两大主题，侧重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与

发展问题的对策研究，尽可能提出今

后五年解决问题的思路。

《中国企业报》：我们读后感觉本

书的规律性、思想性、权威性很强，融

资料性、知识性、智慧性于一体。你能

介绍一下关于本书撰写的主要依据

是什么？

李锦：我们是注重专业、权威、引

领价值的。这个权威不在于我们的研

究，而在于我们依托了两个体系，一

个是十八大报告自身构成一个理论

体系，一个是国资委历年来的文件，

构成一个国企理论政策体系。当我

们看到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十二

五”发展规划纲要》和其它十多份文

件时，有如获至宝的感觉。这些文件

是国资委理论政策的智慧结晶，是

国资国企系统干部们近十年尤其是

近三年艰苦探索的智慧结晶，倾注

着国企干部的心血。这些文件在规

律的归纳上功力很深，我们非常尊

重既有的探索成果。我们近几个月

做的事，实际是学习理解这两个理

论政策体系，然后把两个体系对接

起来、融合起来，重点做理解与结合

的工作，最后表达出来。这样做有个

好处，把十八大报告与国资委的相

关文件结合起来研读，加深了对十八

大精神的理解，同时也使得我们对国

资国企相关文件的理解，得到升华与

深入。这样一做，会有利于国有企业

党员与领导干部统一思想，提高理论

素养，引领将来的国企改革与发展工

作。

最难做的
是逻辑体系的构建

《中国企业报》：打开书的目录一

看，语句对仗，脉络清晰，有很强的逻

辑关系，有一种内在冲击力，很有力

度。有的企业领导评价是“一书在握，

全局了然”，你们是怎样构筑这种逻

辑体系的？

李锦：十八大还未召开时我们便

找来十三大至十七大报告解读研究，

形成一个研究提纲。后来发现五次代

表大会报告结构相近，尤其是十七大

与十八报告相近处甚多，也就是说共

性太多。我们写的是国企读本，而十

八大报告有约 28000字，直接关于国
企的论述内容不超过 200个字，大概
是百分之一，我们则要写出 30 多万
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对

十八大报告重点阐述什么？哪些可以

少阐述，需要善于判断，需要一定的

洞察力。我们越写，感到压力越大，感

到责任越大。

最终形成的逻辑体系，主要从四

个方面进行建构：一是把党的十八大

报告的逻辑体系作为本书的框架，则

是有详有略；二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体系的道路、制度、理论与国企要

联系好，讲得清；三是厘清国有企业

十年来改革与发展的脉络和体系；四

是对“做强做优、培育世界一流”的思

想，从逻辑体系上理顺讲清。能够一

目了然，脉络清晰。

十八大报告的前三个部分，我们

抓住旗帜、理论体系、道路、制度与小

康社会目标五个角度，在联系上进行

阐释，明确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方

向、道路和任务；

接着我们把解读重点放在专门

讲经济的第四部分上。我们书中用了

18万字来阐述，从改革与发展两方面
来解读。从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

国资管理体制、董事会治理、基本经

济制度论述国企的改革内容；从转变

发展方式、管理提升、实体经济、创新

战略、结构调整与国际化六个角度回

答国企的发展问题；

后面是报告的五至十二部分，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

设的重大部署，分别明确国有企业在

这几大建设问题上的职责。最后从精

神状态上收尾。

写作组力求本书的内容全面而

系统，除对国防、外交两节碍于篇幅

而未作解读外，对十八大报告绝大部

分都联系国企改革与发展实践进行

解读，使得这个学习读本构成了一个

完整的理论政策体系。

当然，这个读本是智慧的结晶。

对国资管理体制的理论梳理，副组长

徐旭红就提出很好的意见，希望本章

能完整地体现出国资改革近十年的

变化，以其中的董事会治理等小节正

是体现国企改革的制度创新点，有实

践意义。

《中国企业报》：这本书规律性很

强，每个问题都有一个完整的框架，

对将来各级企业起草报告的人很有

帮助。

李锦：我们在写作时，注意好谋篇

节局，每节内容都是一个认识体系的

组合。具体写作时抓住两个点，即忠

实党的十八大报告原意，每篇文章的

起点在十八大报告；又回答了国企改

革与发展的重要问题，每篇文章的落

脚点在解决国企问题的对策上，对于

每个重大问题，都用五至八点来解

答，使其在规律上完善起来。要让人

家听明白，首先自己要想明白。

《中国企业报》：书中多次提到关

于国企的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请问，

这个制度自信对未来国企的发展有

何影响？

李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内

容庞大，我们特别注重制度问题，这

在十八大报告中也是一个新东西。社

会主义制度是由一系列制度体系组

成的，而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制度

和国有企业改革制度是经济制度的

主体部分。国有企业党员干部学习理

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入手，从近十年国

资监管的制度建立与完善的实践入

手。只有充分理解了，弄懂了，从而为

进一步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打下

坚实的基础。

后来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引起王

勇同志的重视，他对我讲这个问题抓

得准，抓得好。

集合国企理论
与政策研究的智慧

《中国企业报》：有人说你们这本

书与多数十八大辅导读本与众不同

之处就在于紧密联系实际，你们恪守

的原则是什么？

李锦：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求实、

务实、落实，对实际工作者有用。其

实，十八大一结束我们便组织专家赶

写，仅 20多天便拿出了初稿。后来一
看，并不理想，因为教授们写的多是

共通的东西，语言也相似。于是，我进

行一遍一遍的修改，几乎每章的第四

五节都重新改写。后来国资委有关部

门提供许多文件，一个字一个字抠过

去，用了几十个小时重新梳理对策部

分，使得国企实践特色鲜明起来，觉

得这本书才能拿得出手。

科学发展观这一部分的第四、五

节，便是解读“做强、做优、培育世界

一流企业”这个思想体系的。使这个

思想体系有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使科

学发展观在国企的践行中有了实际

的依据。

例如，十八大报告中在结尾时讲

了必须增强忧患、创新、宗旨、使命四

个意识，也就是几个核心词汇，这是

对全党普遍号召的，如何体现落实在

国有企业身上，没有什么地方作过解

释，我们就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理解进

行阐述，写了一万多字，这完全是我

们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语言，也算是

我们对国企的智慧奉献吧。

《中国企业报》：这是一个理论工

程，按说应该有一批人用一年甚至更

长的时间，而你们仅仅用两三个月便

完成了，实是一个理论奇迹。

李锦：看起来是两三个月，而党

的十八大报告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国

资委的一系列文件集中国企系统的

智慧，我们只是在较短时间内做理

解、归纳、结合与阐述的事。

在编写期间，国资委研究局局长

彭华岗，宣传局局长卢卫东与中国企

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都

听取了编写组的汇报，对提高本书

质量与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国企

专家周放生还抽出时间审阅书稿，

提出修改意见。参与这本书编写的

包心鉴等一批学者是有影响的理论

权威，包括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意

见参与，无疑为这本书增色不少。应

该说，这个理论读本是集体智慧，是

一次理论的集成创新过程。

《中国企业报》：有人认为这本书

拥有很厚的知识积淀，是部“功夫

书”，是多学科的结合，也具有很强的

政策研究特点。

李锦：这本书的写作功夫有些是

现在下的，有些是大半辈子的积累。

内容写的是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立

论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这点很重

要。再结合经济管理理论，依托的是

思想与政策的研究，运用的是哲学与

逻辑方法。因此从学术思想上也是一

次集成创新。例如第十六章政治建设

这部分，完全是按政治学分类的方法

来写的。我是山东省政治学研究会副

会长，而不研究政治学的人可能便是

另一个写法。这本理论读物着眼于国

企党员领导干部，但对国企的政策研

究、经济管理、思想教育、新闻宣传、

党务与理论教学工作都可能有所启

发。

《中国企业报》：这本书，为什么

是学习读本，没有称为“辅导读

本”？

李锦：这是研究会做的事，但是具

体写作还是我们这帮人，由于水平和

其他方面的限制，只能是学习体会。

我们也不能让自己负载太重，有关领

导也是这么要求的。

国企理论智慧的集成

国企改革与发展的十年总结是一个大题目，需要在理论上

总结，从高角度、深层次、大范围、新眼光来认识。由中国改革与

发展研究会编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八大报告国有企业学

习读本》，是这种探索的体现。作者借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契

机，本着“突出经济，突出国企，突出实际”的指导思想，围绕国

有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两大

主题，对近十年国企成就和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今后五年

的应对之策。这本书具有注重实践性、把握规律性、强化逻辑

性、突出对策性、追求创新性的特征，不愧为一部国企理论力

作。

注重实践性。这本书的前言、后记鲜明地表述写作时恪守

的宗旨，就是做好两个结合的文章。一个是十八大文件与国资

委文件的上下结合，一个是理论与实际结合。通过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内涵和与国企联系上进行阐释和解读，使读者从理

论视野、历史背景、时代要求与发展目标上，对国资国企改革与

发展有一个更为全面更为宽广更为深刻的认识。同时，把国有

企业的各项工作纳入到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活动中认识，使国

有企业的工作得到政治上、理论上的提升，有利于国企系统党

员干部增强完成“国资监管上新水平，国企发展上新台阶”两新

任务的自觉性。

把握规律性。我们看这一段理论分析：从党的十六大以来

的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有两场伟大

的实践。一场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这场改

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一场是围绕“做强做优中央

企业、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深入实践

“一五三”发展战略，这场实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和中华民

族竞争力的极快增强作出了贡献。这两场改革，一场主要是属

于生产关系领域的变革，一场主要是属于生产力领域的变革，

交替进行，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这里，围绕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体制的一系列改革为“一五三”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条件，

具有积极推动作用；而“一五三”发展战略的实施向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体制的改革提出了要求与任务，具有基本的决定作用。

这种规律性分析气势磅礴、认识深刻，使人不得不佩服写作者

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素养。

全书以十八大精神的一个大系统，统帅国企工作的多个子

系统，相互联系，相互映衬。书中对“做强做优、培育世界一流”

的体系分析尤其具有规律特征。

强化逻辑性。使人叫绝的是作者对纲目的设计，读者翻开

目录，能一目了然，脉络清晰，语言对仗整齐而有旋律感，是理

论书籍中少见的。全书把党的十八大报告的逻辑体系作为本书

的框架，分为四个篇章，即“道路篇”、“改革篇”、“发展篇”和“建

设篇”。有主有次，有详有略，有序而述，不枝不蔓，娓娓道来，首

尾呼应，俨然一篇大文章。使人读起来感觉特别清晰，非常明

白，特别顺畅，有种“一书在手，国企全在胸中”的感觉。

突出对策性。本书每篇文章的起点在十八大报告，落脚点

在解决国企问题的对策上。从内容上看，书中的“改革篇”，包括

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市场资源的配置以及国有

资产的监管体制、董事会治理问题等。都有解决问题的对策，每

个问题都有五至八条，这本身亦构成一个对策体系。

追求创新性。在解读时，对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认识，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走新

路”、“走正路”的理解，对于中国进入大企业群起时代的阐述，

对于国有企业的政治建设的内容划分，对于新闻宣传工作公共

关系功能的分析，对于国有企业党员干部精神状态四个意识的

分析等内容，符合十八大精神实质，同时做到紧密结合变革中

的实践进行创新性的思考，很多分析是独家的。这就使得这个

学习读本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国企特色、实践特色和创新特色。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众多的十八大报告辅导材料中，这

本书将以理论与实践的成功结合，逻辑体系的严密与对策研究

的到位，成为十八大报告辅导材料中的上乘之作，也是一本国

企研究领域上乘之作。

读了这本书，给人一种猜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理论

是什么？这本书显然是夯实了一个基础工程，拉起一个框架，自

然是一项有开创意义的工程。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国企改革与发展
理论的基础工程———访《十八大报告国有企业学习读本》编写组组长李锦

———评《十八大报告国有企业学习读本》

这本理论读物着眼

于国企党员领导干部，但

对国企的政策研究、经济

管理、思想教育、新闻宣

传、党务与理论教学工作

都可能有所启发。

在编写时重点围绕

国有企业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这两大主题，

侧重对国有企业的改革

与发展问题的对策研究，

尽可能提出今后五年解

决问题的思路。

“

李锦

谭云明

李锦，《中国企业报》总编

辑、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

员，新华社原高级记者。

从 1978 年起参与国企的

研究与报道，曾参加“双星市场

经济道路”、“胜利油田资本经

营”、“拉萨啤酒厂股份制”与“中

国建材央企市营”等重大国企典

型的调查与总结。所写调查得

到 38位政治局委员批示。理论

作品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山

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等。出版《马克思主义的新发

现》、《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等

17部著作。现兼任清华大学、中

央财经大学、山东大学等七所大

学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简介

《十八大报告国有

企业学习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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