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大代表、鹏欣集团副董事长
葛俊杰今年换了个身份参加两会——去
年两会时，他还是国有企业光明食品集
团的副总裁；今年两会，他的职务变成了
民营企业鹏欣集团副董事长。跳出国企
的人大代表如何看待国企改革？

葛俊杰代表说，本轮国企改革的焦

点是提高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益两个方
面，因此国企改革要利用好市场化平台；
如果还是关门搞改革、体制内搞改革，就
很难实现解决国企活力、动力和竞争力
问题的目标。

如何利用市场化平台搞国企改革？
他有 4项建议：

一是坚定不移抓混合所有制改革。
民企参与混改，不仅要参与投资，更要在
国企的治理结构、公司运营上发挥作用。

二是坚定不移推动职业经理人制
度。“企业经营人才很关键，国企不能用原
来的官本位思维方式去定位国企经营者，
应该真正按市场主体要求去定位”。

三是要形成有利于改革的指标体
系、考核导向。国企经营者改革要真改
革，就应该有改革评价体系。

四是实行“一企一策”，根据企业发
展的不同阶段、不同需求，按瓶颈导向、
问题导向去改革。

“要是完不成经营目标，我恐怕就得
被解聘了。”全国人大代表、杏花村汾酒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汾酒集团）
董事长李秋喜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很有
几分底气，因为这轮国企改革中企业发
展的势头很好。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7 年要
加快推进国企国资改革。要以提高核心
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为目标，形成有
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灵活高效
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对此，李秋喜代表
深表赞同，只有机制变化了，才能将人的
积极性释放出来，解决“班子能上不能
下、干多干少一个样”等国企弊病。

他举例说：“改革之后，山西省国资
委按照约定向汾酒集团下放了人事、投资
计划等 8 项实权。不说别的，仅‘董事会
可行使对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总工程师、总经济师解聘权、业绩考核
权和薪酬管理权’这一项，就彻底改变
了人的依附关系。无论是谁，完不成任
务都得按规矩来，这样就解决了‘班子
能上不能下’的国企弊病。”

2017 年，国企改革将进入落地期，
混合所有制改革将成为国企改革的重要
突破口。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
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王景武认为，“混合所
有制改革不是单纯为混而混，而是要推
动产业链中产业节点的混合、市场化经
营机制的混合、不同资源禀赋的混合。
切忌一窝蜂、定比例，要充分遵循市场发
展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发挥市场配置
资源作用，绝不能用行政取代市场”。

国企“混改”如何落地？王景武代表
用“三因”“三宜”“三不 ”来 概括，“所谓

‘三因’，就是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
施策。对企业集团实行纵向和横向分
类，针对准公共性企业、竞争性企业、科
技型企业、非主业企业、长期亏损企业以
及休眠企业的不同特点和行业政策要
求，探索上市、政府购买服务、员工持股
等方式实现股权多元化。‘三宜’，就是宜

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结合企业
战略和发展情况稳妥有序地发展混合所
有制经济，选择独资、控股、参股等不同形
式，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防止

‘一混了之’。此外，在混改过程中，坚决
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

在具体实践中，金融创新成为国有
企业转型升级的一大“引擎”。全国人
大代表、广州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招兴说，越秀集团充分利
用国资平台、上市平台、社会化平台和

两地平台，通过兼并收购、股权重组和
战略合作，用金融创新来提高国有资
本的配置和运行效率，同时实现转型
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有助于国
企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和提升核心竞争
力。越秀集团过去以水泥、造纸等传
统产业为主，现在升级到了金融和交
通等行业。截至去年年底，越秀集团
总资产突破 4200 亿元，营业收入超过
400 亿 元 ，利 润 总 额 超 过 100 亿 元 。”
张招兴代表说。

此外，在国有“僵尸企业”处置过程
中，也需要金融机构来“搭一把手”。王
景武代表说，2016 年以来，人民银行广
州分行积极配合广东省经信委工作安
排，提供相关企业名单，协助建立“僵尸
企业”数据库；并鼓励金融机构创造条
件支持“僵尸企业”处置和产业转型升
级。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到 2016 年末，
广东省完成国有关停企业出清重组 266
户，实现全省国有关停企业基本出清，
300 户以上特困企业脱困。

民营企业鹏欣集团副董事长葛俊杰代表：

跳出国企看改革
本报记者 佘惠敏

3 月 13 日上午，人大

山东代表团在驻地举行分

组会议，审议两高报告。

审议结束后，全国人大代

表周洪江（右二）与同团代

表交流时认为，转型升级

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出

路所在。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国企改革如何“落好地、站稳脚”
本报记者 李 哲 陈 静

2017年，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
面提升质量水平、主攻智能制造、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等话题
引发了人们的热议，也为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国汽车
品牌的杰出代表，广汽传祺率先在汽车行业践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
提升体系实力与供给效率，持续挖掘内部潜力，连续 6 年以 85%的年均复合
增长率实现了优质高速发展。

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2 月，传祺累计销量
42675 辆，同比增长 85%，增速继续领跑汽车行业。其中，传祺 GS8 1 至 2
月累计销量 16423 辆，连续两个月位列中大型 SUV 市场第二，与丰田汉兰
达、福特锐界形成三足鼎立的大七座 SUV 市场格局，创造了同等价位中国
品牌的上好销售成绩。广汽传祺跨越发展的背后，是坚持创新驱动，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智能制造来撬动市场，以高品质的产品赢得市场的
有力体现，彰显了广汽传祺引领中国品牌不断向上的实力和信心。

广汽集团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广汽乘用车总经理郁俊认为：“坚守品质
是广汽传祺取得市场和品牌持续向上攀升的核心价值，广汽传祺将秉承品
质至上的造车理念，不断为全球消费者打造更优质的汽车产品。”

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体系 打造世界一流产品品质
广汽传祺自成立之初便从中高端市场切入，坚持正向开发，坚持国际

标准，构建了以广汽全球研发网、广汽生产方式、全球供应链体系为核心的
世界一流造车体系，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优势。目前，广汽传祺从

汽车设计、生产流程、销售流通以及售后服务全方位细节管控，打造出一整
套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体系，开创了以“止呼待、PDCA”为核心，以“标准
化、体系化、平台化”为基础，以“质量基本理念、过程质量保证、持续改善”
为三大支柱的广汽质量管理模式，确保每一个环节的高品质输出。在 J.D.
Power 新车质量评价（IQS）中，广汽传祺连续四年位居中国汽车品牌前列，

2016年全行业排名第五，取得中国品牌历史性突破。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
洪表示：“没有品，就没有牌。只有坚守品质，才能成就品牌。”

广汽传祺独创的“广汽采购方式”，可实现标准化、规范化的供应链
管理，并与全球十大汽车供应商达成战略同盟，保证了产品品质稳定在
较高水平。2016 年广汽传祺供应商零件不良率为 22ppm，远低于国内主
流自主与合资品牌供应商零件不良率，而今年广汽传祺供应商零件不良

率力争达到 10ppm，以此目标推算，这意味着预计全年 6.5 亿件供应商零
件中只允许出现 650 件不良，充分显示了广汽传祺对产品品质管控体系
的强大自信。

大力发展智能制造 勇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先行者
智能制造不仅是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创新，更是企业管理和模式的创

新。广汽传祺第二生产线是世界先进的智能工厂，以广汽生产方式（GPS）
为核心，充分考虑 SSC 原则（Simple、Slim、Compact）,建立信息物理融合
系统，并运用创新思维全力发展智能制造技术，实现智能生产和智能物流，
提高效率、保障质量、降低成本，实现最优价值流，满足顾客个性化定制需
求，占据汽车制造行业制高点。

通过在全生命周期贯彻广汽生产方式理念，广汽传祺零部件库存减少
70%，厂房的可利用面积增加了 30%，库存资金减少 50%。经过多年的发
展，广汽传祺产品技术进入了 2.0 时代，工艺规划进入了 4.0 时代，建立了全
新的工业制造体系，这个体系在二线工厂建设过程中得到充分实践，并逐
步形成了全面的核心技术系统，如厂房施工规范、人机工程优化标准、无尘
车间建设、机器人离线编程技术等。

广汽传祺现有标准产能为 35 万辆/年，通过生产组织方式优化和产能
挖潜，可实现 50万辆/年的产能规模。同时，广汽乘用车新疆项目与杭州改
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将大幅优化和提高广汽乘用车的整体
产能，同时也标志着广汽传祺形成覆盖珠三角、长三角和“一带一路”经济
带的全国战略布局，为后续进一步打开市场空间奠定了坚实基础。

广汽集团总经理冯兴亚表示，广汽传祺品牌承载了广汽集团可持续发
展的希望，广汽集团“十三五”战略规划的重中之重就是举全集团之力实现
传祺品牌的跨越式发展。郁俊透露，广汽传祺将在 2017 年集中推出 9 款新
车，其中包括 GS7、GS3、GA4 及 GM8 四款全新车型，GS4 PHEV、GA6
PHEV、GE3 三款新能源车型以及 2 款中改款车型，挑战 50 万辆销量目
标。未来 5 年，广汽传祺规划投放 20 至 30 款车型，争取 2020 年实现 100
万辆销量目标，不遗余力将传祺打造成中国汽车领军品牌，并且力争成为
极具品牌价值、极具影响力、深受顾客喜爱的世界品牌。

坚持国际标准打造高品质产品坚持国际标准打造高品质产品
广汽传祺引领中国制造迈向新高广汽传祺引领中国制造迈向新高

““旗舰级豪华大七座旗舰级豪华大七座SUVSUV””传祺传祺GSGS88 广汽传祺焊装车间运用机器人协同作业技术广汽传祺焊装车间运用机器人协同作业技术，，主线实现全自动化生产主线实现全自动化生产

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洪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洪

广汽传祺总装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广汽传祺总装车间自动化生产线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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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芸代表：

看好人民的“钱袋子”
本报记者 佘惠敏

“对非税收入的费，要严格按预算法要求，不能收的一
律不得征收。听说有的地方费都占到 50%了。从中央到
地方，到底有多少税收之外的收费项目，能不能给代表一个
清单？”“社保基金总说缺口很大，我们却没法监督，能不能
进行全口径预算？”⋯⋯

这些犀利的问题，都出自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富申评估
咨询集团董事长樊芸。今年两会期间，她在上海团的全体
会上一口气扔出好几个关于财政预算的“质疑”和建议。

犀利是樊芸代表的一贯特色。履职 10 年、连任两届全
国人大代表的她，曾在本届任期中 3 次追问财政部：财政转
移支付的钱去哪了？

第一问是 2013年两会中，樊芸代表发言。“当时财政部
的同志也在座。我提出，专项转移支付连续每年呈 30%的
增长，这个增长比例太高，不透明，缺乏监督。转移支付的
钱到底去哪了？”

第二问是 2015 年年初，全国人大初审预算报告，她是
9 名受邀代表之一。她发现，5 万亿元的转移支付中，有 1.5
万亿元并没有申报单位，意味着转移支付申报环节仍可能
存在漏洞。樊芸代表在初审会上追问财政部负责人：“申报
单位是不是以落实的项目来申报？不落实的项目有没有虚
报或者报得过高？”

第三问是 2015 年 3 月，她发现提交两会审议的预算报
告草案上，转移支付的 1.5 万亿元仍然“下落不明”。她拦
住财政部的工作人员说：“预算报告过几天就要表决了，这
1.5万亿元没说明去向，我们怎么表决？”

锲而不舍地追问，也确实有了效果。“几年来，财政专项
转移支付增长率减少了十几个百分点。”樊芸代表说，更重
要的是制度设计的改变，预算逐渐公开，财政部跟代表们进
行了更多的沟通。过去，人大代表到两会期间才能看到预
算报告草案并进行审查，自 2015 年起，每年两会开始的两
个月前，全国人大就邀请部分代表到京对预算报告草案先
行初审。

樊芸代表表示，只要还担任人大代表，对财政的追问就
会继续下去。因为财政是“庶政之母”，人大代表为人民看
好“钱袋子”是应尽之责。

“其实我和财政部是不打不成交，共同提高。”樊芸代表
说，财政部每次都认真对待代表们的质疑，派专业人士来跟
她对话。代表们帮财政部找“漏洞”，财政部也主动沟通，用
图表形式解释，帮助代表们看懂报告。

“人大代表理应替人民关注敏感问题，关注敏感问
题一定要有力度，并用心把握好尺度。”樊芸代表总结
自己的 10 年履职经验时说：“我会一直为人民发声，替
人民尽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