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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军民融合、航
天技术转民用的高新技术企
业，北京泓慧国际能源技术
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出了国际
领先、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系列化飞轮储能技术和
产品，并已应用于数据中心
飞轮储能UPS、轨道交通能
量回收、新能源储能等多个
领域。”日前在广州由工业和
信息化部主办的2017年“创
客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全国
总决赛上，北京泓慧国际能
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首席运
营官沈庆生向《经济日报》记
者介绍道。

包括北京泓慧国际能源
技术发展有限公司飞轮储能
技术服务提供商项目在内的
小微企业和创客的24个优秀
项目经过激烈角逐，在2017
年“创客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总决赛上评选出了最终
获奖名单。其中，“高镍三元
正极材料”等12个项目分获创
客组一、二、三等奖及优胜奖；
“飞轮储能技术服务提供商”
等12个项目分获企业组一、
二、三等奖及优胜奖。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双创’工作，近年来随着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兴
起，推动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
换和结构转型升级成为中国
经济行稳致远的活力之源。
‘创客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则
是工业和信息化部推动开展
‘双创’工作的重要举措，通过
将‘围绕产业链，打造创新链’
作为大赛主旨，着力打造为中
小企业和创客提供交流展示、
产融对接、项目孵化的平台，
目的是要激发创新潜力，集聚
创业资源，营造‘双创’氛围，发掘和培育一批‘双创’优秀
项目和团队，催生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进而
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促进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发
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张峰说。

作为第十四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的子活
动，“创客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今年已是第二届。本届
大赛汇聚了来自全国的 5275 个项目，比去年增长
65%，吸引了众多细分行业的优质项目参赛，说明“创
客中国”品牌在制造强国建设、制造业和互联网深度融
合以及推进“双创”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张峰介绍，自2014年我国提出“双创”以来，3
年间平均每天新增市场主体超过4万家，其中新登记
企业近1.4万户，企业活跃度保持在70%左右。与此
同时，中小企业作为中国经济创新的源泉，贡献了我国
65％的发明专利、75％以上的企业技术创新和80%以
上的新产品开发，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
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不断向价值链上游提升。
“仅在‘创客中国’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平台上就聚

集了近10万家大中小企业及优秀的创客群体，汇集了
近8000个创新项目，在探索和促成产融合作方面也
取得了一定成果。”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主任孙蔚
敏说，“搭建这一平台的初衷就是希望依托大企业的资
源优势和拉动作用，充分发挥创客的‘草根’创新能力，
建立一个‘互联网+创客+产业’的大中小企业协同发
展产业创新生态圈”。

未来，为共促产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工信部信
息中心还将深化与金融机构的合作，为实体经济特别
是中小企业提供财务托管和贷款服务，尝试推动“政府
风险补偿基金+银行贷款+认股权”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创新融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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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而
言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它关乎
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和治理结构的完善，
关乎企业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关乎企业运
营效率的提升，关乎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剥
离，亦关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由
此可见，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推进国有企业
改革的关键举措和重要突破口。

发展全新意义上的混合所

有制经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国有资
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
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
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同时提出允许更多国
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
有制经济。这为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公平
竞争和合作，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奠定了体制基础，有
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混合所有制这种富有效率和
活力的资本组织形式，必将成为我国新一
轮国有企业改革的有效载体和长久动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
务院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多次作出了重要
部署。201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强调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
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
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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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
制改革的定位和主要领域有了更为深入的
诠释。身处电信行业的中国联通混改试点
方案实施后，无疑会对下一步的国企混改
起到较大的示范带动作用。大力发展全新
意义上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促进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充分激发
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会财富创造，全面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意义。

提升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和竞争力

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为载体来实现国有
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对于提升我国经
济运行效率具有深远意义。更为重要的
是，非公有制经济的产权界定十分清晰，因
而其所有者也会更为关注公司的运营，致
力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
实行混合所有制无疑将有利于提升国有企
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大幅提高
企业运行效率。

另一方面，赋予非公经济在国企改革
中控股的权利，将给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带

来更多机会，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
补短，进一步发挥民营企业对市场敏感和
灵活性强的优势，有效放大国有资本的控
制力，充分发挥影响力，进一步增强混合
所有制企业活力。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混合
所有制改革，推进国企实现与民企的优势
互补和竞争发展，有利于通过资源再配置
释放效率红利，提升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
率，从而为我国经济在中高速区间平稳增
长创造必要条件。

同时，有着多元投资主体参股甚至非
公经济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毕竟不同于
原来的国有独资企业，需要全新的国有资
产监管方式和监管机制，进一步明晰监管
边界。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
改革必然倒逼我国国有资产监管方式也包
括监管机构自身的改革，真正实现从“管人
管事管资产”“既当婆婆又当老板”到“以管
资本为主”的转变，以更好地适应国有企业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趋势，促进混改后企
业各方面参与公司治理力量的有效制衡。

多管齐下加快推进混合所

有制改革

要及时总结第一批、第二批混改试点
的新亮点，争取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成功经
验，在国有企业和地方层面加大政策解读
和试点成果以及案例宣传推介的力度，消

除对于国企混改存在的认识误区，增强部
分地方和国有企业领导的担当意识，调动
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混改的积极性，形成更
为强大的改革动力。同时，在操作层面上，
各项改革需要互动配套，不能单兵突进，要
注重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协调配合，打好
“组合拳”，使多方面的改革举措协同发力。

要适时细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政
策，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打通改革推进的
“最后一公里”。如混改中的增量税负处
理、土地处置和变更登记、国有企业分类的
具体操作办法、职工劳动关系调整、原在企
业管理的离退休人员交接等。此外，还要
完善改革后的退出机制，以消除民营企业
进入之初的顾虑。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已经不
再是单一股权的纯粹国有企业，国有资产
监管机构必须从管企业转向管资产，要以
监管模式的转变提升国有资本的市场活
力。各主管部门也要有效破除政府干预企
业经营决策的行为，最大幅度减少涉及企
业的行政审批事项，使混合所有制企业去
行政化，去部门利益化。

可以预见，随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
革相关政策举措的全面落实，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和产权保护制度将会更为健
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融合
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将会迈上更为广阔
的舞台，为增进国民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发挥混改在国企改革中的重要突破口作用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 刘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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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我国经济亮点纷呈

本报北京10月17日讯 记者崔国
强从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
10月份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民航业
前三季度安全运行、运输生产、航班运行
等多项指标再创新高，业务保障能力进一
步增强。

据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主任唐伟
斌介绍，前三季度民航业实现运输飞行
786.2万小时，通航59.3万小时，分别比
去年同期增长11.4%和2.7%。今年以来，
我国民航未发生运输航空事故，行业安全
生产继续保持平稳态势。

据悉，2010年8月至2017年9月30
日，我国民航实现运输航空持续安全飞行
85个月、5400多万小时，创造了历史上
最好的安全纪录。这些数据有力说明，我
国凭借良好的航空安全纪录，稳居世界民
航业先进前列。

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副司长吉原介绍
了前三季度运输生产情况。9月份，民
航全行业共完成运输总周转量92.8亿吨
公里，同比增长 11.9%。其中，国内、国
际航线分别完成59.6亿吨公里、33.2亿
吨公里，同比分别增长10.1%、15.3%，全

行业运输生产恢复两位数增长；国内客
运市场保持快速增长，国际市场有所回
暖。9月份，我国航空客运市场保持良
好的增长态势，全行业共完成旅客运输
量4654.6万人，同比增长11.5%。其中，
国内、国际航线分别完成 4200.1 万人、
454.6万人，同比分别增长12.0%、7.5%；
航空货运市场延续较快增长态势，国际
增速远超国内。9月份，我国航空货运
市场表现良好，共完成货邮运输量64.4
万吨，同比增长7.1%，其中国内、国际航
线分别完成45.2万吨、19.2万吨，同比分
别增长2.9%、18.4%，国际航线增速超过
国内航线增速15.5个百分点。

吉原表示，在总量增长的情况下，民
航运输生产的结构相比去年同期出现可
喜变化。前三季度，国内航线完成运输总
周 转 量 512.3 亿 吨 公 里 ，同 比 增 长
11.6%。国际航线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284.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13.5%。国内、
国际航线增速差异趋于缩小。在客运方
面，前三季度国内航线完成4.1亿人次，
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4147万
人次，同比增长5.2%。

安全稳居前列 客货运输两旺

民航业多项运行指标再创新高

本报讯 记者佘颖报道：来自国家工
商总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
新登记企业451万户，同比增长12.5%，
平均每天新设1.65万户，继续保持较快
增长势头。企业注册热情的持续高涨，显
示出我国双创正在进入黄金时期。

今年，网络经济、数字经济、共享经济
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新技术新产
品新服务不断涌现。前三季度，新兴服务
业发展较快，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现代服务业继续
较快增长，同比分别增长40.5%、24.5%、
17.9%。受金融监管不断加强以及进入
门槛的限制，金融企业增长继续下降，新
登记企业同比下降23.3%。房地产业较
快增长，同比增长39.9%。

随着市场主体大量涌现，特别是创新
型企业大量发展，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重要风向标，也为经济持续增长夯实了
微观基础。据国家工商总局对新设小微
企业开业一周年的活跃度调查，2016年
第三季度新设企业到2017年第三季度，
开业率为69.7%，户均从业人员由开业时
6.27人增加到7.42人，增长18.4%。

国家工商总局新闻发言人于法昌表

示，总体上，企业的活跃发展，与宏观经济
形势向好趋势相一致，形成宏观经济与微
观基础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另一方面，企业注册数量猛增，与当
前正在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密不可
分。2014年正式启动商事制度改革前，我
国日均新设企业仅为6900户，改革3年
多，企业日均注册数量是之前的两倍多。

今年前三季度，“多证合一”改革全面
启动，各地积极探索多样化的改革模式，
大幅度整合涉企证照，成为社会高度评价
的又一改革亮点。虽然预计的目标是10
月1日全面实现，但许多省区市都提前启
动改革，为企业注册创造了便利。无论是
9证合一、35证合一还是53证合一，都大
幅缩短了企业注册经营的等待期，“一个
窗口办理、一套材料、只跑一趟”等措施，
方便企业尽快投入生产经营。

同时，各地还积极推行全程电子化
和电子营业执照，许多省区市实现创办
企业“无纸化”“零见面”。通过改革，消
减了百姓投资创业的难点和堵点，降低
了投资兴办企业的制度性成本，改善了
营商环境，增强了百姓对改革的获得感
和认可度。

改革推动双创进入黄金期

日均新设企业达1.65万户

本报北京10月17日讯 记者吉蕾
蕾从农业部获悉：今年三季度，我国农产
品市场供求关系进一步改善，无论是粮棉
油等大宗产品，还是肉蛋菜等鲜活产品，
市场总体保持企稳回暖态势。

统计显示，三季度，“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均值为 96.56（以 2015 年为
100），环比下降1.13个点，同比低0.22个
点；“菜篮子”产品200指数为95.79，环比
下降1.27个点，同比低0.3个点。

从市场关注度较高的几个品种看，8
月份，猪肉价格结束了长达半年的下跌后
开始回升，月均批发价每公斤为 20.16
元，环比涨2.0%；9月份猪肉批发价格每
公斤20.49元，环比涨1.6%；上半年鸡蛋
价格持续下降，8月份以后，随着养殖户
大幅调减产能，鸡蛋供应过剩的局面得到
扭转，价格开始回升。9月份鸡蛋批发市
场均价为每公斤9.00元，环比涨11.3%，
同比高9.9%；蔬菜生产保持稳定，价格季

节性上涨。三季度蔬菜批发均价每公斤
3.7元，环比涨8.0%，同比基本持平，其中
菠菜、生菜、莴笋、芹菜等品种涨幅较大。

夏粮购销两旺，价格小幅上涨。市场
主体收购意愿较强，收购进度明显快于上
年。据农业部监测，三季度国有粮食企业
小麦收购均价每百斤 119.5 元，同比高
2.0%。早籼稻收购价基本稳定，国有粮
食企业早籼稻收购价稳定在每百斤130
元左右。截至9月30日，主产区累计收
购早籼稻916万吨，同比增加57万吨。
“当前农产品市场出现的积极变化，

从根本上讲，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的结果。”农业部
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唐珂表示，从农业
部组织专家会商和市场调度的情况看，当
前农产品市场供给总体充足，如果不出现
大范围灾害性天气，预计粮食等大宗农产
品价格将基本平稳，鲜活农产品受周期
性、季节性因素影响将以小幅波动为主。

农产品市场呈现企稳回暖态势

本报北京10月17日讯 记者刘慧
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获悉：2017
年前三季度，全国供销系统经济运行
持续实现平稳较快增长，实现销售总
额 36899 亿元，同比增长 15.3%，增速
较去年同期提高 4.4 个百分点，较上半
年提高 0.9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商务
和在线商品交易额快速增长，达到

6118.2 亿元，同比增长 25.7%，其中电
子商务销售额增长达到 84.4%，继续保
持高位态势。

全系统县及县以下业务稳步发展，销
售增速明显快于上半年。县及县以下销
售同比增长15.6%，其中第一季度、第二
季度、第三季度分别增长12.8%、15.7%和
17.6%，销售增速明显加快。

农村电子商务继续高速增长

日前，位于祁连山下甘肃张掖甘州区花寨小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农户正在晾晒刚

刚收割的谷子。金秋时节，甘肃张掖10万亩谷子喜获丰收。近年来，当地加快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大力发展优质绿色有机无公害谷子

种植，培育的“金花寨”品牌小米出口赞比亚，成为甘肃首个小米出口品牌。 王 将摄

本报北京10月17日讯 记者冯其予报道：商务
部17日发布数据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我国境内投
资者共对全球154个国家和地区的5159家境外企业
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780.3亿美元，
同比下降41.9%。商务部合作司商务参赞韩勇表示，
这一数据反映出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进一步有效遏
制。此外，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024.5亿美元，
同比增长2.3%；新签合同额1682亿美元，同比增长
13.8%。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7.3万人。
三季度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96.4万人。

韩勇表示，前三季度对外投资合作主要呈现三个
特点。

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合作稳步推进。前三
季度，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57个国家新增投资
合计9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3%，比去年同期增
加4个百分点。相关非金融类投资额增长较快的国家
有：柬埔寨，同比增长82.9%；老挝，同比增长68.8%；
马来西亚，同比增长68.2%；俄罗斯，同比增长34.1%。

对外投资降幅收窄，行业结构持续优化。前三季
度，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
发和零售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
比分别为32%、17.3%、12.2%和10.5%。房地产业、体
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

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大项目多，带动出口作用明
显。前三季度，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在5000万
美元以上的项目508个，合计1426.7亿美元,占新签
合同总额的 84.8%。对外承包工程带动货物出口
109.7亿美元，同比增长17.1%，高于同期货物贸易出
口增幅。

前三季度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降41.9%

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进一步遏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