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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行业”国企将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增量试点
本报记者 索寒雪 北京报道

日前， 国家发改委召开了中

与会议的是电力、铁路、民航、电
信、 军工等垄断行业领域的企业
代表， 而垄断行业在混合所有制

央企业座谈会， 探讨混合所有制
的试点工作。与以往不同的是，参

规划之初， 曾被认为是最难参与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领域。

垄断行业将启动试点
电力、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一直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
“
微妙地带”。

混改同时涉及员工持股
知情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
“
国企员工只能对增量进行持股，不能对目前现有的存量资产持股，这也杜绝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
在进行增量混合所有制的同

目前现有的存量资产持股，这也杜绝

题，有部门认为应该主张平等。“
不能

策制定的调研组曾经走访国内多个

时， 一些央企已经在二级和三级分
公司展开了员工持股。

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
记者了解到， 在讨论国有企业

分为内部价格和外部价格，分别购买
股份。 ”参与政策制定的人士表示。

省份的国有企业，并展开讨论。
曾有人在讨论会上指出：“国企

其中华录集团下属易华录高层就
向记者透露：
“
已经在新成立的下属企

员工持股的问题上，参与讨论的多个
部门包括发改委、国资委、人社部和
财政部曾经关于员工持股一事的意
见并不统一， 其中核心矛盾在于，是

“比如股票交易价格是 15 元，
企业按照内部价格 8 元卖给员工，

这么大的盘子很难搞员工持股，只
能通过增量部分进行员工持股，而

那就是把全国人民的利益分给了个
人。”前述人士表示，“员工持股问题

增量持股其实相当于期权。 ”
中国交建高层向记者透露，国资

否涉及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关于国企改革中的员工持股问

应该有层次分企业地进行。 ”
据了解，2014 年， 参与改革政

委几年前曾经在央企高管中实行模
拟期权激励，但是现在已经取消了。

“近期印发了《关于鼓励和规

通过了 《关于鼓励和规范国有企

业中，展开员工持股，效益提升很快。 ”
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知情

范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
资本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增量投

业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的指
导意见》。

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国
企员工只能对增量进行持股，不能对

资领域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实
施路径。”发改委秘书长李朴民表

会议强调， 要按照有利于改
善国有企业投资项目的产权结

我们召开了行业主管部门座
示，“
谈会和电力、铁路、民航、电信、军

构，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
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

工领域中央企业座谈会， 认真听
取意见。 ”
与以往不同的是，电力、铁路、
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一直是混
合所有制改革的
“
微妙地带”。
早前， 国资委有关人士曾向

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的总体要求，依法依规、

何开放，部分央企已经给出了答案。
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许达

该人士具体解释称，目前电力体
制改革的方向是用户侧放开， 实现直

公开透明，完善体制、优化环境的
原则， 拓宽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引
入非国有资本的领域， 分类推进
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

哲透露：“
有关核电企业下一步的深
化改革， 都是在按照四个全面的总

供电， 所以， 电网将在用户侧销售环
节， 引入新的销售公司。 其具体模式

记者表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
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其一，涉及国
家安全的少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
本投资公司、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可以采用国有独资形式。 其二，涉

本工作。 要完善引资方式，规范决
策程序， 防止暗箱操作和国有资
产流失。
一位早期参与国企混合所有制
改革试点的人士曾向记者表示：
“
混

体战略部署在进行当中的事情，作
为原子能机构， 我们积极支持壮大
发展相关的核能装备研制开发企业

是：
“
电网公司将和几家民营供电企业
建立新的合资公司，参与市场竞争。 ”
而电网改革后，其格局是
“过去

及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
键领域的国有企业，可保持国有绝

合所有制改革只能在下属分公司进
行，此外要在增量中进行。 ”

和核电单位。 ”
此外，对于国有企业和央企而言，
混合所有制多数是采取与民营资本开
设合资公司的模式。
“
但是，对于我们这
种资源型的企业而言，要么 51%控股，

是电网一家销售， 未来是几家销售，
在销售端形成竞争，促进服务”。
国网董事长刘振亚也曾对外表
示，为电动汽车充电的充换电设施，
将对社会全面开放，谁想投资，谁有

对控股。 其三，涉及支柱产业和高
新技术产业等行业的重要国有企

“下一步将开展企业试点工
作。 ”李朴民表示。

业，可保持国有相对控股。其四，国
有资本不需要控制并可以由社会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李锦也表示未来进行的国企改革将

要么全资， 现金流全掌控， 掌握主动
权。 ”五矿高层曾经向记者表示。
对于电网公司这样的大型企
业，同样被认为是垄断行业内的“冰
山”。 据了解，电网公司也在制订自

钱投资，谁就投。
按照此前国家的规划，2011 年
至 2015 年，电动汽车充电站规模达
到 4000 座，同步大力推广建设充电
桩；2016 年至 2020 年， 国网建设充

资本控股的国有企业，可采取国有
参股形式或者全部退出。

包括探索国企职业经理人、 混合所
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等多个试点。

2015 年 9 月，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李锦同时表示：“除了中央企
业，地方国企可能会进入试点名单。”

本报资料室 / 图

己的国企改革， 特别是混合所有制
改革的规划。
“我们的计划是在销售端建立
混合所有制，引入竞争机制。 ”南方

电站目标高达 10000 座， 建成完整
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 但截至 2013
年底， 国网已建成的充换电站 400
座，交流充电桩 1.9 万台。

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宋魁向记者表
示， 近两年黑龙江经济下行压力很
大，但政策利好也正在发挥作用。

在国家《中国制造 2025》战略
规划下， 黑龙江省作为老工业基地
和传统的制造业大省， 制造业发展

份。 目前黑龙江也正在利用其自然
环境优势， 重点发展农业和食品工
业， 把黑龙江省从一个农业大省向

依然被置于重要位置。

农业和食品工业强省转变。

央企开放部分领域
目前电力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用户侧放开，实现直供电。
涉及国计民生的相关领域， 将如

电网高层人士向记者表示。

负向拉动局面未改

东北三省逆势调增经济增长预期
本报记者 孟庆伟 北京报道

随着地方两会的陆续召开，
地方 2016 年经济发展目标随之
“
出炉”。
《中国经营报》 记者注意到，
在不少省份纷纷下调 2016 年经
济增速目标的同时， 东北三省份

却“
逆势”小幅上调增速。 虽然增

小幅上调的产业动能

速目标远低于“
十二五”期间设定
的经济发展目标，但却高于 2015
年的实际增速。
在国家新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
基地的重要机遇期， 东北新一轮振

在多个省份下调 2016 年 GDP
增速目标的同时，黑龙江、吉林、辽
宁却“逆势”小幅上调经济发展区

兴背后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2016 年
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依据是什么？

据了解，2016 年，黑龙江将经济
增长区间预期目标设为 6%~6.5%，

河
“十三五”规划建议的制定工作。
“
国家
‘一带一路’、黑龙江老工

陆昊表示， 黑龙江要着力培育
有资源优势和总需求有增长空间的

食品工业已成为黑龙江省仅次
于能源产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 据

高于 2015 年 GDP 实际增长 至 少
0.3 个百分点； 吉林将 2016 年 GDP

业基地振兴、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江
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多个国家级

高品质乳制品、畜产品加工、高品质
食品制造、石化煤化、石墨及钼矿资

了解，在黑龙江省整体经济形势低迷
的现状下，2015 年，食品工业主要子

增长区间预期设定在 6.5%~7%，高

战略，正成为黑龙江对外开放和经济

源加工等 5 个制造产业以及有技术

行业经济指标呈现稳步回升的态势。

于 2015 年 GDP6.5%的实际增长。辽
宁 2016 年 GDP 增长预期目标为 6%。
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院长焦方义认为，虽然未来五
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困难依然很
大， 但黑龙江回旋余地也很大，6%
~6.5%的区间目标是比较稳妥的。
黑龙江省科顾委外贸专家组
组长、当代中俄研究院院长、黑龙

发展的新的动力和引擎。“
宋魁说。
而从产业而言，宋魁认为，黑龙江
在装备制造业上有很多优势， 重点发
展高端制造业， 目前产业结构正在布
局和调整中，且已经开始有一些起色。
“
机器人产业科研力量强，但应
用比较少，目前以市场为导向，正在
大力发展生产工业机器人、生活机器
人、无人机等。 ”宋魁说。

和成果储备的动力锂电子池、 传感
器、 空间探测技术外溢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
航空航天、 机器人研发应用、
医疗、传感器、新材料等方面，都出
现新的发展迹象。 ”宋魁说。
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 拥有耕
地面积 2 亿亩， 占全国耕地总面积
的 9.7%，是全国拥有耕地最多的省

从官方公布的数据看，2015 年 1~8
月全省食品工业实现总产值 1931 亿
元，实现工业增加值 325 亿元，产业
利润和利税均呈正增长态势。
吉林在落实“
中国制造 2025”等
计划方面，正打造轨道客车、小卫星、
无人机等高端装备制造业， 建设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和
重大技术装备战略基地。

2015 年 12 月 30 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全面振
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
意见》。
意见提出，到 2020 年，东北地
区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
取得重大成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与研发基地。
支持东北振兴的政策红利也正
在黑龙江释放。 2014 年《国务院关
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
举措的意见》 中明确指出：“支持哈
尔滨打造对俄合作中心城市。 ”
“将以俄罗斯为重点实现全面

收政策、再向先行先试”转变。
哈尔滨市委常委、副市长丛科
明日前在谈到哈尔滨新区时表示，
2015 年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促
进国家级新区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提出了很多国家支持的重点。
在支持产业发展的新政策方面，哈

解决体制机构上问题。
“
辽宁省一直在积极简政放权，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且改革幅度很
大。 ”张万强说。
辽宁是进入计划经济最早、退
出计划经济最晚的省份之一， 政府
还没有完全从传统管理模式中解放

和结构性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经济
保持中高速增长，同步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 产业迈向中高端
水平，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重点

对外开放， 目前合作规划已经制定
出来了。 ”宋魁说。
哈尔滨作为黑龙江的省会，随
着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倾斜， 其动力

尔滨市可争取在产业规划布局、项
目审核、投融资、产业准入等方面
制定优惠政策， 加快发展高端装
备、绿色食品、生物制药、新材料和

出来。这意味着，未来体制机制的改
革空间很大。
张万强说， 这一振兴老工业基
地的意见，将对辽宁的影响更大，收

行业和企业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协调发展新格局基本形成；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

作用日益显现。
2015 年 12 月， 国务院批复同
意黑龙江省政府关于设立哈尔滨新
区的请示, 哈尔滨新区被定位为东

大数据产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支持“两
头在外”企业、对俄资源转化加工
项目落户新区。

益也将更大。
“从产业发展看，钢铁、装备制
造业等将从低端向中高端转型。 以
创新作为一个动力，压缩、淘汰落

步；资源枯竭、产业衰退地区转型发
展取得显著成效。

北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
宋魁告诉记者，哈尔滨目前是全

同时在提升对外开放功能方
面，可在新区设立自由贸易园区、海

后产能，提升技术水平，通过创新
带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提升。 ”

负向拉动
东北经济依然让人揪心。
到 1 月 27 日，东北三省 2015
年地区经济发展
“成绩单”全部出
炉。 吉林、 黑龙江、 辽宁三省份
2015 年 GDP 增长分别为 6.5%、
5.7%和 3%，而 2014 年，三省份的
数值分别为 6.5%、5.6%和 5.8%。
2014 年，全国仅有五个省份
GDP 增速低于 7%， 除东北三省
外，还包括河北和山西。 2015 年，
这一状况并没有明显改观。
黑龙江省省长陆昊在日前的
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5
年，黑龙江省经济发展遇到多年未
有的下行挑战，油、煤、粮、木四大
传统产业领域集中出现负向拉动。

年， 吉林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首次突破千亿元, 达到 1020.4 亿
元，同比增长了 9.4%。
不过比照吉林省此前制定的
到 2015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产
值 7000 亿元以上的目标， 二者的
差距还是相距甚远。 按照吉林省的
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全省
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相比黑龙江、吉林两省，辽宁
的成绩单并不理想。 2015 年辽宁
经济增速较 2014 年降低 2.8 个
百分点。 据媒体统计，辽宁 2015
年经济增速创下近 23 年来最低
纪录。
辽宁省省长 陈 求 发 日 前 表

因油价大幅下降，公共财政收入实
现 1165.2 亿元，下降 10.4%。
据了解，黑龙江第二产业由
于占规上工业半数的能源工业负
增长 3.7%，一定程度上拖累了整
体经济增速。

示，2015 年是新世纪以来辽宁省
经济形势最为严峻复杂的一年。
辽宁经济下滑的原因， 主要是投
资和工业出现困难。他表示，2016
年辽宁将增加有效投资、 扩大有
效供给、补齐发展短板。

相比 2014 年，吉林增速缓中
趋稳。
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蒋超
良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可喜成
绩”来总结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
加大的困难局面下，吉林 2015 年
的成绩单。 据了解，“十二五”期
间，吉林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按照规划，
“
十三五”期间，辽宁
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将达到 6.6%。
辽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万强告诉记者， 当前国内外重
化工业景气度持续下降， 而辽宁
重化工产业比重高达 80%， 相对
于其他省份要高， 所以在经济下
行的整体环境下，受影响更大。

9.4%，跨上万亿元台阶。
从产业转型升级看，吉林的
动能转换初见成效，战略性新兴
产业产值达到 3510 亿元。这一数

此外， 中央巡视组此前对辽
宁巡视后提出了意见， 其中就提
到辽宁存在数据造假现象，3%的
经济增长数据应该是挤掉水分的

字相比 2014 年提升明显。 2014

干货。

间目标，备受关注。

宋魁参与了黑龙江、哈尔滨、黑

政策红利释放

在此基础上，争取再用 10 年左

国唯一一个以对俄罗斯开放为重点

关特殊监管区， 包括加快完善临空

张万强说，“十二五”期间，特别是

右时间，使东北地区成为全国重要
的经济支撑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和重大技术装

的新区， 将在体制机制上先行先试，
对黑龙江经济发展产生新的动力。
据了解，哈尔滨新区是国家批

经济区、综保区，开展国际贸易结算
中心试点，支持建设中俄、中以等合
作产业园区。

2013 年 、2014 年 后 辽 宁 产 业 过 剩
问题凸显，“十三五”将是压缩落后
产能、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 所

备战略基地，国家新型原材料基地、
现代农业生产基地和重要技术创新

复的第 16 个新区。目前看，国家对
新区的支持已经从“直接补贴向税

在张万强看来， 辽宁未来经济
增长最大的动力来源， 是从根本上

以 2016 年乃至“十三五”期间的经
济发展提升空间是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