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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十九大

李锦：国企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施工高峰期”
本报记者 屈丽丽 北京报道

从联通混改到“
中国神电”破

委主任肖亚庆在发布会上表示，
五年来，国企改革红利逐渐释放，
成效日趋明显。 随着改革的不断

壳，央企重组明显加速，有统计显
示，从去年 6 月至今，已有八次央

深入， 企业市场化运行机制更加
完善， 从中央企业看集团化管控

企重组，到今年年底，央企数量有
望减至 90 家以内。

能力不断提升， 企业运行质量和
效率、发展活力和动力不断提升。

把国企发展引入一个新周期，是这五

家企业效益增幅超过了 20%。
“
这意味着国企新的利润增长点

年国企改革的转折点，在不到两年的

正在形成，结构日趋优化。 意义在两

对此，国企改革专家、中企
之声研究院院长李锦告诉 《中

肖亚庆透露， 截至 2016 年

时间中所创造的改革红利， 极为显
著。 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中国经

方面： 一是这是我们国家自 2012 年
来长期沉浸在经济雾霾里面的一股

济在连续 48 个月下行后，在 2016 年
10 月开始逆势上扬，进入分化、优化

强风，展示出晴朗的蓝天。 经济犹如
在一直下沉的无底洞里沉没，突然着

是 6.4 万亿元， 增加了 30.6%，也

新阶段。

了地，产生很强的稳定感。 二是我国

是增加幅度比较高的。 上交各种

公开数据显示：国有控股工业企
业 2016 年实现利润总额增长 6.7%。

利润行业构成发生重大变化，总体稳
步发展、行业分化加快、结构趋向优

不仅终止了 2014 年和 2015 年连续
两年的下降态势，同时还创造了 2012

化，这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期盼
的境界。 这是属于牵涉中长期的重大

年以来的最高增速。
2017 年上半年， 中央企业累计
实现营业收入 12.5 万亿元，同比增长

变化。 ”李锦分析指出。
在李锦看来， 五年改革是在国
企面临巨大困难时起步的， 而供给

国经营报》 记者：“如果说前一
阶段的国企改革，重在‘夯基垒
台、选材备料、立柱架梁’的话，
那么，2016 年以来，国企改革重
点逐渐转移到相对具体的操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在 102 家中央企业中，有 99 家企业盈利，48 家企业效益增幅超
过 10%，29 家企业效益增幅超过了 20%。
在李锦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底， 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 50.5
万亿元， 和前一个五年相比增加
了 80%；从效益来看，这五年效益

层面，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施

税费 10.3 万亿元，增加了 63.5%，
今年 1~8 月份继续保持这样一个

工高峰期’。 ”

良好的态势， 中央企业实现营业

9 月 28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就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改革有

收入同比增长 15.7%， 利润总额
同比增长 17.3%， 都是历史同期

关情况举行发布会， 国务院国资

增加量最高的。

联通混改破题改革焦点问题
对于混改，一开始是存在思想理论分歧的。
应该说，混合所有制改革是

点，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五年来国企改革最大的热点之
一，如果说 2014 年、2015 年还处

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于热议或有序等待阶段的话，那
么，从 2016 年 9 月开始，央企的

对新时期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作出了总体部署。 但是，直到

混合所有制改革开始进入高潮，
特别是 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确定把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
国企改革的突破口以后，央企混

2016 年 9 月，混改才迈出“实质
性步伐”，国家发改委确定了第
一批 9 家央企混改试点项目。
作为中国大型国企里面唯一一

改的力度明显加大，思路也得到

家集团整体混改试点单位，中

了拓宽。
李锦告诉记者：“对于混改，
一开始是存在思想理论分歧的，
政府智库部门的研讨会，多围绕
股权多少来讨论，一方维护公有

16.8%，实现连续 5 个月保持两位数增

侧结构性改革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

长；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7218 亿元，同
比增长 15.8%，净利润 5353.2 亿元，同

了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粗放、
要素利用效率低下、 环境破坏严重

比增长 18.6%。

以及社会矛盾加剧的局面， 通过发

按照今年 7 月份公布的数据，在

挥市场的力量， 最终帮助国企逐渐

102 家中央企业中， 有 99 家企业盈
利，48 家企业效益增幅超过 10%，29

找到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改革红利
逐渐释放。

“以管资本为主”正成为国资改革的突破口
69 户央企集团公司和 3200 户央企子企业，必须在半年时间内完成从全民所有制到公司制的“变身”。
今年 7 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应该是在 2017 年来非常重要的一

士表示。

民所有制到公司制的
“变身”。

了 《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
方案》，要求 2017 年底前，国资委监

件事情。 ”
的确，2017 年 3 月， 中石化原

转机出现在 2017 年下半年，国
务院办公厅转发 《国务院国资委以

对此， 李锦表示：“改制完成
后，中央企业将全面步入公司制时

国联通混改拉开了国企混改的
序幕。
在李锦看来，联通混改试点
从去年 9 月底开始，是国企混改
形成突破势头的一个标志性事

管的中央企业全部改制为按照公司
法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

董事长傅成玉在全国两会发言，讲
到国企监管改革不能代替国企改

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对
国资监管方式和国务院国资委职能

代。 完成公司制改制，对于央企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至关重要，并且是

公司。这意味着遵循市场化、法治化
机制的
“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
路径得到最终的完善。

革， 国企改革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
政府，导致了“上面想改很难改、企
业想改不能改、不敢改”的不协调局

转变作出系统性安排。 国资委通过
放经营权、授所有权，从而让企业更
好地进行公司治理与市场化经营。

混改、资产证券化等一系列改革的
前置条件。 ”
不过， 李锦也提醒指出：“公司

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一方鼓
吹私有化， 显露消灭国企的意
图。 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所有权
上，而不是经营权上；本质是要
不要改革， 要什么样的改革，而

件。 而联通混改的一个大的背景
就是中央深改组会议提出要形
成允许改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
改革的导向，特别是“对滞后的
工作要倒排工期，迎头赶上”。 这

接近国资委的内部人士告诉
记者：“国资监管体制的改革，是国
企改革的重要一环。 但很长时间以
来，受限于国企机制的问题，国资
监管很难在‘管资本’上获得突破，

面。 很多国企改革的文件主题是改
革，发表出来总有监管的浓烈味道，
所以文件没办法落实。
“出现这一问题， 很难说是政
府还是企业的责任，因为如果没有

“
以管资本为主”正成为国资改革的
突破口， 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
的态势开始明朗。
同时，根据《中央企业公司制改
制工作实施方案》明确的时间表，69

制改制不能换汤不换药。 如期完成
改革的难点不仅仅在于时间紧、任
务重， 还在于改革并非企业组织形
式的简单变更， 而是要切实转换经
营体制机制， 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

不是怎样改革。 ”
回顾央企混改的政策节

为联通在探讨混改路径上提供
了有力的政策背书。

央企的公司制改革无疑为‘管资本
为主’ 的监管路径铺平了道路，这

公司制这个基础，国资监管就缺少
了‘管资本’的制度基础。 ”上述人

户央企集团公司和 3200 户央企子
企业， 必须在半年时间内完成从全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
制度要求的独立市场主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