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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雪来袭
央企紧急行动
新年伊始，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
迎来了 2018 年首场降雪，此次降雪的特
点过程范围广、量级大。面对突来的暴
雪寒潮极端天气，中央企业员工第一时
间做出反应，投入到雪中巡线、供电供
热、电信保障、航空出行安全等攻坚战役
中，全力以赴迎战风雪，确保人民群众安
全用电、温暖供热、出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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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
雪中巡线跋山涉水
对电网员工而言，气温骤降、负荷攀
升、暴雪压线、线路覆冰……这些都威胁
着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山区暴雪，湖北神农架、湖北襄阳谷
城县、安徽滁州、安徽淮北供电公司的员
工们跋山涉水、穿梭林间，深一脚、浅一
脚地去巡线。
因降温降雪，河南信阳新县、安徽六
安金寨县、河南南阳淅川县、安徽阜阳城
郊、湖北恩施利川市、江苏苏州张家港
市、安徽阜阳临泉县、湖北宜昌枝江市、
河南商丘宁陵县、湖北襄阳泽能供电公
司的员工们在风雪中处理用电隐患，及
时为居民恢复供电。

中国华电：
提前部署守护温暖
在华电山东，42 台供热机组正源源
不断地输出电和热，机组开机率 97.7%，
确保了山东地区安全稳定供电供热。邹
县电厂创新防寒防冻措施，
将区域设备网
格化、责任化，实现设备监测点和重点区
域设备的精准检查；青岛、十里泉、章丘、
滕州等公司，作为当地主力热源点，在降
雪来临之前进行供热主管网的升温等相
关技术准备，
并与热源、
热网侧沟通联系，
充分做好热网系统的升温和平衡调整。
在湖北襄阳，
40毫米的特大暴雪带来社会
用量的大幅攀升。襄阳公司瞄准这一契
机，
紧盯负荷变化，
随着 1 月 4 日清晨 5 号
机组成功并网，
实现了
“两大四小”
六台机
组运行，
全力争取多发效益电。
与此同时，中国华电各单位提前进
入应急状态，确保生产安全、基建安全、
交通安全和人身安全。 （国资委网站）

2017 年 12 月 22 日，
首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的
“2017 首都企业家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以“首
都经济圈企业家学习贯彻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中国企
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朱
宏任，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盛来运，
首都企业家俱
乐部理事长、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
党委书记宋志
平，
首都企业家俱乐部常务副理事长、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洪崎，新华网总编辑郭奔
胜，
国家质检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付文飚，
埃森
哲全球战略中国区总裁余进作为论坛嘉宾出席本
次论坛，
并就首都经济圈企业家学习贯彻十九大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先后
做了主题演讲。首都企业家俱乐部主任、
北新集团
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兵主持会议。
宋志平在演讲中表示，
改变企业发展方式，
努
力提高产品质量，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将成为中国
建材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宋志平讲道，
目前，
中国建材在大型水泥装备、
技术等方面已经位居世界第一。全球 65%的水泥
大型装备都是由中国建材集团生产的。30 年前水
泥大型企业、
大型装备都还依赖进口，
但现在包括
德国、
日本等跨国公司都要购买中国建材的产品。
未来，
中国建材要不断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
提高
海外的市场占有率。中国建材搭乘国家“一带一
路”
倡议的东风，
修炼内功，
争做世界一流企业。
“下一步中国建材要提高效益，
加大去杠杆力
度，
减少负债率，
提高企业的效益，
这是达到世界一
流企业的硬性需求。
”
宋志平说，
在知名度方面，
中
国建材也要争做世界一流。现在国外很多地方能
看到中国品牌，
中国建材是民族品牌
“走出去”
的积
极践行者，
努力打造国际品牌。
论坛期间，首都企业家文化书院聘请中央民
族乐团首席琵琶演奏家赵聪、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杨
珺为特邀院士，
聘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华佗五禽
戏第 59 代传人华一、国际太极冠军高崇为文化大
使。首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宋志平为特邀院士
和文化大使颁发了聘书。
首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于 1985 年，经民政部
门批准成立，
是唯一冠名
“首都”
的企业家组织，
立
足首都，
对接全球。首都企业家俱乐部以
“企业家
之家”
为定位，
致力于发展成为企业和企业家的思
想之家、
事业之家、
文化之家。
（张杰）

央企
“公司制”
相继完成 国企市场化步伐提速
岁末年初，大型央企密集宣布完成公司制改
制。
公司制改制是推动央企市场化运营的重要
一步，一方面将为未来混合所有制改革奠定基
础；也有利于央企、国企进行资产重组或资本运
作。此外，规范化的市场运作，也有利于建设世
界一流企业。

大型央企相继完成改制
2017 年以来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全面提速，
其中，中央企业集团层面公司制改制方案已全部
批复完毕，各省级国资委出资企业改制面达到
95.8%。截至 2017 年 11 月底，已有 53 家在京一级
央企名称登记申请获核准，3 家一级央企（中国国
电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储备粮
管理总公司）、59 家央企子企业已领取改制完成
后营业执照。
2017 年 12 月以来，包括中铝集团、中国铁路
通信信号集团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中
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国家电网、中核集团、中船重
工、中国航天科工、中国化工集团和中国中车、中
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等
多家央企改制更名，
完成集团层面公司制改制。
不仅如此，地方国有企业也相继完成公司制
改制。
2017 年 12 月 27 日，随着由山西民航机场集
团改制更名而来的山西航空产业集团挂牌成立，

山西省属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全面完成。
山西省国资委经过三轮摸底核定，山西省属
国企共有 419 户国有企业没有完成公司制改制，
这些企业分别隶属于 13 户省属大型国有企业。
这 419 户企业中，有 182 户列入公司制改制名单，
其余 237 户由于长期停业歇业、资不抵债，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
出清。
2017 年 12 月 26 日，湖南省属监管企业公司
制改制任务全面完成。这轮公司制改制共涉及
59 户企业，包括湖南建工集团、湖南华升集团、湖
南省建筑设计院 3 户一级监管企业，56 户二级及
以下企业。截至目前，湖南公司制改制任务全面
完成，其中湖南建工集团等 3 户一级监管企业的
公司制改制任务在 2017 年上半年完成。
随着央企、国企相继完成公司制改制，国有
企业改革预计将取得实质性突破。

公司制改制并非简单翻牌
2017 年 7 月，
《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
施方案》发布。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公司制改制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迫切需要。
截至 2016 年底，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各级子企
业公司制改制面超过 92%。但由于国有企业集
团层面改制成本高、耗时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改制工作进度。加快推进这些企业的公司制改
革，是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

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的前置性条件，是国
有企业改革整体向前推进的重要举措。
公司制改制在企业组织形式上体现为将依
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登记的全民所有制企
业变更为依照公司法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
份有限公司，核心是转换体制机制，不能简单翻
牌。各企业要以公司制改革为契机，以推进董事
会建设为重点，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落实董
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
权利，实现权利和责任对等；不断深化三项制度
改革，建立健全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与企业
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和正常
增长机制，真正形成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
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
公司制改制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
制度的必要条件。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有
效组织形式，有利于明确出资人、董事会、监事
会、经理层和党组织之间的权责边界。
此外，公司制改制是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
的重要基础。通过公司制改制，实现出资人所有
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赋予企业独立的法
人财产权，促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
独立市场主体。

为下一步改革打通经络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 2017 年 12 月 15 日在国务

院政策例行吹风会透露的信息，2017 年前 11 个
月我国中央企业实现营收 2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幅度为 14.3%；实现利润总额超过 1.3 万亿元，同
比增长幅度达到 17.2%，这一数字是近 5 年的同
期最好水平。
2017 年被称为国企改革的“施工年”。资深
国资专家李锦认为，2017 年国企改革圆满收官之
作是公司制改革，也是党的十九大后第一场国企
改革圆满收官之作。这预示着，中国从此进入公
司时代，
政企分开成功画上一个段落的句号。
中央企业改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基础
性改革。李锦表示，完成公司制改制，对于央企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至关重要，保证同股同权、有
现代的公司治理以及严格的内外监督等条件，为
授权经营体制、混改、资产证券化等一系列改革
创造前置条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表示，企
业变革升级是企业获得成功的必由之路。目前
急需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尤其是国企改革。
李锦表示，公司制改制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
要内容，是公司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也是加快
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
的市场化经营机制的前置性条件。
一家央企相关人士表示，公司制改制有利于
国企真正成为独立市场主体，激发企业活力和动
力。因此，这是中国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经济的重
要一步。
（陈玮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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