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国企改革进入“深
化施工期”，包括公司制改制、混
合所有制改革及央企重组等工作
全面推进，好戏连台。

各级国资委和广大国有企业
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贯彻新发
展理念，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按照国企改革“1+N”
顶层设计，深入推进各项工作，攻
坚克难，务求落实见效。随着改
革红利的释放，国有企业的质量
效益稳步提高，发展活力持续增
强，现代企业制度日益完善，为做
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发展后劲不断提升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
梁柱”。

岁末年初，国有企业传来捷
报：2017 年 1 月份至 11 月份，国
有企业收入和利润持续较快增
长，利润增幅高于收入 9 个百分
点。其中，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
入 278164.4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3.2% ； 中 央 企 业 实 现 利 润
16688.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7.7%，利润增速创近 5 年同期
最好水平。

国有企业经济运行实现稳中
有进，对经济社会的贡献也不断
加大。2017年1月份至10月份，
中央企业累计上缴税费1.8万亿
元，同比增长 3.6%，政策性减费
让利超过1200亿元，结队帮扶了
246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双创平台带动社会就业 600
万人。

当前，国有企业发展正朝着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
方向不断迈进。国务院国资委主
任肖亚庆深有感触地说，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确实促进了中央企业
的发展，特别是提升了发展后劲，
使央企发展更符合市场要求，更
符合广大群众的期待。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
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有企
业发展也须做到质量第一、效益
优先。按照部署，中央企业将继
续全力打好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攻
坚战。

在大力化解过剩产能方面，
2017年1月份至10月份，中央企
业化解钢铁过剩产能 595 万吨，
化解煤炭过剩产能2523万吨，均
提前完成全年任务。

在降杠杆方面，严格债务风险
管控，2017年11月末中央企业平
均资产负债率稳定在66.4%，较上
年年初下降了0.3个百分点。

在推进“处僵治困”工作方
面，截至去年三季度末，2041 户

“僵尸”特困企业整体亏损额降至
121.6 亿元，较 2015 年同期减亏
约1380亿元。

在压缩管理层级、减少法人
户数方面，截至2017年10月底，

中 央 企 业 累 计 减 少 法 人 户 数
7062户，减少13.53%。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促进我国产业
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中央企
业在国产大飞机C919、港珠澳大
桥、“蓝鲸1号”深海钻井平台、北
斗系统、特高压、高铁等一批重大
创新工程上取得突破。地方国有
企业不断完善创新体制和机制，
涌现出洛阳机械、秦川机床、大连
冰山等一批“双创”典型。

深化改革多点突破

2017 年 12 月 25 日，中国移
动发布公告称完成公司制改制
——企业类型由全民所有制企业
变更为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名称
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变更
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企业原有业务、资产、资质、
债权债务均由改制后的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承继。

这只是央企公司制改制进入
冲刺阶段的一个缩影。此前，中
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中国
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医药集
团总公司、国家电网、中国中车等
多家央企已完成集团层面公司制
改制。

公司制改制是深化国企改革
的重要内容，是建立中国特色现
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必要条件。按
照要求，2017 年年底前，国有企
业公司制改革基本完成。最新信
息显示，中央企业集团层面公司
制改制方案已全部批复完毕，各
省级国资委出资企业改制面达到
95.8%。

“国有企业改革全面深化，重
点难点问题取得重大实质性突
破。”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王文斌
近日表示。

不仅公司制改制全面提速，
企业分类改革、董事会建设等方
面也取得新进展。央企集团层面
和 31 家省级国资委出资企业功
能界定与分类工作已经完成，分
类改革、分类考核、分类监管等工
作逐步深化，央企子企业层面功
能界定与分类工作正在有序开
展。截至目前，87家央企建立了
董事会，其中83家外部董事占多
数，二级子公司的国有独资、全资
企业中近一半建立了董事会；各
省级国资委出资企业中有92%已
建立董事会。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
的重要突破口。目前，中央企业
中已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
户数占比68.9%，10 户开展员工
持股试点的中央企业子企业已完
成员工出资入股和工商登记；21
个省(市)126 户企业开展了员工
持股试点。

“第三批混改试点名单已经
确定，一共是 31 家企业。其中，
中央企业子企业10家，地方国有
企业 21 家。”国务院国资委副秘
书长彭华岗表示，三批混改试点

加起来一共是50家，重点领域混
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正在逐步有序
推进。

总体来看，试点企业通过混
改取得了 3 个明显成效，即投资
实力明显增强、杠杆率明显降低、
经营状况明显改善。“特别是中国
联通、东航物流等混改试点方案
落地实施，改革力度大，市场反映
积极，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
表示，下一步，将按照完善治理、
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
要求，推动三批试点任务落地见
效，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
度性经验，加强对地方混改的协
调指导，推动形成国有企业混合
所有制改革新局面。

培育世界一流企业

2017 年 11 月 28 日，国家能
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
立。这个由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与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并重组
而来的企业资产规模超过1.8万
亿元，坐拥4项世界第一：煤炭生
产能力世界第一、火力发电产能
世界第一、可再生能源发电产能
世界第一、煤制油及煤化工体量
世界第一。通过重组，这家国字
头企业正朝着全力打造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综合能源集团
的目标稳步迈进。

党的十九大发出了“培育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的动员令。在肖亚庆看来，培育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正当其时。我国不少国有企业已
迈进或接近世界一流企业阵营。
中央企业中，有 48 家进入世界
500 强；不少企业的核心产品和
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中国
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为培育世界
一流企业创造了难得的机遇，提
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

国资委和中央企业瞄准培育
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持续推进
战略性重组。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共完成18组34家中央企业
重组，央企数量调整至98家。其
中，国电与神华合并是近年来规
模最大的一次央企重组。通过重
组整合，国有资本更趋集中，中央
企业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明
显提升。

毋庸讳言，培育世界一流企
业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规模的问
题，还需要企业的产品和技术、管
理和团队、文化和品牌等各方面
综合素质的提高，并非轻易就能
做到的。就此，国资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要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创新引
领发展、进一步提高企业国际化
经营水平、培育一流人才等方面
下更大的功夫。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将成
为国有企业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世界一流企业的根本保证和最
大优势。

国企改革全面进入“施工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雷

“2017 年 1 月份至 10 月份，
中国宝武实现营业收入 3888 亿
元，同比增长 55.4%；实现利润
145.6 亿元，同比增长 66.6%，全
年预计大幅超额完成预定目标。”
中国宝武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陈德荣日前表示。

中国宝武自2016年12月份
成立以来，按照国务院国资委关
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的要
求，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
以“瘦身健体”为基础，以整合融
合为抓手，以创新转型为引领，以
体制机制改革为驱动，以加强党
建为保障，通过“五位一体”的系
例举措全面深化改革。在全体干
部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宝武取
得了较好成绩。比如，经营业绩实
现大幅增长、压减过剩产能目标提
前完成、压减工作取得突破等。

“2016年我们化解过剩产能
997 万吨，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
年度任务，占全国去产能总量的
15%；2017 年 545 万吨的去产能

目标也已完成，提前 1 年超额完
成了国家下达的 3 年去产能目
标。”陈德荣表示。

作为新一轮国企改革中的首
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资本
运营成为中国宝武在产业布局上
的主要模式。早在去年4月份，中
国宝武就联合美国WL罗斯公司、
中美绿色基金、招商局金融集团共
同组建了中国第一只钢铁产业结
构调整基金——四源合基金。

陈德荣透露，宝武还在酝酿
组建一家冶金资产管理公司。

“这家筹划中的公司将专门处理
冶金业不良资产，目前招股工作
进展顺利，未来预计规模将达
100亿元。”

去年 11 月 27 日，宝武发布
了未来 5 年战略规划，提出成为

“全球钢铁业的引领者和世界级
企业集团”的企业愿景。这一时
限5年的蓝图按照“一基五元”的
发展思路，将中国宝武未来的产
业发展战略设定为以钢铁产业为
基础、5 大相关产业协同发展。
相关产业包括新材料产业、现代
贸易物流业、工业服务业、城市服

务业及产业金融业。
从时间维度看，要实现中国

宝武的目标愿景需分两步走。第
一步即 2016 年至 2018 年，6 大
业务板块布局初步形成，钢铁业
保持 7000 万吨至 8000 万吨的
产能规模；在区域布局方面，要形
成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
经济带战略相匹配的空间战略布
局；在产品结构方面，产品结构不
断优化，高端产品国内市场占有
率要达到60%以上，国内市场控
制力和海外市场影响力明显增
强。第二步为 2019 年至 2021
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
推进，集团钢铁产能将提升至
8000万吨至1亿吨规模，成为有
国际竞争力的钢铁产业资本投资
公司。

2018 年是中国宝武首个战
略规划正式实施的开局之年，也
是中国宝武全面深化整合融合的
关键之年。陈德荣表示，面对艰
巨的任务、严峻的挑战，中国宝武
有决心、有信心聚焦融合，创新发
展，全面完成各项深化改革任务，
真正实现钢铁强国梦。

中国宝武的钢铁强国梦
本报记者 李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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