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9月底，中国石化宁夏石
油分公司（下简称宁夏石油）“国杞

天香”枸杞产品销售额突破1亿元。
中国石化是一家上下游、内外

贸、产销一体化的特大型石油石化

企业集团，在 2013年《财富》世界
500强企业排行榜中位列第4位，居
中国企业之首。为何一颗小小的枸

杞会引起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关
注呢？

宁夏石油总经理王志坤对《中国

企业报》记者介绍说，自2009年12月

份宁夏石油分公司成立以来，在加快

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一直在思考

如何主动融入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实现企业和地方合作共赢。

一个偶然的机会，宁夏石油总

经理王志坤到中宁县调研加油站网

络发展事宜，了解到中宁县是世界

枸杞原产地，而枸杞又是宁夏“五

宝”之首，但由于缺乏龙头企业的带

动而导致盲目种植，经常出现“价格

高—种枸杞树—价格下降—砍枸杞

树”的恶性循环。当地群众对枸杞既

爱又恨，守着“红宝”却只能解决温

饱。 （下转G03版）

中证中央企业综合指数（2013年10月22日—10月28日）

10月21日，国务院国资委纪委书记强卫东就中国铁建

8.37亿元业务招待费一事进行通报。中国铁建57人被通报批

评、8人被党纪政纪处分、1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之后，网络上

对国企、央企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这些年，出现了一个不太好的现象，就是只要某一个国

企、某一个央企出现了负面新闻，那么必然是城门失火，殃

及池鱼，所有的国企、央企就成了众矢之的。一些网友关心

的不再是具体负面事件的内容和查处，而是一竿子打翻一

船人，动不动就将之上升到国企体制和存废的问题。

固然某些国企、央企在经营管理体制上可能有这样那

样的缺点或者漏洞，网友作为国有资产名义上的所有者对

其“爱之深、恨之切”，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某一个具体

事件和某一个企业的问题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同类企业。不

论是正面还是负面事件，它的发生和企业是国企还是民企

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就像我们不能因为某一家民营企业拖

欠了工人工资，就进而否定所有民营企业一样。也不能因为

中铁建的业务招待费事件就开始否定国企、央企存在的意

义和价值。

中铁建业务招待费的问题暴露出了中铁建企业经营管

理过程中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必须深刻反思，严肃查处。尤

其是在中央企业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纠正“四

风”问题的时候，爆出这样的问题，是更值得所有中央企业

警醒和反思的。

此外，一些网友是否也应该反思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心

理学和传播学上有一个“刻板印象”理论，讲的是个人受社

会影响而对某些人或事持稳定不变的看法。这种做法习惯

于先入为主，不管具体事件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主要凭借

以往自身的印象把所有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归为某一类

自己较为熟悉的群体进行判断和评价。这种做法的好处在

于简化了认识过程，省却了不少精力，坏处则在于过度的类

型化概括忽视了个体的差异和作用，容易犯非黑即白的错

误。

在标签化思维的影响下，任何一家央企负面新闻的出

现，都可能被一些网友把它和所有央企画上等号。不得不承

认，当前一些央企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天价酒”事件、“天价

灯”事件……让一些网友宁可相信这样的个案就是国有企

业、中央企业体制的“集体病”，而不再追问具体事件的原

委。只要一看到这样的负面新闻，就把它记作是央企的一项

新的“罪证”。

殊不知，标签化思维除了能供一些人一时宣泄之外，对

于问题的解决、制度的改进并无多少助益。事实上，“标签

化”思维可以说是一种思想的懒惰才产生的结果。在网络时

代，相当多的人习惯于快速浏览、简单判断，甚至只要看到

一个相关的词语在新闻中出现，头脑中立马就闪现出各种

结论，具体事实原委到底如何，根本不去看。

这也让一些习惯性否定国有企业、中央企业的网友有

了可乘之机。只要一有关于国有企业、中央企业的负面新闻

出现，那肯定就是国企、央企体制和制度本身的问题，借着

一个负面新闻事件开始对整个国企、央企的体制大肆抨击，

大有一股不将之批倒批臭誓不罢休之势。

事实上，系统观察一些个案就可以发现，多数有关国

企、央企的负面新闻，个别违法乱纪的个人才是真正应该被

追责的主角。而个别人违法乱纪是不论国企、央企还是民

企、外企都无法完全避免的事情。很少见因为一个负面个案

就开始否定整个外企、民企的例子，而因一个负面个案就开

始否定国企、央企的现象在网络上却有不断增加之势，这让

国企、央企实在是承受了莫大的冤枉。

当然，这不是说国企、央企的制度建设无改进之处。中

铁建业务招待费出了问题，该追责的追责，该移交司法机关

移交司法机关，国企、央企都应该把这当做制度改进的一次

切入点，真正把权力关进牢笼里。不应将一个企业的个别负

面事件和所有国企、央企挂上钩，这是思维上的懒惰，也是

对企业和人民的不负责。

观察

不宜将中铁建招待费
事件标签化

孟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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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加快完善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
本报记者 万斯琴

数据显示，今年前 愿 个月，地方
国资委监管企业 怨员怨愿 家，累计实现
利润总额 源员苑源援怨 亿元，同比下降
圆援怨豫；净利润 猿员源远 亿元，同比下降
圆援远豫；其中利润总额同比下降的省份
有 员缘个。

近日，在南昌举行的全国国有资

产监管政策法规暨指导监督工作座

谈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分析了地方监

管企业效益下滑原因。

首先是外需不足，内需预期不

稳定，导致钢铁、煤炭等行业产能

过剩，多陷于增产不增收、增收不

增利的经营困境；其次在全国经

济下行压力较大背景下，企业投

资规模上不去，经济效益出现下

滑。与此同时，一些企业处于产

业链中低端，产品技术含量和附

加值较低，应对市场变化能力较

弱也是重要原因。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

座谈会上说，“应当不断深化立法工

作，努力完善国资监管法规体系。”黄

淑和表示，国有企业自身的改革调整

已经进入“深水区”，建立健全现代企

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国

有资本运营效率，亟须从政策法律层

面需求新的突破。

据国务院国资委相关部门统计

显示，全国省级国资委监管的 906户
出资企业中，建立总法律顾问制度的

有 478户，占比为 53豫。省属国有重
点企业设立总法律顾问制度仍具有

较大的推进空间。

针对省属国有重点企业法制工

作的进一步开展，黄淑和要求，

“今后三年 （2014—2016 年），将在
全国省属国有重点企业中，加快完

善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推动监管

企业全面设立总法律顾问，总法律

顾问专职率和法律顾问持证上岗率

均要达到 70豫以上。”

国研中心：国资职能可重新界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交研究报告，国资改革内容占据1/4

截至今年9月底，“国杞天香”系列产品销售额突破1亿元，已吸纳超过5万人就业

中国石化：“国杞天香”产业扶贫反哺地方农业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经过深入研究和讨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初步提出简称为“383方案”的改革设想，即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

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新一轮改革的基本思路和行动方案。其中改革的八个重点领域第2条和第6条为涉及国资改革的表述，核心表述为：以重新界定

职能、国有资产资本化为重点，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据报道，此份报告仅是供三中全会参考的众多报告之一。

本报记者 丁国明任腾飞

形成国家资产负债表

建立和完善出资人制度和职业

经理人制度。根据不同类别基金经营

目标的要求，采取相应的出资方式，

如社保类基金主要采取分散投资方

式，其他类别基金可采取参股、控股

以至独资等方式。采取公开招聘、竞

争上岗、有进有出等方式，形成具备

国际水准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国资委

依据已定的经营目标和考核机制，

对各类基金进行监督管理，并任免

其负责人。国资委日常工作对国务

院负责，定期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

并接受质询和监督。从中长期看，应

形成包括国有资本和财政资金在内

的统一的国家资产负债表，财政盈

余可充实国有资本，国有资本也可

以弥补财政赤字。

建立一批

国有资本运营基金

按照不同职能建立一批国有资本

运营基金。参照新加坡淡马锡资产管

理公司模式，与上述国有资产职能分

类相对应，通过划拨现有国有企业股

权，建立一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基金。

根据不同职能的特性，分别制定各类

基金的出资方式、经营目标和考核机

制。社会保障类基金在控制风险的前

提下实现保值增值。非盈利性公共服

务类基金通常会存在政策性亏损，应

在成本控制、服务标准等方面提出要

求。对促进战略性产业稳定、竞争和

创新类基金，应提出在相关领域可考

核的稳定供给、促进竞争和创新等政

策性目标和相应的经营业绩指标。国

家安全类基金应服务于已定的国防建

设目标，并完成相应的经营业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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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效监管自然垄断环节

以打破垄断、促进竞争、重塑

监管为重点，加快基础产业领域

改革。基础产业的垄断弊端，已对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产生了日益明

显的负面影响。大力度推进基础

行业改革刻不容缓。改革的重点

是放宽准入，形成竞争性市场结

构，同时在自然垄断环节形成有

效监管。

降低

政府对金融机构持股比例

深化金融机构产权结构和治

理结构改革。大幅降低各级政府

对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通过金

股等国际通行的股权形式和有效

监管，体现国家对金融机构的控

制力。在城市商业银行等区域性

金融机构经营状况总体稳定的情

况下，及早推进并购重组和股权

多元化，以控制和化解风险隐患。

6

7

铁路运营探索

“网运分离”“区域竞争”

在原铁道部改革、初步实现

政企分开的基础上，选择一批发

展潜力较大、业务边界清晰、适合

于成立干线公司的项目，率先引

入外部投资或者直接上市融资，

同时进行其他市场化的融资试

点，保障铁路建设投资稳定增长。

借鉴国际上“网运分离”“区域竞

争”“干线公司+平行线竞争”等运
营模式，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适

合国情的铁路运营模式。铁路监

管部门应制定并实施通路权开放

等相关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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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组建若干家

油气管网公司

建立国内与国际市场连通、具有

重要定价影响力、以中国原油为标准

产品的石油现货和期货交易市场。放

开对进口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的限

制。政府有关部门不再直接规定成品

油价格，改为在石油价格出现较大幅

度波动时采取临时性干预措施。放宽

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市场准入，

完善矿权出让和转让制度，将页岩油

等非常规油气资源作为独立矿种，纳

入矿权管理，加速相关资源的勘探开

发。将石油天然气管网业务从上中下

游一体化经营的油气企业中分离出

来，组建若干家油气管网公司，并建

立对油气管网的政府监管制度。

上网电价由双边合同确定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实行大用户直

购电，建立实时竞争发电市场，开展“竞价

上网”，形成以双边合同市场为主、实时竞

争市场为辅的竞争性电力市场。推进电价

形成机制改革，上网电价由发电市场竞争

或发电企业与大用户双边合同确定；输配

电价实行政府管制，形成直接反映电网企

业效率的独立输配电价；居民和中小工商

业销售电价仍实行政府指导价。率先实现

输配业务的财务分开，在开展试点的基础

上逐步实现输配完全分开。

再次重组电信企业

加快业务相互开放，实质性推进三

网融合。实现电信、互联网、广电主体

业务相互开放和相互进入。整合分散的

监管职能，建立统一监管体系。再次重

组电信企业，形成多家竞争实力相当的

电信运营商，以利于有效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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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

可发挥特殊优势

报告总结，近些年来，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一定

进展，但仍存在定位不清、经营效率

低下、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与其他经

济体比较，我国数量庞大的国有资

产可以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特

殊优势。深化改革需要进一步明确

国有资产职能定位、推进国有资产

资本化、改进运营模式和治理方式，

以实现国家能力提升和社会利益最

大化目标。

国有资产

具有四项基本职能

按照提供广义公共产品、提升国

家能力、促进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要

求，明确国有资产具有以下四项基本

职能。第一类是社会保障职能，重点

是为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减贫、社

会救助等方面的社会保障职能提供

支持。第二类是提供非盈利性公共服

务职能，主要涉及基础设施、基础产

业中的普遍服务部分。第三类是促进

战略性产业稳定、竞争和创新的职

能，主要涉及能源、交通、通信、金融

等领域。第四类是保障国家安全的职

能，主要涉及国防领域。

为国有资产

资本化创造条件

完成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为

国有资产资本化创造条件。对尚未实

行改制的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

业和集团公司，尽快实施规范的公司

化改造。具备条件的，可实行股权结

构多元化，或做出上市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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