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深化混合
所有制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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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黄晓平表示，民营
企业参与国有企业重组或混改，使国有资
本既可借助对方的市场开拓能力，也可借
助对方的技术优势，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有利于调动双方积极性，更利于企业的
发展竞争。

“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与对方进行公

正平等的合作，建立良好的商业信誉，是对
非公经济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最大的鼓
励。”黄晓平代表说，目前，该集团新建项目
和新建公司基本都是多种所有制参与，海
外项目也有当地银行和企业积极参与。比
如，陕西有色集团与美国硅材料公司共同
出资设立陕西有色天宏瑞科硅材料有限责
任公司，陕西有色集团出资 2.5398 亿美
元，出资比例为51%。该公司成立后，引进
世界先进的多晶硅生产技术（硅烷流化床
法），项目建成后将使陕西省太阳能光伏产
业迈向世界一流水平。

国有资本与非公经济“结合”，也为国
有资本健康发展注入了活力。例如，陕西
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与世界500强企
业美国伊顿公司组建了法士特伊顿（西安）
动力传动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其与世界知
名企业美国卡特彼勒公司联手组建的“西
安双特智能传动有限公司”，使该公司在新
技术开发、新产品投放、市场开拓等诸多方
面如虎添翼。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推
进国企国资改革，我对此信心满满。”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
司原董事长王计表示，2016 年以来，财
政部、科技部、国资委等部门先后发布多
个关于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
内容的指导意见，这些配套制度的出台，
对完善国有企业职工持股制度有深远意
义，有利于国企混改的推进。

不过，目前的国有科技型企业职工
持股激励制度有些方面还有待完善。在

王计委员看来，局限性突出表现在“国有
科技型企业”的认定范围较为狭窄、门槛
较高，使得部分企业对能否适用现行规
章制度进行职工股权和分红激励改革存
有疑虑。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出于吸引
和稳定人才的需要，初创科技型企业在
实施股权和分红激励上更具紧迫性。因
此，需要明确将初创科技型企业纳入实
施股权和分红激励适用范围。

据了解，有关规章制度将“国有科技
型企业”的范围确定为：一是转制院所企
业、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二是高等
院校和科研院所投资的科技企业；三是
国家和省级认定的科技服务机构。

“目前，部分文件对‘国家认定的高
新技术企业’没有明确定义或说明，只好
参考已有其他类型文件，由此带来了企
业认定门槛较高等问题。”王计委员说。

鉴于此，王计委员建议，修订和完善
现行的规章制度，适当调整“国有科技型
企业”的认定范围和认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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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平代表：

以公正平等促国资与民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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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计委员：

国有科技企业职工持股待完善
本报记者 周 琳

今年两会，在山西代表团驻地，记者再次见到
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她是唯一亲历了第一届到第
十二届人代会的代表。如今，88 岁的老人，依然
是一身深蓝色中山装，穿着一双方口布鞋。“今
年，我又带来一份修路建议。”老人说到路，话语
就多起来。

申纪兰代表是山西平顺县人。那是太行山区的
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山大沟深。申纪兰代表在一个
叫西沟的村庄里生活了一辈子。路，凝结着人们走
出大山的希望。

“当年，我骑着毛驴出村，走了四天多才到北
京；如今，三个小时就从太原来到北京了。”申纪
兰代表说，这些年来，她的议案和建议中，很多都
是与路有关的：上世纪 90 年代，她提议开通北京
到长治的火车；十多年前，她又一次次提建议，修
通了平顺到长治的二级公路。

这几年，来平顺县的游客越来越多，县里把发
展全域旅游纳入了新的脱贫战略。“从发展旅游的
需要来看，我们那里的路又不行了。”申纪兰代表
说，我今年的建议是，将南太行旅游轨道交通列入
交通运输部“十三五”建设计划，通过架构交通网
络，将山西省的长治县、壶关县、平顺县与河南省
林州市的主要旅游景区串联，以推动南太行区域的
全域旅游发展。“路通才能迈大步。”申纪兰代表
说，相信我们山里的路会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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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概念已经不陌生，但说起将3D打印技
术应用于骨科手术，许多人了解还不多。全国人大
代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刘忠军手里拿着
一位患者的颈椎模型告诉记者，在为患者切除肿瘤
后用 3D 打印的人工椎体进行置换，类似病例，他
所在的医院已成功完成了10例。

刘忠军代表表示，医疗行业高端医用设备和器
材长期被国外产品“一统天下”。社会普遍感觉

“看病贵”，与此有很大关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国内创新性医疗产品，可以实现“优质低价”。以
国内首个获得注册批准的 3D 打印髋关节臼杯产品
为例，自主研发的价格是国外产品的三分之一。因
此，加大医疗科技创新迫在眉睫。

然而，目前医疗领域科技创新的环境并不尽
如人意。一些医疗产品的审批过程过于漫长，且
我国还缺乏个体定制化医疗器械管理法规等制
度。相比之下，对个体定制化医疗产品等创新性
医疗产品，一些发达国家在管理机制和审批流程
方面比较灵活。

因此，刘忠军代表建议，要针对医疗科技创新
的特殊性，研究制定出相关支持举措，使创新成果
转化的速度加快，站在国际竞争需要的高度，研究
和打通医疗科技创新的绿色通道。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推进国
企国资改革。无论是在小组讨论会上，还
是在全体会议上，国企混改都成为代表委
员们关心的话题。3 月 9 日下午，在十二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国
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表示，混合所有制
改革上要进一步推动，数量上要扩大，层
级上要提升，更要有深度的进一步拓展。
肖亚庆的发言更是引发代表委员关于国
企混改又一轮热议。

增强民资参与信心

去年以来，全国各地的国企改革备受
关注。去年 9 月底，国家发展改革委曾召
开混改试点专题会。去年 12 月召开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将混改作为国企改
革的重要突破口。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
杨凯生表示，增强民间投资意愿和信心最
重要的是产权保护。去年底，中央出台了
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
意见，无疑是对国企混改最有力的促进与
推动，也是最大力度的支持与鼓励。

“如果产权保护政策不明确，公有产权
与私有产权的界限不清、责任不明，就很难
从真正意义上推动国企混改。即便勉强为
之，也无法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效率。”杨
凯生委员认为，如果产权改革落实了，对增
强民营企业的信心，投入国有企业混合所
有制的改造，都会有很大促进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孙明波表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
过程中，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共享资源、
平等竞争，民营资本参与混改积极性很
高。对于竞争性行业，混合所有制非常适
合，目前大部分国企实行了混改，政府也
在推行 PPP 模式，与社会资本合作，保证
了民营资本的活力。

“从中央出台的文件来看，国有企业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已非常明确。就
是让企业用最少的资源消耗，生产最好的
产品。”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国资委主任
王昌在记者采访时说。

王昌代表认为，每家企业的情况都有
所不同。因此，改革的方式也不能一刀
切。有些要去产能，有些要剥离企业办社
会的职能，有些要积极调结构。混合所有

制改革也是如此，不能为了混改而混改，
国有企业可以控股，也可以参股。目前，
地方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从国
企和民企共同做项目开始的。经过一些
试点，混改的范围有望从二级企业扩大到
一级企业。

增强国资使用效率

“国企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然而一些老国企缺乏活力，需要盘活
现有的资源，提升资产的使用效率。”全国
人大代表、河北秦皇岛市政协副主席霍兴
文说。

据霍兴文代表介绍，秦皇岛市政协在
调研中发现，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很多
老国企焕发了生机和活力。例如，中铁山
桥集团有限公司前身是山海关桥梁厂，经
过多次改革，企业专注钢结构桥梁的设计
和建造，目前已经成长为业内数一数二的
企业。前不久竣工的港珠澳大桥，其钢梁

结构由这家公司独立完成。像山桥集团
这样通过改革激发活力的企业，在国内还
有很多。

孙明波代表介绍，从青岛啤酒股份有
限公司的混改实践来看，1993 年国有资
产占比 40%，价值 4 亿元。到去年年底，
国有资产占比为 30%，价值 150 亿元。“从
4 个亿，经过 20 多年发展到 150 亿元，可
以说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经济发展等各
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孙明波代
表说。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也
是今年两会上的热点话题。目前，多家试
点央企改革也正加速落地。对于改革试
点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诚通控股集
团董事长马正武表示，现在很多企业都在
争当试点，事实上试点也是个试错的过
程，如果试对了，其经验和做法应大力推
广。同时，试点应该有一定的期限。“否则
企业变成等完政策等细则，等完细则等试
点。”

此外，马正武委员认为，国企改革应
该注重协调性，综合试点。“现在的改革有
很多部门都在参与负责，试点企业也各不
相同，而在试点的过程中，单个试点有时
难以推进。”马正武委员表示，在改革试点
上，应该加快推进综合改革，使“点”上的
改革与“面”上的改革相结合，从而让试点
更加具有成效。

确保职工切身利益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施后，除了产业
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职工的转移、安置
也成为重中之重的问题。据王昌代表介
绍，新兴际华、中船重工等国有企业在
改革的过程中都充分考虑了这一问题。
通过混改，国企的股权实现了多元化，
法人治理结构更为规范。国有资本和民
营资本的优势都发挥了出来，对人员的
安置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国资委在职
工安置中也注重引导和监督作用。应该
说，国企混改从顶层设计之初就比较完
善，国资委在改革过程中全程参与监
督，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也有不少企业在混改之后实行
了员工持股计划。通过股权激励的方式
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也因
此获得更好的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淄博原山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建博告诉记者，国有林
场改革的目标一方面是大力发展林业产
业，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
要改善林业人的生活，不让一个林场人
掉队。

据孙建博代表介绍，原山集团秉持
“一家人”的理念，事业编、企业编、合同制
等不同身份的员工享受相同的待遇和福
利。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后，随着企业进
一步发展壮大，员工的个人权益和待遇将
会得到显著提高。“我们的目的是人人都
享有发展成果，人人都能实现自我价值。”
孙建博代表说。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成效显而易
见。来自国务院国资委的数据显示，今年
前两个月，中央企业进一步保持了稳定向
好的发展趋势，营业收入为3.7万亿元，同
比增长15.2%。

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小组会议上，奚国华委员（右一）就推进国企改革、提质增效
发表观点。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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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架构交通网络，将主要旅游
景区串联，推动南太行区域的全域旅
游发展

深度推动石墨资源深加工，延伸
产业链，加强创新链，提升价值链，
促进石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要针对医疗科技创新的特殊性，
研究制定出相关支持举措，使创新成
果转化的速度加快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针对黑龙江经济发展两次
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深度开发原字号，要向资源
开发及其深加工要发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
提出“加快新材料等技术研发和转化，做大做强产
业集群”。对此，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鸡西市
市长张常荣将目光对准了石墨这一黑龙江省有供给
优势又有巨大市场需求潜力的产业。

张常荣代表谈道，深度推动石墨资源深加工，
延伸产业链，加强创新链，提升价值链，促进石墨
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做好石墨产业发展这篇大文
章，鸡西对此充满信心。

就石墨产业发展，张常荣代表建议：编制《全
国石墨及石墨新材料产业发展规划》，在国家层面
对资源开发利用、行业准入、加工发展、技术研
发、产业政策等总体谋划、系统规划，集中力量，
提升整体产业发展；支持国家设立在黑龙江省的

“中国石墨产业发展联盟”建设，重点在开展石墨
及石墨烯关键共性技术联合攻关、公共服务平台和
重点应用示范工程上给予支持；建议成立专门的全
国石墨产品及制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张常荣代表张常荣代表：：

““原字号原字号””开发向深挖潜开发向深挖潜
本报记者 倪伟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