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5月18日 星期二11 特别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

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

府作用。

政府和市场关系、政府和企业关

系的思考和实践，很早就体现在“晋

江经验”中。“晋江经验”的主要内

容是“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

好五大关系”，其中，“始终坚持以市

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加强

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明确

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好发展

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

的关系”则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奠定了基调。

晋江之所以能够连续近 30 年位

居福建县域经济首位，就在于晋江市

始终坚持以“晋江经验”为指引，正

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出了

“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

说到做到”的服务理念，在此基础上

构建起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安踏等一

大批企业作为晋江民营企业的优秀代

表，无疑是政府践行“晋江经验”、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直接受益者。

不仅如此，福建各地都把践行

“晋江经验”作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

关系的根本遵循，积极构建新型政商

关系，促进了各类型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当前，我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就要求各级党员

干部必须切实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看不见的

手”和“看得见的手”协同发力。更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和

企业的关系，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上下功夫，既不缺

位也不越位、错位，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发展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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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踏集团：

党建与企业治理融合同频

象屿集团：

坚持党建引领 担当国企使命

“不做中国的耐克，要做世界的安踏！”这是

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丁世忠的追求。

作为家喻户晓的体育用品企业，安踏集团

诞生于中国开启民营经济新篇章的好时代。上

世纪 90 年代集团成立初期，安踏以接外单、给

国外企业做代工为主要生存模式。没有自己的

品牌，企业发展命脉始终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

进入新世纪，安踏借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和国内政策环境大幅度放宽的契机加快转

型。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让体育鞋服行业

面临库存危机，安踏从消费升级中获得启示，从

原来的“品牌批发”转向“品牌零售”，重构销售

模式。凭借此次转型，安踏于 2015年实现销售

额超百亿元，这也是国内运动用品行业首家超

百亿元的公司。

从小作坊到行业龙头，30 年来，安踏始终

坚定“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

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的信念，以党建项目为

抓手，积极探索并推动安踏“冠军党建”与企业

治理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不断提升公司科学管

理水平，助力企业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截至

今年1月，安踏市值已超过3500亿港元，有望成

为全球第三大综合体育用品集团。

安踏始终坚持坚守实业、持续创新，每年在

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占比为销售成本的 5%以

上。目前，安踏已累计申请国家创新专利超

1800项，科技产品占比达80%以上。

新时代，安踏提出“单聚焦、多品牌、全渠道”

的发展战略，聚焦体育用品鞋服行业，通过多个

运动品牌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覆盖街铺、商场、

百货、电商等多个渠道，实现消费者全覆盖。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原有的销售

布局，安踏开启数字化转型。通过直面消费者，

实现人、货、场的重构，确立了提升会员价值、创

新商品智能化等数字化转型的项目目标，从全

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全面布局数字化，运营

效率大幅提升，实现营业收入355.12亿元，同比

增长 4.7%，连续 7 年保持增长，净利润达 51.62

亿元。同时，安踏毛利率同比上升3.2个百分点

至 58.2%，为行业最高；持有的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各种存款合计为 203亿元；集团电商业务同

比增长超过 50%。报告期内，集团最高市值突

破 3000亿港元，成为首家纳入恒生指数的中国

体育用品公司。

“2020 年是挑战更是机遇，让我们提前实

现了变革和布局未来。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只有坚持正确的战略导

向，不断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处乱不

惊、稳扎稳打，保持健康可持续的增长和公司基

本盘稳固。”丁世忠说。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象屿集

团”）一直坚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有关决

策部署，始终牢记国有企业应有的使命但当。

2020 年 12 月，由国务院国资委改革办等部门组

织编写的《改革样本：国企改革“双百行动”案例

集》一书在北京发布。象屿集团的改革实践案例

《党建引领推改革深化“混改”增活力》被收录其

中，成为全国性样本。

象屿集团成立于 1995 年 11 月 28 日，因开发

建设厦门象屿保税区而生。公司成立 25 年来，

坚持党建引领，紧紧抓住时代脉搏和发展机遇，

从一家注册资本金仅 1.38亿元的保税区企业，成

长为世界 500 强企业，既为地方国资国企改革提

供了鲜活的实证，也为厦门经济特区 40 年来的

改革开放标记下生动的注脚。

作为象屿保税区、现代物流园区的开发运

营服务商，象屿集团在开发和建设过程中，除

了积极履行政府赋予的“保税区开发运营服务

商”使命，还利用在开发运营项目过程中形成

的能力、资源和团队，继续投身到改革开放和

市场经济的发展浪潮中，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全

球竞争力、以供应链为核心的综合性投资控股

集团。

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象屿集团始终站在国

家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紧跟国家和产业发展大

趋势，以国企的担当和责任，深耕市场、突破创

新，服务国家战略、区域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需

求，为城市发展作出突出贡献，成为特区国企迈

向现代化、国际化的标杆企业之一。

通过不断整合资源和优化流程，拓展业务领

域和延伸供应链，象屿集团形成了“搭平台、促共

赢”的发展模式，拥有了短期内难以被替代和复

制的核心竞争优势，并在农副产品、钢铁和有色

金属等行业成功运用。近年来，象屿集团加大对

东北粮食产业链的投入，在饲料原料贸易的基础

上，围绕振兴东北的国家战略延伸粮食产业链，

布局东北

粮 食 产 业 。

扎 根 黑 龙 江 8

年，象屿集团已建

立起集种植、收储、物

流、贸易、深加工为一体、

三产有效联动的现代化农业全产业链服务体系，

总投资超过 180 亿元，带动农户近 60 万户，总仓

储能力逾 1750万吨，年玉米深加工能力超 320万

吨，北粮南运年调拨能力超800万吨。

作为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的践行者、实施者、

维护者，象屿集团在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过

程中，不仅联合其他企业在印尼苏拉威西岛上投

建了年产 250 万吨不锈钢冶炼一体化项目，还牢

牢把握住物流这一大宗商品流通的基本要素，将

通过 15 年至 20 年的持续投入，串联“公、铁、水、

仓”，形成覆盖全国、连接海外的网络化物流服务

体系。

2月 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矿

业”）旗下的新疆紫金锌业有限公司获评“全国脱

贫攻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这折射出紫金矿业

“开发矿业、造福社会”的初心与使命。

从县属国有小企业发展成为大型跨国矿业集

团，紫金矿业始终把“共同发展”作为核心价值观，

在多个欠发达地区播撒下“希望火种”。企业总部

所在的龙岩市上杭县，从国家级贫困县成长为“福

建经济发展十强县”；企业位于新疆阿勒泰的矿山

项目，创造了近 30%的 GDP 贡献，是拉动当地经

济增长的重要抓手；在塞尔维亚波尔，紫金矿业成

功使有着百年开采历史、员工超 5000名的铜业企

业扭亏为盈，未来更有望成为塞尔维亚骨干支柱

型企业；紫金矿业哥伦比亚武里蒂卡金矿预计今

年 10月竣工投产，将成为哥伦比亚后疫情时代重

启经济、恢复民生的重要助推器。

紫金矿业从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的紫金山起

步。1986 年 7 月 15 日，由地方政府提供初始资本

成立了上杭县矿产公司。由于技术手段有限、企

业国有化程度高，该公司一直未能真正走进市场，

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暴露出资源枯竭、包袱沉重、发

展乏力等问题。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

表，为上杭县矿产公司进行体制改

革提供了原始动力。紫金矿业在

这一阶段根据国家关于国有企业

改革的政策导向，基于企业自身

的实际情况，大胆创新、勇于实

践，在企业的市场化道路上迈

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1994 年 10 月 ，上 杭 县

矿产公司正式更名为福建

省闽西紫金矿业集团公

司，变为拥有 11 家全资

或者控股公司的国有

企业集团，紫金矿业

的市场化之路由此

开始。同时，紫金

矿业通过多方面

努力，最终解决

了 困 扰 其 多 年

的矿权问题。

1997 年，

党的十五大

报告指出：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从此拉开了国有企业大规模改制的

序幕，民营经济得到空前发展。民营资本的参

股，让国有股份在紫金矿业中的份额不断降低，

但又仍然保留了国有股相对控股的地位，这对于

企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借着改革

的 浪 潮 ，紫 金 矿 业 实 现 了 所 有 权 和 经 营 权 的

分离。

在完成股份制改造后，紫金矿业于 2003年底

成功在香港上市，实现了与国际资本的对接。

2005年，紫金矿业成为加拿大顶峰矿业公司第一

大股东，实现海外投资零的突破，开始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目前紫金矿业已与澳大利亚、塔吉克

斯坦、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国家合作勘

查开发矿产资源。

多年来，紫金矿业主动顺应国家发展大战略，

走出了一条富有紫金特色的发展之路，将“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融入到建设中，始终坚持

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相统一，改变了采矿和环境

不可兼得的情况。目前，该集团旗下共有 9 家国

家级绿色矿山，3家省级绿色矿山，真正实现了矿

山绿色可持续发展。

2020 年，在海外疫情反复的背景下，紫金矿

业海外业务呈现高增长态势，多项指标接近公司

总量一半，成为紫金矿业逆势增长的主要来源。

目前，紫金矿业总市值超过 2500 亿元，2020 年实

现营业收入 1715亿元、利润总额 108亿元、归母净

利润 65 亿元，资产总额达 1823 亿元。公司位居

2020 年《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 2000 强中国有色

金属和黄金企业第 1 位、全球黄金企业第 3 位、全

球有色金属企业第7位。

从职工参股到吸收民营资本再到两地上市，

紫金矿业循序渐进地完成了体制改革，走上了市

场化道路。可以说，紫金矿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

把党的主张、党的理论运用到企业指导生产经营

的实践史。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薛志伟采写）

左图 安踏集团生产

车间。 （资料图片）

上图 紫金铜业有限公司厂区。

（资料图片）

右图 象屿集团农产粮仓。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