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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7 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指出，要继续把国有企业作为重中之
重，结合国企改革、去产能、降成本等
举措，进一步推动降杠杆。对此，多位
专家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积极稳妥降低国企杠杆率是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推动经济发展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的重要途径。下一
步要推动降低企业杠杆率与国企改革
有机结合。

辩证看待“加减法”

“国企降杠杆既要做减法，也要做
加法。”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
长、南京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刘志彪认为，做减法可以有效降低系
统性风险。同时，应采取诸如债券、债
转股等新的直接融资方式支持去产能
企业加快技术开发、技术引进和技术
改造，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在
降低负债率的基础上实现良性发展。

“国企降杠杆的核心是提高企业
收入和效益水平。当前国企效益不高
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新旧动能转换还不到位。”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
任许召元表示，近年来我国经济在转
型期仍保持中高速增长，就业也比较
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经
济找到了新动能，一大批新技术、新产
业、新模式迅速成长。但是，也要看
到在这些新动能中，民营经济贡献度
较高，部分国企做得不够好。

“从地区来看，经济活力较强的长
三角、珠三角都是民营经济所占比重
较高的地区。人们耳熟能详的也主要
是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
华为、滴滴等民营企业。”许召元说。

“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需要相应的
产业投入作为支撑，不能将这种合理
投入的‘加法’与国企降杠杆的‘减法’
简单对立，应该辩证地认识二者之间
的关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
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秦海林说：“首
先，作为衡量国企降杠杆的主要指标，
资产负债率需要高度重视，但也不宜
将其妖魔化；其次，在国企降杠杆过程
中，要对产能盲目扩张、淘汰落后产

能、严控非主业投资等提出明确要求，同时要给予负债率低于警戒线或盈
利能力较强的企业一定弹性；第三，有些投资是有利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的，从中长期来看有利于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如果国企不能积极转换发展轨道，还继续沿用以前的发展模式，那
么降杠杆的结果可能是国有企业越做越小，对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弱。这
不是国企降杠杆的初衷。”许召元强调说，因此，一方面要通过完善现代企
业制度，以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确保国企杠杆率保持在合理水平；另一方
面，要通过市场化手段助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国有企业提升经营管
理水平提供切实帮助。

多维度转换新旧动能

国企降杠杆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哪些是新动能呢？对此，秦海林表
示，新动能是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
心，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形成引领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的新动力。因此，不能将研发新技术等同于新旧动能转换，这只是
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真正的新旧动能转换还应包括扶持新产业、发展
新业态、推广新模式等多个维度。

“总体来说，实现新旧动能转换需要从以前的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
动。因而，凡是有利于促进创新，有助于增强国有企业活力的各种改革都
是新旧动能转换的良药。”许召元说。

在工业领域，智能制造与“互联网+”已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代表性
实现路径。秦海林认为，工业领域新旧动能转换的实质就是通过深入落
实《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战略，不断提升工业基础能力和制造业
创新能力，提高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从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的历
史过程。

近年来，工信部积极推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据初步摸
底，试点示范项目经智能化改造后，生产效率平均提高了 32.9%以上，产
品研制周期平均缩短 30.8%，运营成本降低 19.3%，产品不良品率降低
26.3%。

刘志彪分析认为，应用新技术降低国企负债率从而实现良性发展是
一个动态的过程。具体的路径是：研发或技术开发投入增加——工艺流
程创新或产品创新——产品竞争力提高——利润增加、财务状态改善
——负债率下降。从这个路径不难看出，通过应用新技术降低负债率是
一个需要承担风险的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更需要有好机制来保证，否
则有可能因为技术开发应用失败而加速企业僵尸化。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推进创新驱动的实力和资源都很足。要充分利
用我国拥有几千家大型国有企业的优势，开展具有连续性积累特征的创
新工作。”刘志彪进一步表示，当下的情况是，民营企业很难在飞机、航空、
造船、核电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巨型工业”领域超越国有企业，因此应当进
一步推动承担这些任务的国有企业通过创新积累，不断向世界先进水平
迈进，真正成长为世界级企业。

“新技术的创新应用本身也呼唤体制的不断优化，要从提升企业管理
水平，转变经营理念等方面为创新应用提供良好的环境。”许召元举例说，
宝钢公司虽然处于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中，但近年来一直持续推动技术创
新和智能工厂建设，并成为工信部的智能制造示范企业。在2015年全行
业亏损的情况下，宝钢仍然实现了 10 亿元的利润水平，负债率保持在
50%以下。此外，中国中车博采德国西门子、日本新干线、法国阿尔斯通
等企业之长，并在此基础上集成创新，成功实现了企业升级与效益提升。

推动混改完善治理体系

“要进一步挖掘国企的创新潜力，最根本的还是要转换经营机制，增
强企业活力，特别是激发管理层和员工的积极性。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当前工作的重点，应当通过混改改变国有企业一
家独大的情况，通过引入一定持股比重的非国有资本共同完善现代治理
体系和管理体制，真正转变企业经营方式，更好地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许
召元说。

“国企创新最需要处理好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刘志彪认为，一方
面，对处于产业成长初期的持续性创新活动，要通过自上而下的产业政
策支持，帮助企业实现技术和能力的突破；另一方面，具有突破性的创
新活动主要源于企业家们的创新精神，源于企业员工的进取精神，源
于社会和企业形成的活跃自由的探索环境，源于宽容失败的氛围。因
此，有关部门可以多采用横向政策，利用竞争刺激、激励、驱动企业向高
质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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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爆料，网络游戏开
发商、运营商和发行商“盛大游戏”
在国内的控制实体盛跃网络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已经引入腾讯作为
新股东。盛大游戏公关部随即确认
了这一消息。

盛大游戏成立于 1999 年 11 月
份，至今已经推出《热血传奇》《传
奇世界》《龙之谷》《传奇永恒》等
70 余款网络游戏，注册用户超过
18 亿。不过，对于大多数游戏玩
家来说，最能代表盛大游戏的还是

《传奇》。
《传奇》（《Legend of Mir2》）是

开创了中国网络游戏时代的现象级
作品。它在 2001 年被盛大游戏引
入国内市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
个难以超越的文化符号。

几乎是同一个时段，中国游戏
产业从小到大，已经成为当今世界
最大的游戏市场。期间，盛大游戏
一直扮演着中国游戏产业开创者和
变革者的角色，但这个角色并不好
演，比如外国游戏的本土化，又比
如，维权。

本土化的“传奇”

从一个价值 30 万美元的舶来
品成长为一个世界级的游戏IP，《传
奇》代表了一种特定的玩法和游戏
文化。目前，国内数十家知名游戏
公司都在模仿开发类似《传奇》的IP
游戏，就连市面上的盗版《传奇》都
多达上千款。

“《传奇》已经不仅是一个IP，或
许称之为‘生态圈’更为合适。这一
现象在世界游戏业界也是独此一
家。”业界专家表示。

2001年，中国网络游戏行业还
刚刚兴起，在韩国国内市场上表现
平平的《传奇》就来到了中国。所
幸，它遇到了盛大游戏，终于没有错
过这场延续了十几年的饕餮盛宴。
可以说，二者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巨
大的化学效应，不仅成就了一款影

响中国几代人的网络游戏，也成就
了中国互联网产业变现的主要商业
模式。

《传奇》在中国市场的一枝独
秀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盛大游戏对

《传奇》游戏崛起的重要贡献。在
后来《传奇》商业模式变革、《传奇》
IP 衍生中，盛大游戏也发挥了无可
替代的作用。

2003年，《传奇》游戏一度深陷
纠纷，韩方已经几乎无法再给予《传
奇》实质性的技术开发和维权支持
了。时任盛大董事长的陈天桥当机
立断，经协商，盛大游戏接替韩方承
担起开发和独立维权的重任。此举
也奠定了后续十几年间《传奇》中国
本地化的基础。

2005年，在点卡计费商业模式
面临瓶颈，用户个性化需求亟待满
足的时候，盛大游戏率先“革自己
的命”，推出免费模式，《传奇》作为
一款当时的“老游戏”顿时重新焕
发了生机。

2015年8月份，运营超过10年
的《传奇》游戏不再固步自封，《传
奇》手游开始发力，游戏 IP 价值首
次凸显。随着《传奇》对各种终端的
覆盖以及产品谱系的逐步丰富，《传
奇》生态圈已经形成。

“中国网络游戏行业发展很快，
开始是韩国游戏遥遥领先，但进入
网页游戏和移动游戏时代后，中国
的游戏产品质量已经完全可以与之
媲美，甚至开始领先了。”2月5日刚
刚走马上任的盛大游戏联席 CEO
唐彦文不无自豪地说。

“当年引进的那些韩国游戏，现
在在国内还能有《传奇》这个量级
的，应该也没有别的了吧？”唐彦文
笑谈。

IP维权的“传奇”

2003年，因为《传奇》当时的游
戏开发方韩国娱美德公司的原因，
游戏源代码泄漏，私服泛滥成灾。

所谓“私服”是指未经授权，非
法获得服务器端安装程序之后设立
的网络服务器，本质上属于网络盗

版。盗版的结果是直接分流了运营
商的利润。于是，从这一年开始，盛
大游戏踏上了漫漫维权路。

维权之路，没有“最难”，只有
“更难”。尤其是从2013年开始，侵
权者也“升级”了。大量的山寨版
页游、手游充斥市场，这些山寨产
品的源代码和正版不完全相同，但
宣传上的借用、盗用还是让人伤透
脑筋。数据显示，仅在 2017 年上
半年不到 3 个月 的 时 间 里 ，就 有
893 款手游、95 款 H5 游戏、69 款
页游涉嫌侵犯《传奇》游戏，经盛
大游戏针对其中 296 款手游、95
款 H5 游戏、60 款页游集中打击之
后，已有 112 款侵权手游、33 款侵
权 H5 游戏下架。这种“不完全复
制”虽然经司法鉴定后被认定为侵
权产品，但无疑给盛大游戏的维权
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最近，国内部分山寨《传奇》游
戏厂商又开始利用《传奇》共有著作
权人韩国娱美德公司单方违法授
权（韩国娱美德公司早已将其作为

《传奇》IP 共有权人的一切权利不
可撤销地授予韩国亚拓士公司行
使）的“机会”，未经政府主管部门审
批，盗用、套用游戏版号大量发行
山寨游戏。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的解
释》，对这些违反国家规定，出版、
复制、发行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
的，都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但这
些山寨游戏毕竟成本低廉，又大多
通过极其低俗的营销手段大肆推
广，因此还是对《传奇》品牌造成了
极大的伤害。

“如今，盗版私服、山寨产品、非
法授权、非法出版以及地方保护主
义等各种现象并存，给我们的维权
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盛大游戏相关
负责人表示，尽管版权维护困难重
重，但是“我们决心不改”。

事实上，盛大游戏运营《传奇》
游戏的 17 年既是中国游戏产业蓬
勃发展的17年，也是版权维护的17
年。盛大游戏的得失不仅为企业本
身积累了经验，也为中国游戏产业
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借鉴。

“娱美德早在 2002 年的时候，
就在三方补充协议中将《传奇》著作
权人的一切权利授予了亚拓士。”盛
大游戏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三方博
弈的过程中，盛大游戏顺利地完成
了 4 次续约，第一次签约是 2001
年，其后是 2003年续约，2005年续
约，2008 年续约。去年 6 月份，双
方第四次续约。盛大游戏继续享有
对《传奇》游戏包括运营权、改编权、
修改权等权利在内的独占性权利，
新的续约协议期限为8年。

“《传奇》游戏续约协议顺利履
行，让盛大游戏能够安安心心地把

《传奇》游戏打造成世界级 IP。”面
对记者，盛大游戏负责人明确表
示，“我们坚信正义站在盛大游戏
这一方”。

续写未来新“传奇”

经过多年发展，如今的盛大游
戏正以一种全新的形象出现在行业
和用户视野中：长达 3 年的股权纷
争之后，世纪华通的 3 大股东已经
获得了对盛大游戏的绝对控制权；
去年关于盛大游戏品牌能否继续沿
用的猜测，目前也已尘埃落定；在业
务层面，随着2017年《传奇世界》手
游和《龙之谷》手游相继成功推出，
盛大游戏已经顺利实现了传统端游
向移动游戏的转型。

“从全世界范围看，包括漫威动
画、DC动画、迪士尼等公司在内，IP
资产也是公司最核心的资产。”世纪
华通董事兼 CEO、盛大游戏董事长
王佶表示，在国内 IP 消费市场中，
游戏、动漫、影视都是强势 IP 分布
的地方。

“社会环境、市场环境、政策环
境对游戏行业都有不同层面的监管
要求，这也促进了游戏行业不断创
新发展、与时俱进。尤其是在顶级
IP 的打造、培养方面，能够为中国
IP产业链管理提供可借鉴的标准是
游戏产业的价值所在。”王佶表示，
未来，盛大游戏仍将坚持把《传奇》
游戏打造成世界顶级 IP，这是盛大
游戏的初心。

盛大游戏强势维权打造世界顶级IP——

《传奇》背后有“传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治国

奔驰、奥迪、宝马都是全球知名
的汽车品牌，不过它们的配件可不
全是自己生产的。比如，后备厢气
弹簧用活塞杆、丝杠等都是必不可
少的“小东西”。为它们提供这些
产品的企业是位于山东胶州的青
岛张氏机械有限公司（简称“张氏
机械”）。

凭借多年的精耕细作，张氏机
械自主研发的汽车后备厢气弹簧用
活塞杆已成功配套各大主流品牌汽
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四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
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
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对于张
氏机械来说，这一论断不仅是企业
未来发展的指向明灯，也是对企业
多年“抱定创新不放松”发展战略的
最大肯定。

“张氏机械之所以能让全球汽
车企业青睐有加，正是依靠企业技
术中心持续的研发能力和先进的技
术工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作为实体企业，我们必须要发挥
好‘专精特新’的优势，让‘小身材’
拥有‘大智慧’。”青岛张氏机械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希铭说。

“对于如今的汽车企业来说，丝
杠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产品了。它被
广泛运用于高档汽车座椅和后备厢
的汽车配件，很多电动座椅正是因
为丝杠的存在才能实现前后调节。
但在公司创业初期，国内根本没有
一家厂商具备丝杠生产经验，就连
国外不少先进配件企业也是一知半
解。”张希铭说，意识到丝杠这一产
品的巨大市场，张氏机械管理层立
刻下定决心研发，哪怕设备、模具、
材质都需要从头开始摸索。

“解决问题的捷径其实是存在
的，当时德国已经有了很靠谱的整
套模具设备，价格在140万元左右，
只要直接进口就好。”张氏机械副总
经理张茂银说，相较于巨额的设备
费用，他更难以释怀的是核心技术
老是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张茂银的“轴劲”上来了。每天
下班后，他都不停地拉着已经退休
在家的工程师父亲问这问那，白天
回到厂房再带领科研团队一次次试
验。磨钝了多少刀头，崩坏了多少
杠件，没有人记得清楚。

“那段时间，他走到哪里都提着
一个工具包，里面装着各种尺寸的
丝杠原件。有一次，一位客商来公
司洽谈业务，他就顶着一头乱蓬蓬
的头发，面无表情地从人家面前

‘飘’过去，以至于客商都没意识到
自己刚刚巧遇了公司高管。”一位研
发人员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大笑着告
诉记者。

经历过无数次失败后，张氏机
械的科研团队终于找到了攻克这一
核心难题的关键技术。他们通过新
型盐浴氧氮共渗工艺使“柔软”的丝
杠硬度更高，耐磨性更好，抗腐蚀性
也有了质的提升。这一切远远超出
了国外客商的指标要求。

小小的丝杠从此为张氏机械打

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
“我们在2013年就成功推出了

丝杠产品，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是国
内唯一一家掌握该技术的企业。”张
茂银告诉记者，公司 80%的设备都
是自主研发的。凭借此，公司先后
斩获青岛市创新型企业、青岛市专
精特新示范企业及产品、青岛市“市
长杯”优秀奖等荣誉。

多年来，公司持续发挥“小而
精”的优势，潜心专注于汽车活塞杆
及丝杠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产品远
销美国、德国、韩国、澳大利亚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汽车后备
厢支撑气弹簧用活塞杆的全球市场
占有率已达 27%，座椅气压棒用活
塞杆和钢管等核心产品的全球市场
占有率已经达到惊人的65%。

如今的张氏机械正逐步展现出
“隐形冠军”的气质。在竞争激烈的
国际市场上，张氏机械正带领国内
同行，不断提升着中国配件的竞争
力与话语权。

汽车配件领域“隐形冠军”张氏机械：

“小身材”怀揣“大智慧”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刘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