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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以混改推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取得突破
刘兴国

日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稳
中求进”为总基调，继续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
一主线，深入推进各项改革工作；并将国企改革定
位为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落实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性关键性改革，要求以混合所
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善治
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在电力、
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
质性步伐。
不过无论是从市场对改革的实际感受来看，还
是从改革成效在国民经济中有效体现来看，2016 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离改革
的预期目标显然还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国企的混
合所有制改革，国务院国资委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原
本预计在年内要推进的改革试点迟迟未见出台，改
革基本上没有取得新进展。
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才有针对性地提出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 2017 年取得实质性进展的
明确要求，要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加快推
进国企改革，尤其是要在一些垄断性领域取得实质
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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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这一定调，为国企改革谋划指明了方向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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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稳中求进”的基础上，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
关键突破口，加快推进国企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
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无论是落实“三去、
一降、一补”改革任务，还是振兴发展实体经济，国
有企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国有僵尸企业”仍
然普遍存在，将是阻碍 2017 年国有企业去产能顺
利 推 进 的 主 要 阻 碍 因 素 ；无 论 是 制 造 业 还 是 房 地

央企人事

产，国有企业库存并未见明显缓解；1—10 月国有
企业百元收入成本为 97.43 元，虽比年初略有下降，
同比也下降了 0.1 元，但环比上涨了 0.13 元，且仍处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于高位；资产负债率为 66.22%，虽比 1—9 月下降了

刘大山任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0.06 个百分点，但上升趋势难言根本性扭转。1—

党委书记；
王小康被免去中国节能环保

10 月，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同比仅增长 1.5%，净利润

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
党委常委职务。

近年来首次实现增长，微增 0.4%。
国有企业上述种种问题，需要在 2017 年里借助

刘大山任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混改来破局。

董事长；王小康被免去中国节能环保

首先，为顺利推进混改，国有企业必须先积极

集团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

稳妥解决“僵尸企业”、去行政化等历史遗留问题，
让民间资本可以放心参与国企混改；其次，通过混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改引入民间资本进行股权投资，可以实质性降低国

晏志勇任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

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再次，混改可以充分嫁接国有

公司党委书记，孙洪水任中国电力建

资本资源动员能力优势、运营管理规范化优势与民

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马宗林

王利博制图

因此，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关键

被免去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

突破口 ，将更好推进国有企业全面落实“三去、一

委书记、党委常委职务。
马宗林被免去中国电力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职务。
符岳岩任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常委、纪委书记；陈永录被免
去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职务。

降、一补”改革任务，有助于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进

新一轮国企改革
成长虹转型的最大红利

一步完善、科学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进而极大激
发国有企业积极性与创造性，显著改善国有企业效
率效益，并以此带动非公经济振兴发展，使得国有
企业真正成为振兴实体经济、引领经济发展的关键
力量，成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突出成就的
重要抓手。
此外，2017 年的国企混改还要注意做好两方面

中国西电集团公司
张雅林任中国西电集团公司党委

的工作。一方面是要以突出主业为前提推进混合
有制改革，
持续落实资本架构调整。在

所有制改革，那些涉足领域过多、主业不突出的国
有企业，应当对非主营业务进行剥离，然后在此基

员工持股计划。
”

础上以主业为依托引入民间资本，进一步做优做强

快速释放。今年前三季度，
长虹控股实

长虹
成四川国企改革第一家

现有激励机制基础上，
在集团层面实施

现规模收入 727 亿元，保持增长态势；

从成立之初至今，
作为四川工业龙

一届董事会组建工作，
建设“外大于内”

于推动中央企业聚焦主业，但十多年来成效并不显

本报记者 许意强

书记；陈元魁被免去中国西电集团公
司党委书记、党委常委职务。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

间资本的灵活性优势、效率优势。

新一轮地方国企改革的红利正在

早在 2015 年 5 月，长虹控股完成第

做大主业。国务院国资委自成立以来，一直在致力

实现工业总产值 703.4 亿元，同比增长

头的长虹一直肩负地方国有企业体制

董事会结构，优化法人治理结构；当年

著；当前国有资本仍然广泛分布在几乎所有领域，

周强任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党

6.21%；利润总额 16.2 亿元，同比增长

机制转变试点的重任。1993 年长虹成

6 月，长虹集团改组为四川长虹电子控

国民经济 96 个大类中中央企业涉足 70 多个。近年

委书记；林万里被免去中国航空油料

698.29%，实现扭亏为盈。长虹综合竞

为四川省首批 10 家股份制改革的国企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理顺政企关系；当

来，面对经济下行环境中持续增加的赢利压力，一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党委常委职务；周

争力也在稳步提升，位居 2016 年中国

之一；
1994 年长虹在上交所正式挂牌上

年 10 月，长虹控股完成全球市场化选

些中央企业寄希望于东边不亮西边亮，钢厂开始养

明春被免去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党

电子百强品牌第 7 位，在中国企业 500

市；
2014 年长虹成为四川新一轮国资国

聘总经理工作，
李进经过公开竞聘成为

猪、化工企业投资做金融、军工企业开商场；如中国

委副书记、党委常委职务。

强排名第 146 位。

企改革的综合改革试点企业。

长虹控股首任总经理。

石油主营业务涉及 10 大类，除了油品及相关产业

周强任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董

2016 年正是长虹开启新一轮国企

在长虹这一轮的国企改革中，
最核

同时，长虹还在持续推行股权多

链产品外，还包含纯净水、劳保用品等 54 类产品；国

事长；周明春被免去中国航空油料集

改革元年。事实表明，
国企改革已经成

心的工作就是理顺政企关系。四川将

元化，发展多种形式混合所有制，在国

开投的主营业务也包括四大类，共 17 个二级业务

团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林万里被免

为当前长虹发展的最大红利，
在资本层

长虹的领导班子管理权限下放绵阳，
解

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也为企业的

领域。这显然不利于企业集中力量在关键技术核

去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董事职务。

面推动股权多元化、发展多种混合所有

决管理环节中“管人”和“管事、管资产”

发展提供资本新引擎。长虹控股目前

心技术上进行突破，不利于做强做优主业。就混改

制；在管理层面实现授权、激励和干部

不统一的问题，也让决策更高效，由此

控股 32 家下属公司，其中四川长虹、美

而言，只有聚焦优势主业，建立市场与技术优势，方

管理的体制与机制变革；
在经营层面完

也为长虹转型注入新的动力。

菱电器、华意压缩三家为境内上市公

能更好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共同将混改国企进一步

司 ，长 虹 佳 华 控 股 为 香 港 上 市 公 司 。

做 强 做 优 做 大 。 另 一 方 面 是 要 稳 健 推 进 电 力 、石

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

成从能力建设向能力输出发展。
“ 可以

对于长虹国企改革的方向，
长虹控

刘建平任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

说，
新一轮国企改革为长虹注入发展的

股董事长赵勇透露，
“ 主要从内部体制

同时，在二、三级公司层面已经实现多

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混合所有

党委副书记，试用期一年（自 2016 年 11

新动力、新活力。目前，长虹旗下所有

机制改革、改革母子公司管控模式和建

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包括新成立的

制改革试点，让垄断性领域国企混改迈出实质性步

月至 2017 年 10 月）。

核心板块都实现盈利大幅增长，
并呈现

立长效激励机制三个方面入手，
通过规

点点帮、长虹通信、长虹智慧健康、长

伐；垄断性领域既不是民间资本的禁区，也不是国

持续向好势头。”长虹控股总经理李进

范内部治理与管理，理顺关系、明晰责

虹教育公司等。

企混改的禁区。

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权利，
逐步探索推进集团层面的混合所

李劲松任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
党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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