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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因年

龄原因，魏家福同志不再担任中远集

团董事长、党组书记职务。”截至《中

国企业报》记者发稿，在中国远洋运

输（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中远集

团”）官网首页极其显眼的位置，发布

的中远集团领导班子调整的公告浏

览次数已达5040次。
由此，为魏家福近年来被“换帅”

的传闻，正式画上了句号。

7天后，《财富》世界500强发布，
中远名列第401位，第7次入选。中远
仍在大企业潮流中继续航行，只是换

了掌舵人……

掌门中远15年

中远集团领导班子调整的公告

和中远集团原董事长魏家福拜会希

腊总统帕普利斯的新闻前后发布。

魏家福终于解脱了。作为中国航

运业中的领军人物，魏家福在航运业

从业了40多年，掌门中远15年，续写了
一个又一个“神话”。但是，中远连续三

年深陷亏损泥潭，将这位多年来一直

意气风发的“老船长”拉下了神坛。

由于中远深陷亏损，一时间，市

场上所有不满的情绪都集中到了集

团董事长魏家福一个人的身上。自

2010年以来，中远经历了其发展历程
上最为艰难的时光。

自从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远洋频

频受人诟病，作为掌舵人的魏家福自

然也无法轻松起来。在今年的博鳌论

坛期间，面对媒体对公司业绩的连续

提问，魏家福虽然一再强调公司价值

的无可替代性，但是与前两年相比，

底气已明显不足。

但业界对于魏家福的卸任有着

诸多的猜测。7月4日，一位不愿具名
的国资专家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事实上，我认为魏家福的卸任有两

个原因：一方面确实是年龄原因；另

一方面或许就是国务院国资委推行

EVA考核后，考核不达标。”
而对于刚上任的“新船长”马泽

华，不仅系上了扭亏为盈的沉重包

袱，同时也系上了中远集团全系统和

股民的颇多期待。对马泽华的看好也

充分体现在资本市场上，*ST远洋在6
月28日走出五连阴之后于7月2日收
红，微涨1.33%，报收于3.05元。

事实上，马泽华接任15天来，已进
入角色，并已积极投入到扭亏战中。

“中远集团各项工作正在按计划

积极推进中。天道酬勤，相信在集团

上下的共同努力下会完成预期目

标。”中远集团董事长秘书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希望媒体也充分理

解，等过渡期之后或许会通过集团相

关部门对外发布集团工作情况。”

连续三年巨亏

业绩的持续不佳，令中远集团最

重要的上市平台中国远洋岌岌可危。

这家集合了中远集团近90%业务的上
市公司，这两年来日子一直不好过。

据公开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远
洋亏损75.41亿元；2011年，创纪录地亏
损了104.48亿元；2012年，又再度亏损
95.59亿元。三次亏损过后，中国远洋当
之无愧地成了央企“亏损冠军”。

业内普遍认为，面对如此巨大的

亏损额度，加之今年的航运业环境依

旧不容乐观，中远集团的翻身仗很难

打成。所以，为了避免在2013年尴尬
退市，中国远洋必须走“断臂求生”这

条路，想方设法地在接下来的200多
天里扭转亏损状态，这已经成为其眼

前最大而且最为艰巨的任务。

事已至此，通过出售资产改善财

报就成为眼下唯一可解燃眉之急的

选择。据悉，今年3月初，中国远洋已
将中远物流出售了给大股东中远集

团，获得了19.6亿元的交易收益；事隔
两个月后，中国远洋控股的子公司中

远太平洋出售21.8%的中集集团股权
给大股东，使中远太平洋实现一次性

税前转让收益29.1亿元。
对此，有专家指出，毕竟船大掉

头难，单纯依靠出售公司资产来避免

退市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无法真正拯

救中国远洋。中远需要找到更全面、

更长远的自救措施，以此来引领中远

未来发展的新战略。

又见收缩战略

在整体航运行

业环境仍未趋好以

及巨额亏损的重压之

下，中远这艘负重前

行的大船将如何从亏

损泥淖中走出来，并最

终驶向何方，对刚接棒

的马泽华来说，是个不

小的考验。

事实上，命运之轮又再

次的降临于中远集团。对于中

远集团目前的困境，让人不禁联

想到1998年中远集团的困境。当
时，中远在任何人眼里看来都是个

“烂摊子”，虽然涉足航运各个领

域的发展战略，但是全年却只有

5.18亿元的利润，甚至主营的航
运业务也亏损得一塌糊涂。

在魏家福最初接手的时

候，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也正

处于低谷期，中远集团虽

然有600多艘船的强大运
力，但是由于市场不景

气，运价低迷、货源不

充足，银行的负债率更

是压得中远喘不过气

来，一直在用贷款买船

的中远，资金链随时都有

断裂的危险。但是，性格刚

烈的魏家福并没有被困难

吓退，反而知难而上。

为了让随时都有可能“倒下”的

企业生存下来，魏家福刚一上任，就

立刻决定收缩投资战线，并在国有企

业的市场化运作机制以及在管理上

实现市场化和国际化等方面做了大

胆探索，提出了调整非主业产业、巩

固核心竞争力以及提高企业的经营

管理水平三个战略。正是这三把“板

斧”，调动了各方积极性，使得中远集

团业务快速增长，在困境中生存了下

来，并在后来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魏家福的时代已过去。接下来，

就看马泽华如何做了。

在今年中远的一次内部会议上，

马泽华就已经提出，2013年的航运业

形势整体上会比2012年稍显乐观，但
是由于全球经济仍会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内维持缓慢增长速度，所以，

航运需求并不会出现强劲增长的势

头，中远还要做好应对市场持续低迷

的充足准备，继续攻克难关。

今年4月，中远公布了2013年的
扭亏战略，其中涉及集装箱运力的重

新分配、干散货船舶的瘦身计划、燃

油成本的控制以及出售中远物流等

详细方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遏制亏

损，中远放弃了原本计划全盘上市的

打算，战略性地出售旗下的中远物流，

这已然成为公司扭亏的关键步骤。

本报记者张晨璐

蒋洁敏调研东北五企业

7月4日至6日，国务院国资委主
任蒋洁敏赴吉林和黑龙江，对一汽集

团、哈电集团、中国一重、大庆油田和

沃尔沃大庆工厂进行了调研。期间，

蒋洁敏在哈尔滨会见了黑龙江省省

长陆昊等领导同志，在长春会见了吉

林省省委书记王儒林、省长巴音朝鲁

等领导同志。

蒋洁敏说，黑龙江是重要的老工

业基地，对俄合作的桥头堡和重要通

道，中央企业要在黑龙江加快发展壮

大，加快走出去步伐，为提高我国工

业整体水平、扩大对外开放作出更大

的贡献。

蒋洁敏说，国资委下一步的工作

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基本

经济制度，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

经济；二是坚持和完善经营性国有资

产集中统一监管，落实国有资产保值

增值责任；三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企

业改革，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控

制力、影响力。希望在这三个方面与

吉林省委省政府加大合作力度，共同

推动国有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4日上午，蒋洁敏考察了一汽集
团红旗生产车间、一汽技术中心，并

听取了一汽集团的汇报。他表示，此

次调研是落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的部署，听取企业对国资委的意见

建议。他指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是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一汽班

子要把自己摆进去，为企业的发展夯

实思想基础。 （下转G02版）

魏家福告别中远15天
本报记者 赵玲玲 万斯琴

封面人物

观察

央企考核路径揭示
渐进式改革思路
赵玲玲

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央企2012年整体利润总和同比

增长2.5％，上缴税收增长10.3％。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

300多家，净资产收益率11.2％，比整体上市公司8.5％的

水平高出2.7个百分点。比Ａ股主板和中小板平均水平

7.6％高出3.6个百分点。

对此，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务监督与考

核评价局副局长廖家生日前表示：“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的

业绩比目前Ａ股整体上市公司的业绩要好，但是这个业绩

并不令我们满意，央企效益下滑最根本还是自身的问题。”

央企效益下滑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要改变这

一现状是与央企考核制度分不开的。近10年来，深入推进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产监管水平不断提高的一

个重要标志就是实行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制度。国资委根据

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来确定优先考虑的问题，然后设置

考核的内容。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探索实际上也让国有企业

的改革思路日渐清晰。

2003年年底，国务院国资委颁布了《中央企业负责人

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结束了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的没

有严格考核、没有依据、个别情况进行分配以及干部管理

制度化的状态，标志着国有企业从此进入到要对国有资产

负责，依据国有资产经营好坏来进行分配的时代。

这套考核办法的建立是国资委综合多方面的考虑，通

过多个目标的设置，来促使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

以及国企改革步伐的逐步稳健推进。

首先，央企考核基于国有经济的定位来设计的。国有

经济具有企业的普遍特性。追求较好的经济效益是国企考

核的出发点，也是向全国人民必须交出的答卷。

第二，出于国有资产的特殊功能。国有企业作为一个

重要的经济体，与国家的发展战略联系密切，在科学发

展、安全发展与绿色发展方面具有导向性的作用，这是国

有企业的基本使命与特殊使命，也是国企考核的一个重要

考量因素。

第三，是因为考虑到国有企业的发展需要。从2009年

开始，国资委对中央企业实施了经济增加值的考核，即

EVA，解决了企业的投入产出问题，在资本约束的基础上，

企业不再只盯着经济损益表的情况，而是更多地关注资产

负债与经济领域的社会和谐问题，进而实现各利益群体的

互利共赢，和谐发展，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进步。

第四，则是要鼓励企业承担国家的战略性任务。由于

国有资产的特殊功能首先是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能源安

全、国防安全、食品安全等，这一切都涉及了国计民生。

所以，在考核企业的过程中，必须把企业的经济责任、政

治责任与社会责任有机统一起来，为人民谋福祉。

第五，是要求国有企业要向国际上最先进的企业看

齐，所以考核也要和国际上先进的企业对标。

10年来，国资委根据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来解决问

题，在整体设计的基础之上分步实施，为国有企业的改革

一次次注入了强心剂。

第一个阶段，解决整体效率不高、实现企业的健康发

展的问题是实施考核办法的关键。

第二阶段，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是实施考核办

法的重点。这一时期，国资委在继续保持对企业要求净资

产收益率等基本指标有一个较快增长的同时，把一些影响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也纳入到了考核的内容中来。

2008—2010年是考核的第三阶段。国资委要求央企在

关注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好地关注资本的使用效率。

从2011年开始，进入到考核的第四阶段。价值管理

模式的引入，对于中央企业来说，在战略选择、战略规

划、经营决策、兼并收购、资产处置、业绩考核和薪酬激

励等广泛领域，引起一系列的颠覆式变革。 2010年起，

已实行3年的中央企业战略 （全面预算）管理模式，过渡

到以经济增加值 （EVA） 考核为标志的价值管理新阶段。

截至2012年，整个央企EVA达到3748亿元，相当于每年

100%的增长，为老百姓谋得了真金白银的福利。

中证中央企业综合指数（2013年7月9日—7月15日）

7月10日，国资委召开第二次中
央企业领导人员集体廉洁谈话会，国

资委党委书记、副主任张毅代表国资

委党委与2010年10月以来国资委任
用的150余名中央企业领导人员进行
集体廉洁谈话。

张毅在讲话中指出，对中央企业

领导人员进行集体廉洁谈话，是国资

委党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

重要措施 , 也是国资委和中央企业系
统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项重

要内容，目的是让大家在领导岗位

上，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从严要求自

己，绷紧廉洁从业这根弦，不辜负组

织和职工群众的信任与重托，为企业

改革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张毅结合中央企业实际和企业

领导人员的工作实践，提醒企业领

导人员时刻保持廉洁从业的高度自

觉，以实际行动做廉洁从业的表率。

一是要修身养德，提高拒腐防变能

力。二是要学习法纪知识，掌握廉

洁从业各项规定。三是要从严要求自

己，管好亲属和身边的人。要严格自

律，加强自我规范、自我约束、自我监

督，努力做到慎始、慎微、慎独、慎终；

要管好亲属和身边的人，防止为情所

累、为情所伤、为情所误。四是要正确

对待权力，主动接受监督。要树立正

确的权力观，主动把自己置于制度的

约束之下，自觉接受监督，掌好权、用

好权，履行好中央企业的经济责任、

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

张毅：管好身边人 防止为情累
国资委对近三年来任用的中央企业领导人员进行集体廉洁谈话

本报记者 陈欣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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