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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改时间窗口已至
第三批试点名单将“浮”出水面
本报记者 赵玲玲

革突破口的同时，
将享受混合所
有制改革的政策红利。

央企改革时间表确定。日
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明确，
今
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公
司制改制工作，并审议通过《中
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
案》。随着公司制改制进程加
快，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
口，
混合所有制改革将成下半年
的重头戏，
央企混改方案或将次
第亮相施工。

油气、军工领域
跃跃欲试

自己套上
“紧箍咒”
？
今年 3 月底，国家发改委召
开的改革专题会议指出，
要着力
抓好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
尽快
批复实施试点方案，
形成一批典
型案例。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
在此次会议上明确，要把握进
度，倒排时间表，争取做到 5、6
月份改革方案全部报出，
并在党
的十九大召开之前出台实施。
“这是国企新一轮混改以来
第一次列时间表，
可谓自己为自
己上了个‘紧箍咒’。”清华大学
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吴
金希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按此时间表，
各企
业的方案或已陆续上报，第三、
四季度将会处于批复、施工阶
段，
时间紧、任务重。
”
由国家发改委参与落实的
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
试点示范任务，
目前已开展两批
试点。第一批 9 家混改试点的
方案已基本批复，第二批 10 家
试点企业名单已经确定，
预计年
内将取得阶段性进展。
资深国资专家李锦在接受

（上接 G01 版）

央企频现
交叉持股案例
《中国企业报》记者通过梳
理资料发现，自去年以来，包括
国投集团、武钢集团、诚通集团、
宝钢集团、中船集团、中国远洋
集团在内的央企均进行过交叉
持股。
2016 年 4 月 13 日，国投公
司拟将其持有本公司的 A 股股
票（占总股本 4.9%）无偿划转给
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2016
年 8 月 15 日，
宝钢股份发布公告
称，
控股股东宝钢集团拟通过无
偿划转方式将持有的公司 8 亿
股 A 股股份划转给中石油集团；
2016 年 12 月，中国远洋将 3%、
2.45%、2%股份分别无偿划转给
北京诚通、武钢集团及中船集
团，武钢股份（占总股本 4.95%）
无偿划转给中远集团。
在周丽莎看来，
央企间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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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较之于过去三四年央企混改“雷
声大雨点小”，波浪式前进的特
点，
国企新一轮混改的特点是公
开化推进，
“ 上接天线、下接地
气”。通过抓典型的办法狠抓落
实，抓出一批好的典型案例，以
点带面，
推动改革落地见效。

“6+1”混改试点
可“先试先行”
事实上，
从 2016 年 9 月底开
始，
发改委就已经进入到紧锣密
鼓抓试点的阶段，
正式推出央企
“6+1”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并
向核心领域发展，
电力、油气、铁
路、军工等领域的国企混改也已
全面提速，行业涉及电力装备、
航空物流、基础电信、国防军工
等重点领域。
《中国企业报》记者注意到，
近期，
相关领域的央企混改新闻
层出不穷。其中，
东航集团引入

以开始频繁出现交叉持股，
是因
为通过交叉持股结合的利益共
同体，
不但可以在一定层级形成
股权置换，
提高合资公司及项目
的风险承受能力，
还可以实现多
方资源的集合，
构建牢固的战略
联盟，
提高企业整体的市场竞争
力，
同时降低了同业企业间的竞
争，形成产业协同优势，并在联
合对外行动时共享商业信用，
提
高整体商业形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过
交叉持股、互派董事可以形成
相互监督机制，有效防止管理
层的短视行为。”周丽莎认为，
“通过协调沟通与政策商议的
集体决策机制避免经营者的投
机行为，而通过信息共享也有
利于商机的发现和共同投资的
组织。”
李锦表示，
中央企业间的交
叉持股、无偿划拨股份，既是行
政划拨，也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是建立在企业自愿的基础之上
的。相信后续会有越来越多的

联想控股、德邦物流等四家投资
者，并将让出绝对控股权，非国
有战略投资人和财务投资人合
计持有 45%股权，核心员工持有
10%，所有参加混改的人员都需
“脱马甲”转换国有企业人员身
份，
可谓是实现了员工持股的突
破，
打造了中国民航领域混合所
有制改革的“第一样本”。
6 月 28 日，中国联通集团总
经理陆益民透露，
联通的混改方
案已经提交，
但目前还没有审批
通过的时间表。此外，中粮集
团、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电力建
设集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均在
混改方面有相关动作。
“东航物流的混改是上半年
具有标杆性意义的案例，
为后来
的央企混改提供了可以借鉴的
‘范本’。”在李锦看来，
“6+1”混
合所有制改革相关企业作为首
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
在
引入民营等其他社会资本后很
可能“先试先行”，
在成为国企改

央企通过这种“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合作模式，加速推进去
产能和国企改革的进程。

需防止恶性
“多米诺骨牌”
效应
“从各家央企的交叉持股比
例来看，基本都在个位数，规模
并不是很大，短期来看，要想从
股权制约的角度来增强公司的
相关治理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李锦认为，
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
通过央企间密集的无偿
划转动作来看，
实现优化股权结
构的趋势确实是可期的。
周丽莎在表示乐观的同时
也不无担忧，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
导意见》中提出的积极促进国有
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
交叉持股、相互融合，以及央企
密集交叉持股的动作都表明已
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交
叉持股是一把‘双刃剑’，
相应也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
目前发改委已经着手
遴选三批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
改革试点。第三批试点将在前
两批近 20 家中央企业混改试点
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范围及提
高覆盖面，
地方国企被首次纳入
混改试点范围，
油气和军工等领
域将成重点。
其中，包括北京、天津、上
海、山东等超 20 个省区市，均将
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列为 2017
年重点工作，
各省份根据自身情
况制定了改革路线图和时间
表。湖北、江苏、河南、福建和重
庆 5 省市进展较快，共确定了 43
户试点企业，
正式启动员工持股
首批试点。
在央企方面，李锦认为，很
多原本门槛较高的行业正在准
备逐步向非国有资本敞开，
“从
顺序来看，先抓体制改革，后抓
所有制改革。大家很关心石油
天然气，
因为他们重点是体制改
革，
推进的力度和进度存在很大
超预期的可能。
”
“目前，我国大部分央企所
涉及的领域都关系国家安全或
国计民生，
且这些央企在产业内
都处于领头地位，
牵一发而动全
身，
因此央企的混改虽然已开始
试点，但还是以审慎、稳重为基
调。”在李锦看来，
“ 地方国企对
于国家安全和经济走势的影响
更小，
与各地民企的关系也更为
紧密，改革推行速度更快，尺度
也可以更大一些。
”

存在着一些弊端。
”
周丽莎认为，
央企间的交叉
持股虽然能在很大程度上加强
融资能力，
但也可导致资本空洞
化，
并且一旦一方陷入财务困境
或者信用危机，
也会拖累相关联
企业，
形成恶性的“多米诺骨牌”
效应。她表示，
“ 这就需要集团
构建统一的监管机制以及各关
联企业间集体决策时的防风险
预案机制，
要减少非相关产业的
交叉持股以降低财务风险，
并且
要避免产融的分离导致的集团
空心化。
”
此外，周丽莎还认为，央企
间的交叉持股由于集体决策会
一定程度降低运营效率，
在信息
化时代，
这种效率的降低可以通
过优化公司信息传导机制与效
率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弥补。
李锦表示，
交叉持股不同于
一般合资，更不同于业务合作。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尤其要注意
股权交割的问题，
必须注重公平
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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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五局 QC 成果发布
再续佳绩
7 月 3 日，由中国建筑业协会工程
建设质量管理分会举办的“2017 年全
国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成
果交流会”在成都落幕。本次发布会
共有来自全国 1386 个小组成果参赛，
其 中 中 铁 五 局 共 12 个 小 组 成 果 参
赛。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西安地铁四
号线 QC 小组（发布成果）和永吉项目
QC 小组（交流成果）成果参赛。其中，
西安地铁四号线 QC 小组《降低隧道
二衬混凝土回弹率》成果，成功入选中
国建筑业协会 2017 年 QC 小组活动成
果选编。永吉项目 QC 小组《提高大
坡度小半径桥 T 梁一次安装合格率》
成果，荣获全国工程建设优秀 QC 小
组活动成果 II 类奖。
（谢永彬）

六盘水快报
中国石化六盘水石油公司
开展帮扶向管理要效益
中国石化六盘水石油公司大坪地
加油站因地理位置原因，销量一直无
法突破，
制约员工积极性。今年，
该公
司开展机关帮扶工作，每月不少于 3
次的帮扶，从现场卫生、设备进行管
理，并对便利店品类等进行整改。经
过两个月的帮扶，大坪地加油站整体
大幅提高，6 月销量同比增长较高。
据了解，六盘水石油公司今年开展全
员帮扶，
机关部门对口帮扶加油站，
一
方面提升机关对基层的支撑力度，另
一方面提高加油站的管理能力，实现
向管理要效益。
（汤鹏 梁家凤）

中国石化六盘水石油公司
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
为全力做好加油站夏季火灾防控
工作，
杜绝火灾事故的发生，
进一步提
升加油站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和灭火
救援能力，中国石化六盘水石油公司
本着“早部署、早安排、早落实”的原
则，组织相关人员组成夏季消防安全
检查小组深入辖区加油站开展夏季消
防安全大检查。检查小组通过查看监
控录像检查加油站是否存在违规加
油、违规吸引、违规操作以及使用明火
的行为，还查看加油站是否制定了灭
火紧急疏散预案，员工是否进行过消
防安全教育培训等情况。检查结束
后，检查小组还将定期组织员工进行
消防演练，全面增强员工的消防安全
意识。
（张琦 梁家凤）

中国石化六盘水石油公司
开展消防安全应急演练
6 月 23 日，中国石化六盘水石油
公司六枝分公司紧紧围绕“全面落实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活动主题，
以
站点为单位，增强员工消防安全意识
为目的，在平寨加油站展开消防安全
应急预案演练。演练现场，假设加油
机着火，
现场人员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疏散顾客，关闭电源，扑灭火情，上报
分公司处理情况。此次预案增强全员
安全防火意识，现场实地演练让员工
掌握火灾等突发事件的处理流程，提
升在处理突发事件中协调配合能力，
增强应急能力。
（于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