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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国资委
明确2014年工作任务
本报记者 蒋志颖

近日，北京市国资委召开2014年度

建言国资监管
助力国企发展
国务委员

王勇

指导单位：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 联办单位：中央企业媒体联盟 《中国企业报》 顾问：厉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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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出席 会议，北 京市 国资委 主任、党委
副书记林抚生作工作报告。
“据财务快报统计，截至2013年12
月底，北京 市属国企 资产总额 达到
25220亿元，同比增长16%；1—12月，市
属国企营业收入累计实现9500亿元，同

22%，高于全国国有企业增速16.1个百
分点。”，会上，林抚生这样表示。

美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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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市场化改革
须直面人才流失问题
孟书强

新年过后，关于跳槽的话题不断升温。先是不少公务员表
示八项规定出台后，工作不好干了，要辞职下海。最近，一些国
企员工也因为福利少了逐渐开始表露出跳槽的意向。人力资
源咨询机构罗迈国际最新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国企的人才流动率超过30%，高达45%的国企员工想过
跳槽，位居各类企业榜首。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年人们有了更大的选择自由
和发展空间，正常的职业流动不可避免，甚至是必须的。然而，
如果联系到人们出现大规模离职跳槽意愿的时机，问题恐怕
就不那么简单了。如何在改革之年既保障改革又留住人才，是
新一轮国企市场化改革中必须直面的问题。
王利博制图

【国企员工跳槽调查之案例一】

生活注定将无法继续，国企员工无疑也将告别众人艳羡的“工

从入职到跳槽
国企人才遭遇围城三部曲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围城里的人想出去，围城外的
人想进来。”如果用一句话形容国有
企业目前的人才处境，可能这句话
比较合适。
近日，
《中国企业报》 记者在调
查中发现，一边是有人渴盼进国企，
或倚靠国企大平台实现自己的事业
梦想，或只为寻求一份安稳的工作。

一边是国企里的人想出去，或寻找

计将突破700万人，
成为2013年后的

更高的人生舞台，或仅仅为找一个

“更难就业季”
。
严峻的就业形势下，

自由灵活的工作环境。

毕业挤破头
也要扎进国企
2013年 中 国 高 校 毕业 生 达 到

699万，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
而2014年在此基础上仍有增长，预

2014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也是新一轮国企改革
元年。改革越是推进，对利益关系的触及必然越 深。随 着全 面
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往一些公务员“一台电脑、一杯茶”的清闲
作轻松、福利优厚”的“超国民待遇”。这恐 怕是不 少公 务员 和
国企员工动起了跳槽心思的真正原因之一。
无论是公务员还是国企员工，大都是经过千军万马过独
木桥的考试选拔而来的，多数有着不错的教育背景，毕业于名
牌高校。毋庸讳言，他们当年之所以选择公务员、选择进国企，
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冲着“一台电脑、一杯茶”的清闲生活和“工
作轻松、福利优厚”的待遇来的。而新一轮 的全面 改革 首先 要
革掉的就是这些。当这些固有优势失去的时候，国企靠什么留
住人才呢？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改革是我们最大的红利。留住人才

相当多的高校毕业生将目光瞄准近

当然也要靠改革。改革初期必然不可避免触及一些员工的短

年来越来越被看好的国企。
来自专业人才招聘网站的调查

期利益，但在改革之中也必然孕育出更多的红利，在更大程度
上惠及所有普通员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够发现好和利

显示，
2013年半数毕业生希望在央

企、
国企和事业单位就业。其中期望
到央企、国企就业者占36%，事业单
位占14%，私企、民营占30%，外企、
合资占20%。

（下转G02版）

用好这些红利，把人才留住。
马云对员工离职的原因曾有过精彩论述。在他看来，员工
离职的原因林林总总，但只有两点最真实：一是钱 没给 到位 ，
二是心委屈了。而这些归根到底就一条：干的不爽 。如 果把 马
云的话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马儿之所以要跳槽，一是槽里的
料不够了，二是没有被伯乐相中。
槽里的料不够了，最直接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料。新一

【国企员工跳槽调查之案例二】

轮国企改革打破一些职工之前的待遇，无疑是一种“减 料”行

民营企业吸引力不比国企弱
本报记者 郝帅

然而第一份工作，也让小李受
益匪浅，
“虽然最后离开了律师事务

为，不可避免会影响到一些员工的积极性。这就要求我们在
“减料”的同时，也要做好“加料”的工作。加什么料 呢？当 然不
是把那些原有的隐形福利再给恢复了，而是要从改革中寻找
新的红利。
先把“马棚”建的更好就是一个 不错 的选 择。十 八届 三中

——
— 一位从业者从国企到民企的职场发展之路

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混合所有制经济
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实

比增长11.1%；已缴税费总额517.5亿元，
增长8.1豫；实现利润474亿元，同比增长

校对：
王培娟

【国企员工跳槽调查之评论】

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2013年以来的工
作情况，并对今年工作进行了部署。北
京市副市长、北京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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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的单位和职位是否与其适合，
能否最大化促进他的发展。

践证明，这是增强员工责任感与归属感的不二选择。上海的一
些国有企业已经开始在试行员工持股，其它各类国有企业能
否也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加快脚步呢？

“从平台、资源等角度来说，很

林抚生指出，2013年以来，北京市

待遇、发展以及对自身契合度

所，
但我还是非常感谢那段经历，它

国有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北京市

等方面的优势，使得人才不再仅仅
扎堆在国企。

让刚出校门的我以最快速度学到了
如何从学生变成专业律师，最重要

少有民企能跟国企抗衡，这是不争
的事实。但现在的职位相对之前来

其次，也要为员工发展提供足够 的空 间。根 据调查，职业
成长度受限，也是不少国企员工在提及有跳槽愿望时最主要

属国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结

“对自身发展的考虑，使得我从

的是这份工作对专业要求非常高，

说更‘专’
，更能发挥我专业上的优

的原因之一。长期以来，一些国企存在的干多干 少一 个样 、干

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不断提高发展的质
量和效 益。服务 首都 发展，国有 企业功

原来就职的国企跳槽到了现在的民

使之前书本上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之

势，这样对从业者和企业来说都是

与不干一个样的制度弊端，不仅让整个国企制度饱受外界诟

营 企 业。”来 自 河 北 的小 李 告 诉《中

中，也让我明白了专业知识和不断

好事。
”已经是某金融行业民企法律

病，也让不少国企员工觉得“心委屈了”。其实，员工 们的 要求

业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健全国资监管

国企业报》记者。
毕 业 后 先 在 民 营 企 业 工 作 ，后

学习对于一个从业者的重要性。”
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得小

合规部 负责 人的小 李这 样告 诉记
者。

并 不 高，就 是 要 求得 到 一 个 最 基本 的“公 平”，付 出 与 收 获 对
等。一旦国企真正形成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

体制 机制，国有资 本管 控能力 不 断 增

进入国企，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进入

李进入国企。

“待遇确实比以前高了不少，但

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让那些心有委屈的员工留下来并

能作用进一步发挥。深化改革调整，企

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职位的发

非难事，而这正是新一轮国企改革所追求的。

强。加 强指导 监督，区县国 有经 济改革
发展取得新成效。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

民营企业，小李的三步走不仅丰富

当时一家通讯行业的央企北京

了工作阅历，提高了待遇，也代表着

分公司在社会上公开招人，我抱着

展前景。
”小李说，
“现在我的工作是

线教育实践活动，国企党建工作进一步

和他有类似经历的人才在就业方面
的追求和心路历程。

试试看的心态去了，没想到我之前
的工作经验使我非常有优势，很顺

负责公司项目所有法律层面的事务，
包括文书方面的审查、
法律风险方面

才的亮点尚未真正建立。这时候出现一些员工跳槽的现象可
能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利用好改革红 利，国企 这棵

加强。

利就把我录取了。

会议明确了2014年的工作任务，总
的发展目标：一是保持国有经济平稳增
长；二是国资国企改革迈出坚实步伐，
重点项目上市取得显著成果, 分类监管

从私企到国企再到民企
2008年，小李国际经济法专业

进入该国企后，小李负责法务
和一部分行政工作，
“待遇比以前高
了不少，工作也没那么忙，而且国企

体系加快建立，力争一级企业发展混合

研究生毕业，并于当年过了司法考

的平台非常好，能接触很多人。”小

所有制实现突破；三是实现管理转型升

试取得律师资格，
“ 当时想当律师，

李这样告诉记者。

级，重 点深化 企业 对标管 理，提高 企业
精细化管理水平；四是高标准完成北京

就加入了北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
”
小李告诉记者。

的防控、对方企业的净资调查等等，

梧桐树，必然能留下金凤凰。但这同时也给了一些国企管理层

这样的工作既有挑战又有成就感。
虽

深入反思的机会。我们是否真的给“马儿们”建 好了一 个让 他

然在之前的国企就拥有这样的能力，
但也是显不出我的。
”

们驰骋发挥才能的好马棚，是否真的给了他们足够的尊重？甲
午马年之初，国企管理者们都不妨来想想这个问题。

小李同时告
诉记者，其实工

工作两年之后，一家金融类私

作单位属于什么
性质已经并不重
要，如果有合适
的工作职位和机

市委 市政府 交办 的重点 任务 和市政 府

虽然做律师是很多法律专业学

企向小李伸出了橄榄枝，由于提供
的职位和待遇都高于国企，小李在

折子工 程，在保 障城 市安全 运营、加快

生的梦想和选择，但小李在进入事

深思熟虑之后跳槽到了这家民企。

城市环境治理、发展战略性先导性产业

务所后发现做律师其实很辛苦。

等方面发挥国有企业的功能作用。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国资委副主任卢

“做律师很累的，尤其是刚入行
的小律师，累的同时待遇还不高。
”

发展前景最受关注

宇国 主持。北京市 国资 委领导 班 子 成

小李说，
“无论是诉讼还是非诉讼，

“其实从国企跳槽到民企，挺令

“现在的工
作都是双向选

员；监事会主席，副局级专职监事；北京

接案子的数量跟收入息息相关，虽

我周围的人惊讶。”小李说，
“我父母

择，职业经理人

市属国 有企（事）业单位 及中 央在京 双
管单位主要领导；北京市各区县国资监

然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比较知名，
但像我当时那种资历，接不到很多

就反对我离开国企，他们都是老国

在各个企业间跳

企职工，认为国企的平台好、稳定，

槽很正常。说到

管机构主要负责人；企业外部董事；北

的案子。工作体面同时收入也还过

京市国资委机关副巡视员；基层各处室

得去，但跟我的期望值还是有一定

而单位领导知道我要离开也多次挽
留我。
”

底，这其实都是
市场在做决定。
”

负责人等300余人参加会议。

差距。”

会，他也非常愿

小李告诉记者，他最看重的是

央企改革初始，一些隐形的福利被取消，一些新的吸引人

意回到国企。

小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