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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和国

有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重大创新，把

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交

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作为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这既对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已

有的深度融合进行了充分肯定，也为

下一步国企改革和民企发展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强大

的市场改革动力。

我担任董事长的中国建材集团

和中国医药集团的下属企业大都是

混合所有制企业。近几年，两家央企

积极探索“央企市营”的市场化改革，

以有限的国有资本吸纳、带动、激活

大量社会资本，促进了建材和医药行

业的转型升级，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

值增值，并与民营企业互相融合实现

了国民共赢，两家集团也成为探索和

发展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样本。

混合所有制
推动国民共赢

作为新时期指导中国经济社会

系列改革的行动纲领，《决定》对全面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

革作了系统的阐述，着力点十分突

出。《决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科学总结和深刻认识

怎么进一步坚持和促进公有制经济

和非公有制经济协调发展，建立一个

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两种

所有制互相融合。《决定》对公有制经

济的多种实现方式、国有资产管理体

制、授权国有资本经营体制、混合所

有制、员工持股、职业经理人制度、发

挥企业家作用、加强国有企业分类管

理、国有企业上缴红利和承担社会责

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随

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国有资本、集体

资本、非公有资本进一步交叉持股、

相互融合，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将成为推进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和

国有经济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工作。

《决定》强调坚持和完善基本经

济制度，明确回答了国有企业改革的

出发点和目标。首先，我们走的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

坚持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

主体，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

式，是我们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

任务，只有通过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

制经济的互相融合、共同发展，才能

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明

确“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

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

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

式”，这对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作

出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在国有企业

和非公有制企业交汇的区域，出现了

一种特定的混合所有制的公司形态，

这种形态对我们解决目前国企改革

的深层次问题提供了重要契机。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

场制度下国企改革发展的独特模式

和重大创新，成功解决了公有制与市

场经济结合的世界性难题。党的十五

大就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公有

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有

企业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机制层面

最深刻的变化就是混合所有制企业

日益增多，国有独资企业日益减少，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成为我国上市公

司群体中的重要力量。目前全国 90%
以上的国有企业、72%的中央企业完
成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中央企业资产

总额的 52%、营业收入的 60%、利润
的 83%来源于上市公司。在很多上市
公司中，国有资本虽然是第一大股

东，但从资本绝对值来讲，非公有制

资本往往占有 50%以上的比例。正是
这样的股权结构成为国有上市公司

保持活力和竞争力的根本制度保证，

不仅把民营和财务投资人吸纳进来，

让全社会分享国企改革发展成果，形

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融合经济，同时

在资本市场中，国企也接受了民营资

本参与的改制，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

发生了深刻变化，竞争力明显提高。

实际上，这些年央企的快速发展的动

力主要不是源于行政垄断和四万亿

投资拉动，而是源于央企的市场化改

革，源于央企的海内外上市，源于广

泛开展与民营企业合作的混合所有

制带动了企业机制的变革。

大量实践证明，混合所有制有利

于促进国有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开放

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有利于国企完

善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市场机制和发

挥企业家精神，有利于我国企业国际

化战略的顺利实施。在国企改革进入

攻坚期和深水区的今天，应该大力发

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充分发挥国有企

业和民营企业两种积极性、两种优势，

推动国民共进、国民融合、国民共赢。

“央企市营”是对
混合所有制的积极探索

在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历程中，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医药集

团做了积极的探索，两家央企创造的

“央企市营”模式实现了国有企业与

民营企业的高度融合，在公有制经济

与非公有制经济互相融合中进行的

许多创新，为我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

制经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中国建材集团处于充分竞争的

建材领域，面对多、散、乱和产能严重

过剩的行业局面，选择了资本运营、

联合重组、管理整合、集成创新的发

展道路，独特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国建

材集团一开始就注重与民营企业的

融合。十年间，中国建材集团重组联

合了上千家民营企业，构筑了包括海

外上市公司在内的混合所有制产业

平台，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企

业发展质量的基础上实现了企业的

快速成长，营业收入、利润均增长 100
倍，迅速成为营业收入超过 2000亿
元、利润过百亿元的世界 500 强企
业。

中国建材集团在改革发展的实

践中提出的“央企市营”包括推行央

企控股的多元化股份制、规范的公司

制和法人治理结构、职业经理人制

度、公司内部机制市场化、依照市场

规律公平竞争等。中国建材集团近年

来之所以能快速发展，获得社会各界

包括民企的认同，根本原因在于适应

市场的规律和用市场化逻辑来改造

自己，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

理体制与经营机制，通过市场化改革

具备了企业的先进性。

在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的企业

模式的过程中，中国建材集团坚持一

个公式，“央企的实力+民企的活力=
企业的竞争力”，推行央企和民企资

本、资源和文化的深度融合。一是资

本融合。在重组过程中，通过权益融

资施行股份制，给民企创业者留 30%
左右的股份，使众多民企进入中国建

材集团后有了共同奋斗的事业平台

并共享企业发展的利益和成果。在集

团核心企业香港 H 股中国建材股份
公司中，国有资本目前只占 48%，社
会资本和股民占到 52%，成为产权多
元化混合所有制的新型央企。二是资

源融合。通过系统的管理整合，将人

才、资金、技术等各种资源优化重组，

提高了经济效益。三是文化融合。提

倡竞合的市场理念、包容的企业文

化，充分信任民企创业者并把他们转

化为合格的职业经理人，实现了共同

发展。

混合所有制探索不仅推动了中

国建材集团自身发展，而且带动了产

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行业良性竞争

发展。中国建材集团是通过市场化方

式，在联合多种所有制企业的基础上

快速成长起来的。以水泥为例，中国

建材集团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短短数

年时间里，从无到有、做大做强，重组

了 900多家水泥和混凝土企业，水泥
产能达到 4亿吨，位居全球第一，通
过联合重组实现行业适度集中，改变

区域市场无序竞争格局，引领行业实

现价值理性回归，使众多挣扎在亏损

边缘的民营企业扭亏为盈。在新型建

材领域，原民营石膏板企业泰山石膏

在进入中国建材集团后获得了母公

司北新建材强大的技术支持，产能规

模迅速由不到 2 亿平方米扩大到 12
亿平方米；同时，北新建材产业布局

更加完善，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型建材

企业。中国建材集团十年前与浙江一

家民营企业振石公司合作，成立中国

玻纤股份公司并上市，产能从成立之

初的 1万吨发展到目前的 100 万吨，
成为全球最大的玻纤企业，其中国有

控股资本只占总资本的 15%。混合所
有制的发展路径，是中国建材集团带

动众多其他所有制企业实现包容性

发展、取得共生多赢的关键。

我同时担任董事长的另一家央

企中国医药集团也是依照央企市营

的改革思路发展壮大起来的。过去五

年，中国医药集团引入民营企业资本

构筑平台公司，再通过在香港发股，

用募集的资金进行大规模并购，并在

并购企业中留给民企创业者 30%的
股份，把市场机制真正引入到央企内

部，实现双方共赢，达到《决定》中讲

的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

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

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目

前中国医药集团建起了覆盖全国的医

药物流配送网络，发展成为营业收入

近 2000亿元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应该
说，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医药集团都

是典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开辟混合所有制
企业模式发展的新阶段

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是积极发

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关键，也是带动

国有企业整体改革的突破口。《决定》

明确把国企改革发展的重点聚焦到

混合所有制经济，聚焦到构筑国有资

本、集体资本和民营资本交叉持股互

相融合的企业，混合所有制经济能够

促进国有企业资产管理体制、授权经

营体制、管理体制、职业经理人制度、

发挥企业家作用等方方面面的改革，

这些改革反过来也是构建混合所有

制企业组织模式不可或缺的条件。未

来大多数的国企特别是竞争领域的

国企走的道路都会是混合所有制的

模式。在推进混合所有制发展的新阶

段里，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做好一些

重点工作。

一是推进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

革，建立清晰的资产监管和授权国有

资本经营体系，把管资产和经营资本

有机分离。整个改革可分为几个层

次，第一个层次是公有制多种实现形

式，包括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这是

国家层面的改革，是大前提。第二个

层次是国有资产监管的改变，管资产

而不是直接管企业，这是国资监管层

面的改革。第三个层次是成立投资公

司，解决好国有资本授权经营的改革

并为国企的整体改革、为发展混合所

有制企业创造条件，这是国企层面的

改革。在国家国有资产监管体系下，

通过明确国有资本的授权管理体系，

组建投资公司，各个投资公司就可以

作为出资人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我

们可以设想，将来一个国有投资公司

下面可以都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也就

是国有投资公司是 100%国有独资的
国企，而它投资的企业却都是混合所

有制，其中有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和

参股的，甚至也会有特殊情况，投资

公司下面没有绝对控股的，全都是相

对控股和参股的企业，资本和股权可

以高度流动。为大力落实三中全会精

神，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三个

层次的改革应该一起联动。国有企业

根据行业和性质进行分类指导，投资

公司可以根据企业经营管理的情况

和战略需要通过混合所有制企业进

行增资或减资，真正实现国有资本进

退自如。

二是探索“金股”等制度创新，保

障国家对一些重要混合所有制企业

的特定方面的控制力，改变目前国家

仅靠出资比例控制企业的现状。根据

国际上推行金股制度的情况，国家在

非控股的企业中实施金股制度可以

有效地解决国家对企业的控制力问

题。法国国企通过金股机制，在保留

相应控制权和影响力的基础上，促进

国有资产的流动增值和经营收益最

大化。 （下转第五版）

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

宋志平

普洱休闲度假养生基地
建设全面推进

《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

头堡的意见》明确支持普洱建设休闲度假基地，普洱建设国家

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也将休闲度假基地建设作为了一项重要

支柱。近年来，普洱依托丰富的生态、文化、资源优势，把休闲

度假养生产业作为全市产业建设年三年行动计划的主导产业

来抓，高品质、高品位、高端化打造休闲度假养生产业，成功塑

造了“妙曼普洱·养生天堂”旅游品牌。

普洱坚持规划先行，高标准规划休闲度假养生基地建设。

完成了《普洱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修编）》、《普洱市泛旅游发

展总体研究》、《普洱市旅游目的地开发运营策划》等一批规划

编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了中坤、东软、金洲、柏联、半岛

酒店等一批知名企业集团落户普洱投资旅游产业。中坤规划

投资 500亿元，开发基因养生养颜、古村落改造、房车营地建
设、景区整合项目。东软集团利用先进医疗设备、先进医疗团

队打造健康养生项目。金洲集团投资建设普洱国家公园、茶马

古城、茶马古道遗址公园、北回归线标志园等项目。柏联集团

投资建设一个茶庄园、景迈柏联精品酒店，并接手景迈芒景景

区的经营管理。

近几年来，通过向世人推介普洱，吸引大企业到普洱投资

开发，高品质建设了一批旅游休闲度假精品。边三县茶祖文化

旅游项目、普洱国家森林公园、中国普洱休闲养生部落等正在

加快建设。景迈芒景景区、民族团结园、墨江国际双胞文化园、

澜沧拉祜风情园、梅子湖开元酒店、柏联精品酒店等一批精品

相继建成。景迈芒景景区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备名单，茶祖

项目被列为全省十大历史文化旅游项目。中坤集团、普洱市政

府和华大基因三方合作，在普洱打造全球首个以基因康复为

核心的健康养生基地，涉及高端体检、健康管理、基因康复、医

药保健等健康产业领域。中坤集团投资建设的悬崖酒店项目

落地，金洲集团建设的普洱国家公园一期今年开园，东软集团

已签约投资景谷芒卡温泉、西盟休闲养生园。普洱平原茶马古

镇、墨江碧溪古镇、澜沧惠民旅游小镇、镇沅哀牢小镇等一批

风情小镇特色日益彰显。加快推进文化产业与旅游休闲度假

养生产业的融合发展，成功推出了《妙曼普洱》大型歌舞剧，摄

制了《虎妈》、《阿佤山》等影视作品。 同时，普洱积极探索实

施集生态茶园观光、茶叶加工体验、普洱茶品鉴、茶历史展示、

茶庄园酒店“五位一体”的庄园式旅游开发新模式，并抓住桥

头堡建设机遇开展边境旅游合作。

目前全市共有旅游企业 5538 家，旅游景区（景点）41个，
其中 3A 级景区 2个。有省级特色旅游村 12个、特色旅游小镇
4个，有旅行社 21家、娱乐场所 298个。全市投资额度超过亿
元的旅游项目达 18个，其中超过 10亿元的项目 6个，2012年
完成旅游固定资产投资 36.49亿元，累计完成旅游固定资产投
资 55.5亿元。2012年，全市接待国内外旅游者 823.5万人次，
同比增长 47%，实现旅游总收入 50.9亿元，同比增长 72%，增
幅均居全省第一。

今后，普洱将以建设国际一流的休闲度假养生胜地为目

标来定位休闲度假养生产业发展，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完

善旅游要素配套，推动旅游与文化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特色

化、精品化、规范化、国际化”的休闲度假产业特色发展道路，

打造好“看有神秘森林、品有醉人普洱、食有生态食品、娱有妙

曼歌舞、呼有天然氧吧、居有精品城市”的“妙曼普洱·养生天

堂”品牌。到 2015年，力争休闲度假养生产业总收入达 100亿
元。一是建设一批世界级的休闲度假养生精品项目。重点推进

边三县茶祖历史文化、茶马古道遗址公园、北回归线旅游区、

狂欢佤部落、无量山佛迹仙踪、普洱国家公园、中国茶城生态

康体休闲园、蓝眉山运动养生旅游度假村、妙曼女儿国、中国

普洱休闲养生部落等一批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养生康体项目

建设。二是建设和完善休闲度假设施。配套建设相对集中的休

闲娱乐街区。规划建设五星级酒店及精品度假酒店。重点培育

养生健康、有机生态、民族特色的餐饮服务体系。加快房车营

地、宿营地等配套设施建设，推进自驾车、户外旅游。完善信息

系统、旅游交通、游客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三是培

育休闲度假品牌。办好国际乡村音乐节、墨江国际双胞胎节、

江城三国丢包节、孟连神鱼节、西盟木鼓节、澜沧葫芦节等大

型民俗节庆活动，打响民族节庆品牌。依托普洱茶、民族医药、

有机食品、温泉湖泊，打响度假养生品牌。做活山水文章，重点

打造国际徒步基地、山地自行车基地、登山训练营地、户外越

野基地、山地高尔夫、水上运动基地，打响康体运动品牌。四是

积极推进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把文化元素注入旅

游产业建设发展的全过程。着力打造茶、咖啡、花卉、生物医药

等特色庄园，大力发展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和体验农业。积极

推动集科普、博览、观光、购物和体验于一体的工业旅游。完善

城市服务功能，提升城市品位，打造特色旅游城市。

美丽的梅子湖

李海权

【“醉美普洱”系列报道之五】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中国医药集团董事长宋志平

近几年，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医药集团积极探索“央企市营”的市场化改革，以有限的国有资本吸纳、
带动、激活大量社会资本，促进了建材和医药行业的转型升级，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与民营企业
互相融合实现了国民共赢，两家集团也成为探索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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