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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报》：在短短的一个小

时内，黄淑和回答 13位记者提问时，

21次用了“研究”这个词，这是不是表

明《意见》仍在形成过程中？

李锦：“研究”一词在黄淑和副主

任的回答中是频率最高的词，这一方

面说明国资委对国企改革问题保持

着高度慎重的态度，一方面说明问题

的复杂性。比如《决定》已经明确提出

按功能分类问题，这将决定国企的不

同类型，也将决定对央企提出不同的

改革措施，不同的考核指标，会有不

同的待遇和政策。确实，分类以后将

决定央企负责人不同的薪酬待遇和

职务消费标准。如果政策性企业参照

公务员的薪酬标准，与经营性企业负

责人将会相差很大。所以分类问题、

分层问题将牵涉到几乎所有央企的

命运，不能不慎重，不能不反复研究。

还要注意到，黄淑和副主任的讲话

中多次讲到试点的问题，远近结合，分

步推进、分类实施，表明我们走的是摸

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改革

路径。国企改革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需要反复试验后才能形成定论。尤其要

反对“一阵风”、一刀切、一蹴而就的态

度，做起来再改既耽误了时间，也造成

了损失。这个研究的过程就是思想解

放、观点碰撞、信息交流的过程，是研究

规律、探索规律和形成规律的过程。再

说，《意见》还要提交给国务院研究，经

过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后才能公布。

《中国企业报》：记者相继提出怎

样分类、分层监管等问题，但得到的回

答不太具体，这是为什么?

李锦：三中全会提出来要准确界

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黄淑和副主

任讲是“正在进行深入研究”，但是他

没有回避，提出“按政策性业务与经营

性业务进行区分，并根据这样的区分

来实施分类考核”。

黄主任面对记者提出的分层问

题，也没有正面回答是三层还是两层，

但是他回答了国有资本的投资公司

是以产业资本投资为主，着力培育产

业竞争力。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主要

开展股权运营，改善国有资本的分布

结构和质量效益，实现国有资本的保

值增值。

组建或改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

司，这是一项探索性很强的工作。类似

“国新”，就是新设立的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下一步设立多少，具备什么

条件，怎么设立，似乎都没有形成定

论。我们也要有个思想准备，可能暂时

还是两层，慢慢向三层过渡。

《中国企业报》：对于完善国有资

产管理体制，《决定》明确提出要“以管

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

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

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

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是否

意味着国资委面临一次转型？

李锦：黄淑和副主任说，今后各级

国资委要以产权管理为纽带，围绕“管好

资本”落实出资人职责，不干预企业法人

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组建或改组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实现以管资本为

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重要举措。

此前国资委的职能定位是管人、

管事、管资产，《决定》提出要以管资本

为主，隐含的意思是国资委要简政放

权，特别是要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

减少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

《中国企业报》：随着改革的深入，

似乎一批国有企业将面临“大手术”,

国资委怎样以产权管理为纽带，围绕

“管好资本”落实出资人职责?

李锦：讲到这里，已经进入具体内

容了，这便是怎么样管理资本，资本包

括什么内容？主要采取以下四种形式：

国有独资的形式是涉及国家安全的

少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有绝对控股的

形式是涉及国民经济命脉和重要行

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国有相对

控股涉及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

行业的重要国有企业；国有参股的形

式，是国有资本不需要控制可以由社

会资本控股的国有企业，可以采取国

有参股的形式，或者是可以全部退出。

可以看出，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

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完整思路已经

拿出来了。未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

司将是国资委管资本的重要抓手，并

通过管资本使国有经济实现有进有

退、退而有序、进而有为。基本思路是

加快推进国有企业特别是母公司层

面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进一步优化

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

《中国企业报》：黄淑和讲到，十六

大确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正确

的、成功的。那么本次改革的动力是什

么？

李锦：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全会都提出来要完善国有资

产管理体制，用了“完善”两个字，这就

表明现行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要继续

坚持，同时对现行体制不完善的地方，

也要抓紧完善。确实，当前国有企业普

遍存在企业制度不完善、治理结构不

健全、“三项制度”改革不到位、薪酬和

职务消费过高等痼疾，有一系列制度

要完善。可以理解，将来的《意见》，也

会像《决定》一样，是制度建设的文件。

比如差异化薪酬分配制度、职业经理

人制度、职务待遇、职务消费和业务消

费的管理办法等，都要回答。

《决定》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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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轮改革本身便

是一场制度建设的大改革。

这次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

持续约一个小时，面对媒体全面而多角

度的提问，黄主任的回答由总到分、层

层递进、适时穿插、前后关照，系统地说

出国资委的意图，反映国资改革所趋向

的目标，使得一个完整的国企国资改革

蓝图呈现在我们面前。

《中国企业报》：行将出台的《全

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国资监管的

意见》恪守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李锦：黄淑和副主任已经讲了，

要坚持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坚持基

本经济制度。第二，坚持市场化改革

方向。第三，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

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今年以来，

国务院国资委专门组织力量进行了

深入系统的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

这些成果是在坚持这三项基本原则

基础上取得的。我们回过头来看三中

全会《决定》的 4 至 10 条，集中讲了
制度、方向与核心问题，这是《决定》

的精髓所在。

《决定》第 5条指出了“坚持毫不
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

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在强调国有经济的“两个主”

（主导、主体）时，又强调两个“都是”，

对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

系都有新的表述，都向前推进一步。这

为国企国资改革的原则性、准确性、有

效性，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科技创新促提升
研发设计创市场

本报记者 赵玲玲

本报记者 丁国明

中国工艺集团作为唯一直接从事工艺美术文化产业

的中央企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通过原始

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等多方式并举的措施 ,充分
发挥市场导向作用，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强化企业在
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推进应用型技术研发机构市场化。
“工艺美术原材料开发利用、产品研发生产”的每个环

节，除了需要艺术家的浪漫外，更需要紧紧依靠科技创新

与产品研发设计。中国工艺集团在重组后短短六年的时间

里，已由一个单一的贸易型企业发展成为拥有 400 多人创
新研发团队、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集团公司，“中国工艺”

品牌效应显现，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工艺特色的发展

之路。

创新为先，以科技促产业提升

陶瓷作为工艺美术的一个品类，是一个古老的行业，

历朝历代都不乏在制瓷技术与工艺上不断创新的陶瓷大

师。如何将当代最新科技与古老的制瓷技术相结合，陶瓷

艺术品团队在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师陈烈汉带领下，依靠科

技，勇于探索，大胆尝试，成果颇丰。

在产品的材料使用上，综合利用全国各产区优良材

料，弥补龙泉青瓷泥料容易开裂的不足。如将景德镇和德

化的瓷土与龙泉泥一起综合使用，提高了成品率，减少了

产品开裂和变形现象的发生。将龙泉紫金土和德化的高白

泥综合使用，起到了特殊的对比和装饰效果，并创作出一

批高质量、有特殊艺术效果的作品。

在产品的造型设计上，利用立体构成中切割、镂空、穿

插的方法进行产品造型设计，创作出一批既有传统特色又

有时代风格的陶瓷产品造型，例如在耳的处理上，改变了

传统一个瓶子只装饰两只耳的方法，一个瓶子上装饰四只

耳，使造型更具雕塑感和空间感。

在产品的设计装饰上，将北方耀州窑和定窑的刻划画

装饰方法应用到龙泉青瓷创作上，设计制作了一批以莲、

鱼为题材的，以“连年有余”为主题的作品，受到市场好评。

由于在产品材料、造型、装饰上始终坚持科技创新、技

术创新，创作了 100多件新产品。其中《青瓷风韵》获 2013
年“全国陶瓷‘大师杯’评比”金奖，《青瓷刻花风采》获

2013 年“第七届北京‘工美杯’工艺美术作品评比”金奖。
这些作品受到行业内外一致好评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收

藏家的喜爱，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

携手高校，共同攻克技术难关

工艺美术原材料的开发与利用更加离不开科学技术

的支持。工艺集团旗下的麻栗坡新寨锡矿属于难采难选矿

石，有用矿物呈极细状不规则嵌布，采用传统的锡选矿方

法很难有效地回收有用矿物。其选矿工艺指标回收率仅达

26%，资源浪费严重。云南中金共和有限公司 2009年与中
南大学合作开展选矿技术攻关，走科研与企业联合的道

路，企业提供矿样及相应的经费，由中南大学选矿研究课

题组进行技术攻关，历时一年多时间，经千组试验筛选，方

案优化比对，根据锡矿矿石特性，突破传统的锡重选工艺，

对选矿流程进行了全新的试验和改进，采用全浮选的工艺

流程对锡金属进行回收，将科研成果转为现场工业性试

验、经过反复改进，终于取得了锡金属全浮选矿技术工业

性实验的突破，使得尾矿回收率达到 50%以上。

大师牵头，以研发设计闯市场

集团公司加强与工艺美术大师的合作、坚持原创设计

是参与市场竞争的制胜法宝。通过与国家级大师签约,使其
成为“大师工程”的一员。随后将大师创作的经典作品提供

给客户选择，或根据客户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需要强调

的是，无论哪种形式，每件作品都要做到三个“亲自”，即大

师“亲自设计、亲自制作、亲自签名”。有了这三个“亲自”做

保证，使得每一件作品不仅具有很高的工艺价值，更重要

的是，其独特的设计和制作工艺大大提升了作品的艺术价

值和收藏价值。一件件精美的、充满艺术美感的黄金作品，

融入了大师的灵感设计和高超工艺，每一件都堪称绝世经

典。

目前，集团公司下属的中艺总公司已经与王殿祥、程

淑美、张心一、杨国喜等 20 多位大师达成战略合作，最终
将组建百名大师团队，成立大师俱乐部，推广千套珍品，定

制万件高端产品。大师工程将充分整合大师资源，为中国

工艺高端产品设计提供支撑，巩固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

正是由于独特的大师设计和精工细作，近年来，中艺

总公司出品的黄金作品屡获殊荣，在行业内外广受好评。

其中：国家级大师王殿祥细工制作的《锦上添花》富贵金瓶

荣获第六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华工

艺精品”奖。《龙腾盛世》金钥匙荣获 2013年中国工艺美术
“百花奖”金奖。《中华个性金印》荣获大连中国国际文化产

业博览会“优秀作品评比金奖”。

在坚持原创设计的同时，中艺总公司贵金属业务还在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方面寻求突破，如硬金制造工艺的

研发，七彩纯金、珐琅彩工艺方面的探索以及推动花丝制

造工艺机械化生产等等。 （下转 G11版）

对国资委在国新办答记者问的解读

李锦：国资国企改革呈现新蓝图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新时期国企

改革作出了全面而具体的安排。12月
1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
布会，邀请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就如何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答记者问。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

对此进行解读。他认为，这次会议透露

出许多重要信息，描绘出新阶段国企国

资改革的新蓝图。其指向是要加快提升

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水平，主线是“以管

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主题是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核心是政企分

开，焦点是分类分层，战略措施是推进

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目的是

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 ,增强国
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与影响力。

———记中国工艺集团的科技
创新产品研发之路

《中国企业报》：国资委把发展混

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改革的重头戏来

抓，他们的实施步骤有考虑吗？

李锦：咀嚼一下看黄淑和副主任

六点考虑，我们已经看到这张设计图

了。

第一是定位。大部分国有企业通

过股权多元化改革，逐步发展成为混

合所有制企业。

第二是要求。国有企业在发展混

合所有制经济中将降低国有股权的

比例。

第三是对象。大力支持各种非公

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参与到国有企

《中国企业报》：黄淑和的答记者

问，一开始就透露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两大部分。是否

可以看做是国资委《意见》的主要内容？

李锦：可以这样看。党的十八大

报告里讲的也是这两句话。其中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重点落实好两项任务：

一是加快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二是深化

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完善现

代企业制度。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

制，重点抓好五项工作：一是积极探

索“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的产监

管”的新模式和新方法。二是抓紧研

究组建或改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

司。三是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

能，进一步增强国有资产监管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四是完善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

例。五是推进国有资本优化配置，使

国有资本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黄淑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有一处

表述，更为简练。主要内容包括:积极发
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

公司治理结构，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

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优化国有经济的

布局和结构，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

的领导，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创造一个

良好的外部环境。看起来，是七大板块，

也可能是《意见》里要出现的。

这里，“积极发展”、“推动”、“健

全”、“完善”、“优化”、“加强和改进”、

“创造”七个词汇，明确提出了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深化国企改革的主要

任务、工作重点、制度、体制、布局领

导和环境的七大要素。总体来说，内

容丰富，重点突出，措施有力，具有很

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中国企业报》：国资委副主任黄

淑和 19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

会，为什么被人们广为关注?

李锦：这次新闻办发布会是在特

定时期举行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通过的《决定》，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任务、新举

措,《决定》共提出改革措施 60项，涉
及国企改革的四项内容共千余字，而

且放在重要位置。还有一个突出的背

景是人们望眼欲穿的国务院国资委

的《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国资监

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行将出

台，黄淑和答记者问在一定程度上揭

开大幕的一角。

《中国企业报》：黄淑和副主任讲

话的依据是什么？

李锦：主要依据是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细心的人不难

发现，《决定》的指向是市场化，核心是

政企分开，国资改革重点是“以管资本

为主”，“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

经济制度实现形式。从主任讲话中透

露的国资委行将出台的《意见》，与《决

定》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视为《决

定》的国资贯彻版。

依据：《意见》与《决定》一脉相承

内容：包含两大部分共七大板块

基础：坚持三项基本原则

主题：发展混合所有制与路线图

主线：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

两个焦点：分类、分层监管

21次“研究”：对《意见》的慎重

本质：重在完善制度

业的股权多元化改革中。混合所有制是

让民资参与国企改制重组的道路，同时

也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关键所在。

第四是任务。国有企业通过实施

股权多元化改革，一方面吸引更多的

社会资本，与国有资本共同发展；另一

方面促进国有企业进一步完善法人

治理结构和内部的运行机制。我们不

仅仅是要吸引社会资本来发展，更要

把着力点放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

内部的运行机制上。

第五是措施。实行一企一策，分类

进行研究，分类提出措施，不搞一刀切。

第六是方法。改革要统筹安排，系

统推进、稳妥操作、强化公开透明和规

范运作，要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这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六步

走”过程，也是实现途径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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