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STATE OWNED ASSETS REPORT

中国国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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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丁国明 编辑：陈玮英 E-mail：
qiyebaoxinwenbu@163.com 校对：
王培娟 美编：王祯磊

论道

国企混改：
既要混，更要改
刘兴国

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既是当前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的关键任务，也是改革的难点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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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了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向与路径。为落实十八
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国务院
及相关部委出台了一系列文件。
公开数据显示，
2013年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只
占52%，
截至2015年底，
这一比例已经上升至67.7%。2013年
底，
上海市国资委系统混合所有制企业占系统企业总户数的
63%、资产总额的 55%；
截至 2015 年底，
混合所有制企业总户
数占比为65%、
资产总额占比为58%。2014 年以来，
广东省国
有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增加了284户，
增幅为8%。
尽管从数字角度看，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各个层面
的推进总体上比较顺利，但国企效益的整体持续低迷与民
间投资的快速下滑，无疑令国企混改的实际成效大打折
扣。2016 年 1—8 月，全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 15418.2 亿
元，同比降幅虽有收窄，但仍下降了 1.3%，其中中央企业同
比下降了 5%。2016 年 1—8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
8.1%，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 2.1%，持续处于历史
低位。2015 年，上海国企混合所有制企业数量与资产占比
虽然比两年前分别提升了 2 个百分点、3 个百分点，但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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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收入与净利润的占比却均只增加了 1 个百分点，效益
增速慢于规模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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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差异表明，在形式上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的国企混
改，并没能在实质上有效激发国企活力，扭转国企盈利连
续多月负增长的不利局面；也没能显著激发民间资本参与
改革的热情，拉动民间投资增速回升。导致这一出乎预期
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当前国企混改推进策略在一定程度
上偏离了改革的初衷：过于关注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在形
式上的混合，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企业内部及国资监管

动态

层面的改革。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既要完成国资与民资
的混合，更要推进企业深入革除种种弊端，实现混合所有
制企业活力与效益的提升。只有在国企深化改革方面不

镇海炼化院士工作站
揭牌并启动

断取得突破，使得民间资本能够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前景
有稳定预期，才能激励更多民间资本踊跃参与后续的国企
混合所有制改革。

日前，镇海炼化院士工作站揭牌

首先，必须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契机，全面推进国企

仪式暨院士工作站启动会举行。中国

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实现公司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

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

化。目前国有企业集团层面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比较滞

锋和创新团队成员，中石化镇海炼化

后，混合所有制改革基本上还未涉及到集团层面，公司治

分公司副总经理朱晓东、陈燕斌及相

理结构还很不完善；国企董事会与监事会制度不规范、内

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揭牌仪式。工作站

部人控制、侵害中小股东利益、决策不够科学、效率低下等

主要依托两个已在中国石化立项的重

现象普遍存在，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权利和责任还没

大科研项目展开研究。

有真正落实到位。
究其根源，在于国有股东的一股独大与出资人虚位。

钱锋表示，
镇海炼化院士工作站的
成立，
将促进集成华东理工大学的科技

王利博制图

优势，
与镇海炼化一起协同创新炼化企
业智能转型发展中的关键技术。工作
中将实施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
采
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对石油
化工行业实施智能优化制造，
高效利用
生产过程中的能源和资源，减少排放。
院士工作站的成立也将针对我国石化
工业智能优化制造存在的一些工程基
础难题和关键技术，
通过产学研用协同

混改风“刮”向垄断行业
电力、电信等央企拟推试点

程度上缓解国企出资人虚位问题；而如果能够将国有股权
比例降低到 50%左右甚至更低水平，增加国企董事会中非
公资本席位，则可以从根本上促进国有股一股独大所带来
的各种弊端的解决。
建议外部董事由民资股东提名，以更好平衡国资与民
资话语权，避免国资董事与外部董事合谋侵害中小民资股
东利益。此外，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国资委应当
授予混改后的国企董事会更多权限，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方面就是要交由董事会按照市场化机制来直接选聘和任
命国企总经理及其他高层管理人员，建立国企管理人员市

创新，力求取得系列创新性成果，进一
步提升镇海炼化的竞争力。

通过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在很大

本报记者 赵玲玲

镇海炼化院士工作站主要依托两

联通集团高层早在 2014 年 8 月就

试点从垄断行业入手

场化退出机制，
以及探索建立国企职业经理人制度。

曾表示过，中国联通在思考和探索混

其次，要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契机，加快推进国企经

合所有制，可能会在创新型业务领域

营管理改革，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以更好嫁接

个已在中国石化立项的重大科研项

日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在

目。其中，
“大型智能炼厂生产计划优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专题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专题会

及增值业务领域推进混合所有制改

国资与民资优势。国企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应按照

化关键技术研究”，由钱锋院士领衔的

会上表示，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深

上，东航集团、联通集团、南方电网、哈

革。此番联通集团筹划混合所有制改

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

创新团队围绕镇海炼化智能工厂的建

化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当前，必

电集团、中国核建、中国船舶等中央企

革的消息浮出水面后，其混改方案更

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要求，加快完善企业

设，在机理模型开发与完善、系统集成

须加快推进改革，解决国有企业市场

业和浙江省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就列

是引发了众多联想。对此，中国联通

对外经营、内部管理和管理体制的市场化，尤其是要破解

与实施等方面提供支持和方案指导。

主 体 地 位 不 明 确 、国 有 经 济 布 局 过

入第一批试点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

发布公告称，联通集团目前正研究和

管理体制市场化，
让国企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千吨级溶液法高等规度聚丁烯-1 项

宽、效率低下等问题。并明确指出，

实施方案做了详细介绍。

讨论混合所有制改革实施方案。但是

一方面，
混改国企应确立市场化用工机制，
实行全员聘

目的过程设备研究”，由华东理工大学

要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

联通集团被列入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一

用制度，
破除员工的双重身份与
“铁饭碗”
地位，
允许企业根

袁渭康院士领衔的创新团队，重点开

电信、军工等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安

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其中主要是通

批试点事项，目前尚未得到最终批准，

据生产经营需求合理调整员工数量，
适当提升劳动生产率，

展“连续溶液聚合搅拌反应器”、
“脱挥

全的重要领域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

过引进外部投资者参股下属公司，通

还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实施方案也仍

实现减员增效。另一方面，要建立起与市场相衔接的薪酬

器”的工程化研究，核算过程中的混

试点。

过股权多元化提升经营效率和水平。

在讨论中。

考核体系与激励约束机制，
将报酬与贡献紧密挂钩，
科学合

合、传质、传热等特性，提出关键装备

“国企混改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

事实上，东航一直以来都在积极

2015 年 7 月底，达美航空以 4.5 亿美元

中国核建则在其《关于全面深化

理进行考核与奖惩；
鼓励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探索分红

的结构设计和优化方案，满足连续生

前期的国有企业混改试点，多是由国

（当时汇率约合 28 亿人民币）认购东

改革的实施方案》中提到，争取在 3—5

产的要求。

资委负责，此次混改试点，则是由发改

航 H 股 4.6591 亿 股 票 ，占 总 股 本 的

年的时间内，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再次，要加快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步伐，构建与混合所

等方面取得决定性成果。通过引入国

有制改革相匹配的国资监管新机制；既要能保障国资安

权改革，
以充分激发员工积极性，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委主导，方法方式自然会有所区别。”

3.55%。此次“联姻”被视为国有航空

工大学袁渭康院士、抚研院、中科院宁

资深国资专家李锦在接受《中国企业

公司借助国际资本破局混改的典型案

有及非国有资本推进集团公司、集团

全，又要避免过多干预混改国企的正常运营。当前国企重

波材料所分别签署了共建院士工作站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 国资委此前主

例。2016 年，携程同意以自有资金 30

（股份）公司二级子公司的股权多元化

复且繁琐的监督审核机制，迫使国企负责人不得不耗费大

协议、战略合作协议。据悉，9 月召开

导的多项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几乎都

亿元人民币认购东航股份筹划的非公

改革。按照集团公司“十三五”时期的

量时间去应付监督审核，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企效率与

的宁波人才科技周中新增 11 家院士工

是处于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较少涉

开发行 A 股股票；同时携程有意愿在

战略定位、总体目标、业务战略，结合

效益的提升。同时，要完善退出机制，不得为混合所有制

作站，袁渭康、钱峰院士领衔的创新团

及到垄断行业。此番要进行试点的企

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后的 12 个月内

二级子公司的业务特点，对其分别施

企业的投资退出设置不合理的障碍，确保国资或民资可以

队与镇海炼化共建院士工作站位列其

业，则基本上都是垄断行业里较为难

将持股比例提高到 10%，届时有望成

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和参股。

根据战略调整或市场环境变化的需要，以市场化手段正常

啃的‘硬骨头’
，
格外引人注目。
”

为东航最大的外方股东。

早在今年 6 月，镇海炼化与华东理

中。

（梅辽颖 黄爱斌）

（下转 G02 版）

退出。

（作者单位：
中国企业联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