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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蒋皓

观察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

新一轮国资改革定下了“靶心”,各
地的国资改革正箭在弦上 , 及时出
台务实的改革动作以切中时弊。

《中国企业报》 记者了解到，上海

国资改革方案近日已出炉，深圳新

国资监管制度修订将于明年出台，

广东首次对外公布了广东国资未来

的重组思路……

地方国资改革，与经济

转型是一个硬

币的两面。

不论是

已 在

悄然推

行 的 上

海 ， 还

是 尚 在

草 拟 方

案 的 山

东 、 广

东 ， 均

将 改 革 目

标指向了产业升级与转型。

在 A 股和 H 股市场上市公司
中，中央和地方持股总市值可达

14.5 万亿元，其中重点等待盘活的
竞争型行业持股总市值达到 3.9 万
亿元。新一轮国资改革，就是要撬

动

这

近 4 万亿元的
市值，为经

济转型增添

推动力。

地方国资：
市场化改革战车启动 地方国资“摸石过河”

探路顶层设计
孟书强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地方国企改革的帷幕正次第拉开。据报

道，上海、山东、重庆、青海、贵州、无锡等地正加紧制定或完善当地

国资改革方案。本月 17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上海国资国企改

革大会，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国企改革促进企业发

展的意见》。

尽管在三中全会前，人们已经在热烈讨论中央层面的详细国

资改革方案。但国资国企改革顶层时间表和路线图因涉及面广、影

响深远应该还需要一个研究制订的过程，料不会立即出台。而地方

国资体量相对较小、操作起来方便灵活，尤其是部分地区始终走在

改革前列，其改革方案值得期待。

自从上世纪 90年代国企改革以来，历史的脚步又跨越了将近

20个年头。国有企业在大踏步前进的同时，也累积了不少的问题。

尤其是在市场化、资本化等方面还远远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再次

启动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按钮迫在眉睫。

谁对国企目前存在的问题了解的最清楚，谁最知道这些问题

的症结在哪里？自然是处在第一线的地方国企。尽管不像中央企业

那样家大业大，资产动辄以百亿、千亿论，地方国企因其所处行业

更为广泛、和市场距离更接近，更加贴近普通公众的生活，其对问

题的感知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更胜一筹。

先行试点、逐步推广，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是中国

35年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和实践经验。从 1978年冬小岗村村民

以托孤求变的方式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到 1992年市场经济

体制在中国的逐步确立，再到上世纪 90年代中叶国有企业翻天覆

地式的自我革新，无不遵循着这一内在逻辑。这是中国式改革智慧

的结晶，无疑也是中国式改革再次启程同样要遵循的逻辑。

何以要先行试点？其一，正如上面所述，处于第一线的人才真

正知道问题和其症结所在，也才能开出真正对症的药方。其二，改

革并无现成的经验可循，大多是摸着石头过河，边改革边探索边总

结，中间也必然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小错误，先行试点无疑可以在不

造成大的损失前及时发现错误，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为全面推广累

积经验。其三，以中国之大，难以有一种模式在任何地区任何行业

都通行无阻。因地制宜地探索才能更加符合地区和行业特征，才能

真正对症下药。

在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关口，同样离不开地方国企

的力量和智慧。近期地方国资国企改革已经呈现出“百花齐放”的

局面，上海将国企分类监管作为改革的核心，重庆、福建将资本的

重组作为改革的重点，广东、天津从股权多元化，有序引入民资入

手，江苏、浙江则将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激发国企活力作为下一步

工作的重心。这必将为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进一步累积丰富的地

方经验。

有什么病吃什么药，哪里有问题就改哪里，这正是地方国企改

革的优势所在。毋庸讳言，各地改革的重点和重心所在，也正是当

地国企当前最为突出的一些问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别的省份和

地区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如果不考虑程度差异的话，上

述地区的改革正是当前阻挠我国国资国企发展的一些共性问题。

国企功能定位和分类的不清，不仅影响了国企的跨域式发展，

也招致不同程度舆论的不满，恶化了国企的舆论环境；过于强调做

大国企，过度重视企业规模，反而在某些时候忘记了资本保值增值

才是最重要的；一味依赖既有政策优势，凭借各种形式的垄断大发

其财，却丢失了和民营企业在市场上同台竞技的本领；严格的激励

和约束机制的缺失，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让一些国有企业负

累不堪，有苦难诉。

在这个意义上，各地区目前正在不断出台的地方版国资国企

改革方案，不仅是针对当地国企的病症开出的药，也是解决整个中

国的“国企病”的对症之药。各地区的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不仅是在

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摸着石头过河，更是为整个中国国资国企改

革的顶层设计贡献智慧。

科技创新促提升 研发设计创市场
（上接 G03版）

打造核心竞争力，创百年精品

中国工美·珍宝馆拥有国内存储量最大、最完整的象牙加工

产业链，所售非洲象牙制品均具备国家林业局、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批准使用的《象牙制品收藏证》，猛犸象牙制品均配备《中

国工美·珍宝馆收藏证》。并拥有从原料保养、设计制作、定制服

务及售后等一系列的象牙生产、销售专业团队，是象牙制品爱好

者的高端收藏平台。

中国工美·珍宝馆内牙雕产品涵盖了北派风格的花鸟人物、

庭院楼阁、风水风景、仿古器皿和南方雕刻风格的象牙球、龙船，

兼有印章、鼻烟壶、棋类、烟嘴、手镯、项链、文房用具、雅玩挂件

等。既有精品摆件，又有小巧玲珑的时尚挂件，作品雕刻细腻，形

象传神，题材丰富，并屡获“天工艺苑百花杯”金奖、银奖、优秀

奖，“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奖等工艺美术界重要奖项。

中国工艺集团旗下的中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建

筑装饰工程施工和设计工作。公司专门成立了科技创新小组，开

展专利、工法、绿色工程等项开发工作，公司已经获得国家专利

局审核授予的环保家具和环保节能隔音地板两项实用新型专

利。同时，公司还积极组织参与申报北装协组织的成立 20周年
感动行业、开拓创新、绿色使者等多项专业大奖评比，公司共获

得 14个奖项中的 9项大奖。经过努力，公司连续第五年荣获中
装协授予的全国建筑装饰百强企业，排名 39位（上年度排名 41
位）；荣获北京市创精品工程优秀企业。

未来，集团公司将继续开拓创新，积极探索国有企业市场化

发展的新路径。以引领中国工艺美术文化为己任，坚持品牌战略

目标不动摇，探索多元化、灵活性的发展模式，继续加大力度推

动技术创新，加强与工艺美术大师的合作,促进产品设计研发水
平不断提升，保护和传承华夏独特技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推动中国工艺文化走向世界。

重庆国资总量第四 ,上市公司相
对集中。推进资本重组，降低国有企

业债务 ,引进战略投资者促进股权多
元化与混合所有制、完善国企人事

任免机制与推进股权激励，是本轮

重庆国企改革的核心。

12月12日，据一位知情人士透
露，“重庆国资委正在制订进一步深

化国企改革的整体方案，初稿已经

成型，但尚需做些修改和呈交重庆

市政府批示。”重庆国企深化改革的

方案将是框架性纲领性文件，待国

务院国资委层面的大原则确定后，

重庆版国资改革细则才会面世。

重庆国资委将打造10家国有资
本营运公司，并且希望以三至五年

时间，推进20家重点国企整体上市。
另外，重庆国资委亦有意让2/3的二
级企业推行混合所有制以及让80%
竞争类企业实施资本证券化。

重庆国资整体上市战略始于2006
年。今年，重庆银行赴港上市，重庆钢铁

资产重组正步入收官阶段，川仪股份和

燃气集团的上市进程亦静候IPO开闸。
“从重庆百货、重庆水务等的运

作模式可看出，重庆国资委旗下的

一级公司通常具有投融资职责，二

级公司率先上市，一级公司再依托

上市平台将旗下资产尽可能注入，

最大程度实现资产证券化。让80%的
竞争类企业都要实施资本证券化。”

重庆国资委掷地有声。

广东国资与上海相当。体量庞

大、运作低效、证券化率目标等暗藏

在广东国资背后的因素，正倒逼着

监管近4万亿元资产的广东国资加
速启动新一轮改革。

“广东省政府正在准备出台全

面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的政策文件，

省国资委将在此基础上，出台国资

改革的指导意见。”广东省国资委相

关领导表示。

新任广东省国资委主任吕业

升，首度公开了新一轮国资改革思

路及方向：“要加大力度完善国资监

管模式，重点是实施两个转变：一是

促进监管工作以审批审核为主向优

化布局和调整结构转变，二是监管

职能尽快由现在的以管资产为主向

管资本为主转变。”

证券化目标将倒逼广东省加快

改革进度。广东省国资委“十二五”

规划的资产证券化目标为：到2015
年末突破60%，而目前该数字仍停留
在20%左右，留给广东国资完成目标
的时间只有两年。预计广东国资运

作很快就有密集的动作出来。

到2015年末，80%以上国资委下

属集团至少控股1家上市公司；新增
20户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致力于“打
造一批上市公司”、“成为全国拥有

上市公司最多的企业之一”的广新

集团，是广东国资的一个缩影。作为

广东国资委下属的四大资产运营公

司之一，该集团拥有4家A股资本运
作平台以及3家海外上市公司。

由于A股IPO暂停，拟上市公司积
压，招标股份、重工股份、盛特股份、

柏高股份等多家股份制企业也在排

队上市，且排队名单仍在陆续拉长。

已经有 3家A股公司的广晟公
司，计划“十二五”期间再新增3家上
市公司，“加快推进酒店旅游优质资

产、南储仓储公司上市和卡利登公

司重新在香港上市”。

至今仍没有上市平台的广东物

资集团、建工集团、丝纺集团、中旅

集团、白天鹅酒店集团等都在积极

寻求上市机会。

除IPO路径外，资产注入、借壳上
市等思路也早已出现在广东关于国

企改革的文件之中。机场集团、粤电

集团、交通集团、航运集团、水电集团

等实施整体上市计划也箭在弦上。

山东省已成立国资国企改革课

题研究小组，该小组正在草拟的新

一轮山东国资改革方案有望在 2014
年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后出

台。

山东国资改革拟在分类监管、

政企分开及员工持股进行改革与

尝试。“明确国资分类监管思路可

据悉，深圳新国资监管制度修

订已经完成，将于明年出台。新一轮

国资改革以分类监管为基础，大力

发展混合所有制，通过市场手段退

出落后产业、淘汰低效产能，以新的

激励方式推动国企进军战略性新兴

产业。

深圳市属国资资产证券化率全

国领先，达到43%，超过上海的36%，
市属控股上市公司22家，燃气、能源
实现了整体上市。产权主体多元化

改革亦走在全国前列。目前20家直
管企业中，有11家企业通过国际招
标招募、债转股、引入优秀民营战略

股东等方式实现了产权主体多元

化，其中混合所有制企业9家。
深圳市国资委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深圳还将加强资本运作，动态

优化国资布局。适时出台《市属国资

系统布局优化与资源配置的顶层设

计方案》，推进资源向特色优势产

业、优势企业和上市公司集中。一是

有效整合资源，加大产业整合和同

质资源整合力度，加快退出无效低

效资产，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和企业

归核主业发展；二是加大上市公司

培育力度，加快推进 IPO，继续推进
企业整体上市，创新融资途径，推进

上市公司开展并购重组，进一步提

高资产证券化率；三是着力做好产

业基金的募集与运营工作，充分发

挥产业基金群的功能作用，加快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金融投资“两翼”发

展，培育新的国资利润增长点；四是

加快外溢发展，支持优势国企重点

关注国内其他城市改革中的并购合

作机会，通过市场化并购重组完善

产业链实现跨越式发展。

《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

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显示，新一

轮国资改革将优化国资流动平台机

制，以分类监管为基础，大力发展混

合所有制，突出市场导向和产业发

展的竞争类企业，推行职业经理人

制度和股权激励制度。

沪版国资改革方案，被业内视为

各省市制订改革方案的“标杆”。上海

市委书记韩正表示，“上海国资改革重

在增强企业活力，将推进开放性市场

化重组和国企纵向整合。”

市场已经做出足够反应。自 11
月至今，仅沪市就有近 10家国企上
市公司停牌筹划重大事项。继 12月
5 日浦东金桥停牌之后，12 月 11
日，兰生股份短暂停牌一天。随后于

12日晚公告称，兰生大股东兰生集
团与上海东浩实施联合重组，动作

之快超出预期。

此次上海国资改革方案中，国

资流动平台再一次被重点提及。方

案提出，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国资

流动平台。优化完善国资流动平台

运营机制，充分发挥平台资本配置

功能。

国盛集团与上海国际集团这两

家平台共同组成了上海国资管理的

产业、金融“双平台”模式。外界认

为，上海市国资委有意引入新加坡

的淡马锡管理模式，搭建国资流动

平台，通过股权转让引入社会资本，

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营机制市

场化。此番改革，很可能会“激活”

上海国有资本管理公司，把其作为

国资流动平台。未来可能会考虑将

国资委直接持股的上市公司如上

港集团、上汽集团等股权划入这家

公司，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

变。

上海市国资委有意引入新加坡的淡马锡管理模式，搭

建国资流动平台，通过股权转让引入社会资本，实现投资主

体多元化、经营机制市场化。

上海：搭建国资流动平台

新一轮国资改革以分类监管为基础，大力发展混合所

有制，通过市场手段退出落后产业、淘汰低效产能，以新的

激励方式推动国企进军战略性新兴产业。

深圳：进一步优化国资布局

改革拟在分类监管、政企分开及员工持股进行改革与

尝试。明确国资分类监管思路可能成为重要内容。

山东：明确国资分类监管思路

能成为该方案中的重要内容。”山东

国资委相关人士透露，分类监管之

后，未来山东省政府对国企的监管

将更具针对性。而山东资源垄断型

行业下一步改革重点是以政企分

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

为主要内容，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

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

另外，加速优化国资的布局和

结构，推进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推进

企 业整 体

上市和核心业务资产上市，

引进优质战略投资者，推进国有企业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释放企业活力，

提高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也是下

一步山东地区国企改革的重点所在。

“山东地区的国企几乎清一色

都集中在第二产业上，基本都是些

资源型企业，这些资源又控制着全

省乃至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山东

地区的改革跟上海的改革可能有所

不同。”山东省国资委相关人士表

示。

未来山东国企改革的方向，应

该是先淘汰部分落后产能，在对现

有的优势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

扩张，随后逐步控股一些优质民营

企业和一定的金

融资本，进行

资 源 整

合，将部分

国企从单一资源加工型经

济向混合型经济进行转型，从追求

企业规模化发展转向追求质量和效

益化发展。

要加大力度完善国资监管模式，重点是实施两个转变：一

是促进监管工作以审批审核为主向优化布局和调整结构转变，

二是监管职能尽快由现在的以管资产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广东：证券化目标倒逼改革加快

将打造 10 家国有资本营运公司，并且希望以三至

五年时间，推进 20 家重点国企整体上市。

重庆：加速重点国企整体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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