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刚闭幕的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总结了2013年的国资国企工作，并对2014年改革作出

展望。会议深刻剖析了我国国资国企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国资国企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

列重大突破，在新的起点上吹响了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事业

再上新台阶的号角，令人振奋。

这次会议，是我国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事业处于攻坚克难

重要关口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国资国企事业高举改革大

旗的重要宣示和重要体现。张毅同志代表国务院国资委所做

的重要讲话，其重要特点就是把党的改革创新理论与国资国

企实践创新相结合的全部成果集中起来，把国资国企改革发

展经历的新考验、获得的新经验、引发的新觉醒集中起来，形

成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提质增效升级为重点、以加强党建

为保障的三位一体思路，落实在四个方面18条，形成了一个

系统工程，构建起一个完整的跨上新台阶的行动纲领。

张毅讲话的主题是“新台阶论”，不仅大标题是“推动国资

国企改革发展再上新台阶”，而且2014年工作思路的收尾也是

“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再上新台阶”，这个特殊时期的重要

讲话分明是一篇“新台阶论”。这种表述，蕴含着对过去已上台

阶的充分肯定与坚持，更是“再上”、“新台阶”的决心与意愿，是

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的前进，在坚持原则基础上的创新发展。

“再上新台阶”思想是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

对国资国企工作的呼唤。一个多月前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党的深化改革的任务，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

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客观形势的不断变化，

任何一种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政策和制度，都不可能是永久

有效的。过去10年，是我国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10年，也是

我国国有经济发展最快的10年。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

二位，国有企业经济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

上一个大台阶。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战略机遇前

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就如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在认

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

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

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新的历史时期开始，必有新的规律。我们必须要从根本

上认识这种规律、遵循这种规律、运用这种规律，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部署上来，从

国资国企角度推进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

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这是今后七年的重要

任务。 （下转G05版）

社评

在国资国企新的
历史起点再上新台阶
本报评论员

张毅：深入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
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再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万斯琴

在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

会议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书

记张毅总结了2013年生产经营总体
情况，研究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指出

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在过去的一

年生产经营保持了总体平稳运行。

张毅对2014年中央企业、地方国
资委改革发展的总体要求进行了阐

述：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的部署和要求，坚持稳中求进、

改革创新，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提

质增效升级为重点，以加强党建为保

障，深入落实“一五三”战略和“两新”

目标，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再上新

台阶，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出

新贡献。

围绕保增长目标
实现经济平稳增长

张毅认为，中央企业和各地国

资委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

济形势，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据

张毅在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
年1—11月，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38.1万亿元，同比增
长11.6%；实现利润1.8万亿元，同比
增长6.7%；上缴税金2.7万亿元，同比
增长4.4%。
针对企业经营状况分化的现

象，中央企业和各地国资委普遍加

强了对重点单位和困难企业的指导

和帮助，落实相关政策，诊断解决生

产经营中的突出问题和困难，鼓励

盈利大户多作贡献，狠抓亏损大户

止亏减亏。

同时，各单位普遍加强了对经

济形势研判和经济运行监控，着力做

好各项应对措施和预案。许多企业针

对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市场需求不足

等问题，创新商业模式，优化产品结

构，大力开拓国内外市场。此外，中央

企业把管理提升作为保增长的重要

措施，扎实开展专项提升，对标先进找

差距，强化管理提效率，企业的发展质

量和效益不断提升。据公布的数据显

示，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1.8万亿
元，同比增长9.5%；实现利润1.2万亿
元，同比增长7.5%；上缴税金1.8万亿

元，同比增长5.4%。

调结构促转型
国资国企改革有新进展

一年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

环境和改革发展的艰巨任务，中央

企业及地方国企和各级国资委克

服困难、扎实工作，保持了良好的

工作状态。

中央企业改革稳步推进。公司

制股份制改革取得新进展，中央企

业中公司制企业比例已达89%，混
合所有制企业比例达到52%，控股
境内外上市公司达到385家。深入
推进规范董事会建设，已有52家中
央企业开展了建立规范董事会试

点。同时，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步

伐，一些企业在下属单位公开竞聘

总经理。此外，国际化经营取得了

积极进展，央企境外经营单位资产

和利润总额占比均达10%以上，营
业收入占比接近20%。

（下转G04版）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张毅在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
报告中明确提出2014年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和要求

扬鞭策马踏上新征程
本报记者 蒋皓

现场

———央企负责人、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纪实

2013年12月26日，冬至后凛冽的
寒风孕育着春的信息。被称为国资

“小两会”的央企负责人、地方国资负

责人会议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了。

央企、地方国资“两套人马”会师

了，汇聚在同一个主题下：“深入贯彻

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推动国资国企改

革发展再上新台阶”。

马年将至，飞腾的骏马，使人处

于永不停歇的激越与憧憬中。央企负

责人与地方国资委负责人被“新台

阶”的号召动员起来，进行新的思考，

展开新的憧憬，踏上新的征程。

把“问号”变成“惊叹号”

灯火辉煌，喜笑欢乐声，回旋荡

漾在会议大厅。“一年一见”成了不少

负责人见面的第一句话。

上午9点整，国务院国资委主任、
党委书记张毅作重要讲话，国资委领

导黄淑和、黄丹华、徐福顺、金阳、孟

建民、强卫东、王文斌、杜渊泉等出席

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

席、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主要负责

人、国务院国资委巡视组组长、国务

院国资委副秘书长、各厅局以及直

属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会

议。

一本写着“深入贯彻落实三中全

会精神、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再上

新台阶”会议主题的文件赫然在目，

这是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张毅的讲

话稿。

为什么要上新台阶？如何上新台

阶？人们在等待答案。

张毅讲话指出，2014年工作的总
体思路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和要求，坚持稳中

求进、改革创新，以深化改革为动力，

以提质增效升级为重点，以加强党建

为保障，“深入落实‘一五三’战略和

‘两新’目标，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发展

再上新台阶，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作出新贡献”。

这个主题词既是国资国企改革

发展在新时期的理论主题和实践主

题，也是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在新时期

凝聚全国3600万职工团结奋斗的前
进旗帜。显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开辟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时期，

而这次国资工作会议则是新时期全

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次总设计、

总部署、总动员。

台下，来自中央企业系统和地方

国资的上百名代表，在静心聆听，在

潜心思考，在悉心领悟……

“张毅书记讲的一部分是2013年
的工作，一部分是2014年的工作，一
部分是改革，都讲到位了。”河南国资

委主任肖新明说，“国务院国资委这

个会时间点抓得很好，把一些问题讲

清楚了，大家心理上也期待着国资委

有一个声音，用具体措施来解读中央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会间，中建材董事长宋志平接

受了记者访问。“这是一个突出改革

思想的报告，这次最大的变化是国资

层面上的改革。我觉得报告谈得很透

彻，第一，主题鲜明，突出了宏观指

导；第二，条理清晰，思辨性强；第三，

推出的措施稳妥扎实，既创新又务

实。”宋志平说。

“通过参加这次会议，大家有疑

问的地方，问号打开了，变成了惊叹

号。”山东省国资委负责人听得很认

真，他的感想具有普遍性：

———“我们的理解现在看起来没

有错，对国企是要增强活力，减少不

必要的干涉，改革的目的是为把国企

办得更好，但有些人理解成削弱国

企，这是不对的。”

———“中央讲混合所有制，很多

人不理解，以为一下子搞公私混合

了，不是那么回事，实际上对国资监

管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这次开会，感觉挺有冲击

力的。张毅主任讲话与三中全会精神

和国资实际结合得很好，全局性、战

略性、实际操作性都很强。特别是‘混

合所有制经济’，‘现代企业制度’，大

家感觉比较难的国资国企监管体制，

把国资国企改革的要点都讲出来了，

大家不清楚的事，一讲就清楚了。”

战马纵横再绘路线图

张毅提出在三个方面下功夫：积

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现代企

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事

关国资国企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从

4个领域部署了18个具体的改革任
务，使得对我国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

整体思路、关键领域、重点任务、先后

顺序进一步得到明确。一条清晰的路

线图呈现人们面前。

在第二轮改革中，一马当先的上

海经验引起人们关注。张毅在会上强

调，“要学习借鉴上海等地全面深化

改革的好经验好做法，大胆探索，勇

于实践，不断把改革引向深入。”十八

届三中全会后，新一轮地方国资改革

正在提速，继上海先行一步，各地国

资也蓄势待发。

山东省国资委党委副书记时民

说，“山东原来做了些准备工作，现在

来看要进一步思考。我们正好跟上海

分在一个组讨论。”时民透露，“三中

全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改革的密度、

深度都是以前无可比拟的，实际操作

性也很强。山东省委贯彻十八届三中

全会精神的意见已经出来了，实施方

案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下转G04版）

李锦：当前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行动纲领
———对张毅在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上重要讲话的解读（相关报道详见 版）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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