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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通在过去20年能取
得较快发展，改革是保障，创
新是关键。”宇通集团董事长
汤宇祥表示。

2015年，宇通客车销售
各类客车产品6.7万台，销售
额超320亿元，净利润35亿
元。目前，宇通已经发展为国
内客车行业第一品牌，并逐步
成为国际客车行业的主流供
应商。

记者注意到，宇通的变
革，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始于1963年，正式定名为
郑州客车修配厂，是郑州交通
委下属的一家市级企业，在整
个计划经济时期，规模小、底
子薄、技术落后，是典型的地
方国营小企业。

第二阶段，是从1993年
开始。当年，作为郑州市第一
批股份制改造试点（10家），
进行了股份制改造，通过推动
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企
业的效率和经营情况得到很
大改善。抓住客运行业大发
展、公铁分流的市场机遇，通
过产品创新，在行业中的竞争
地位快速提升。

此后，宇通于1997年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利
用上市募集的4亿多资金，于
1998年建成了当时亚洲最大
的大中型客车生产基地，为随
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是在1999年改

制之后，宇通步入了做强做
大、迅速发展的快车道。规模
不断做大，2004年产销量首
次实现国内第一。企业内部
实力也不断夯实，在管理创
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上均
取得长足发展。

在汤宇祥看来，体制机制
改革，是激发企业活力、实现
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1993
年宇通的股份制改造，就是这
个层面的一次探索，他为企业
创造了更为自助、灵活、有利
的经营环境。”汤宇祥说，

“1999年的宇通客车改制，则
通过市场化交易的方式完成
了国有股退出，实现了完全由
市场投资者通过资本市场持
有公司股权的基本架构，由此
宇通也成为一家完全市场化
的公众公司，建立了稳定、合
理的法人治理架构。”

在体制机制改革上，宇通
继续建立健全了内部管理机
制、激励机制和责任机制，实
现了各个层面的“责、权、利”
对等。

“创新是企业获得和保持
竞争力的源泉，宇通一直高度
重视企业创新管理，主要包括
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
新等。”汤宇祥说，“在体制机
制的保障基础上，宇通以创新
管理支撑了企业竞争力的不
断提升。”

先行先试者步入收获季
□本报记者 万军伟 杨霄

核心提示 | 过去30年，改革始终伴随着河南国有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也成就了不少企业的辉煌。从郑煤机到平煤神马首山焦化，
从双汇到宇通，一批先行先试者，正是由于尊重市场规律、推行改革，大大激发了活力，使企业驶入了发展壮大的快车道，部分企业还在
国际化的舞台上长袖善舞，堪为豫企发展标杆。

产权混合多元 成改革发展的强力引擎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郑煤机）是一
家“老字号”国有企业，始建于
1958年，目前是我国规模最大
的煤矿综采装备技术研发制造
企业、世界最大的液压支架研制
基地，也是国内煤机行业唯一的
A+H股两地上市公司。

“产权混合多元是企业改革
发展的强力引擎，没有产权结构
的多元化，就没有企业发展的活
力。”郑煤机董事长焦承尧表示，

“郑煤机一直坚持探索保持企业
永续创新能力的体制，将产权多
元化作为企业中长期发展战略
的关键环节。”

2002年，郑煤机实施公司
制改革，从传统工厂改制为国有
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

实施主业、辅业分离，并引入职
工持股，改制为国有股占51%、
职工股占49%的国有控股公司；
2008年完成股份制改造，形成
了国有股、社会投资机构股、核
心员工股混合的股东结构，此后
于2010年和 2012年分别在A
股和H股上市。

当前，郑煤机股权结构实现
了初步混合多元，形成了国有相
对控股、境内外社会公众股、企
业核心骨干持股较为科学合理
的股权结构。

“除了产权方面的改革，对
于郑煤机而言，转换机制是增强
活力的持续保障，剥离国企办社
会职能是塑造市场经济主体的
必然要求。”焦承尧说。

在经过上世纪90年代中后

期长达8年的萧条困境后，2000
年以来，郑煤机不断深化分配、
人事、用工三项制度改革，形成
了市场化的运营机制。

前些年，郑煤机还以合法合
规和市场化为指导原则，逐步将
副业全部剥离推向市场，效果良
好。这不仅完善了现代企业制
度，让主业轻装上阵，公平参与
市场竞争，还让副业获得经营自
主权，运用市场化手段盘活了资
源。

改革的红利，更加坚定了郑
煤机下一轮深化改革的信心。
据透露，未来，郑煤机将以“混合
所有制改革”“职业经理人改革”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中心”等试
点平台为契机，继续深化改革和
创新发展。

国有、民营资本深度融合显活力

作为国有和民营资本共同
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首山焦
化具备产权多元化的先天优势。

首山焦化公司成立于2007
年，是由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许
昌卧虎山焦化、福建三钢闽光股
份3家企业合资组建的混合所
有制企业，如今已成国内装备技
术最先进、产业链最长、循环经
济效果最优的独立焦化企业。

鉴于产权优势，首山焦化将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摆在首要位
置。目前，该公司除了董事长和
财务总监由平煤神马集团推荐
外，包括总经理在内的经理层高
管均由公司董事会聘任和管理。

这使得企业面对瞬息万变
的市场，真正做到了自主决策、
快速反应。比如，与上海交大合
作建设的氢气制硅烷项目，就得
益于董事会大胆决策抢占先机，
一举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制造
出纯度高于国际标准的“中国硅

烷”，扭转了国内电子芯片基础
材料完全靠进口的局面。

首山焦化公司还着力健全
激励约束机制和构建灵活的用
人机制。一方面，该公司根据实
际，聘请国内知名的管理咨询公
司，构建起科学高效的绩效考评
制度，真正做到了“工作好坏看
实效，收入高低凭业务”。比如
为了鼓励科技创新，该公司专门
设立科学技术进步奖，对取得发
明创造专利权的员工，一次性奖
励5000元的同时，还把专利应
用新增效益的20%作为奖励。

另一方面，首山焦化公司以
市场化原则为导向，打破国有企
业传统用人方式，实行公开招
聘、专项聘任和竞聘上岗等用工
机制，做到了用人少、效率高和
管理活。在传统国有企业，100
万吨产能大约用工4000人，而
首山焦化 300 万吨产能仅用
1300多人，人均工效大幅提升。

“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
济，首山焦化取得明显成效。一
是规模实力快速壮大，资产总额
由成立之初的3.9亿元增至55.6
亿元，增长14倍，焦炭产量由32
万吨增至300万吨，增长9倍多，
年营业收入突破百亿大关。二
是创造多项‘首山速度’，在项目
建设上取得多个国内第一。三
是产业布局日益完善，形成一体
化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原料全部
吃干榨尽，没有废物排放，并从
低端的煤炭一直延伸到了新能
源、新材料等高端产业领域。”首
山焦化公司负责人表示。

令人关注的是，2015年，在
市场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国内大
多数焦化企业生产减量、产品滞
销、全线亏损，但首山焦化依然
做到了满负荷生产，逆势实现了
利润1.7亿元。今年前5个月，
继续保持良好态势发展。

30年持续体制机制变革 成就全球老大地位

在中国的食品加工企业中，
双汇是一面旗帜。这个从漯河
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跨国世界
集团，从一个地方国营肉联厂发
展为全球最大的猪肉食品企业。

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表示，
双汇30年改革发展，主要经历
了三个历程。一是在国内，以产
权制度改革为核心，持续推进企
业的改革、改组和改造，坚持走
工业化、规模化、现代化和信息
化之路，成为中国最大的肉类加
工企业；二是在美国，以71亿美
元并购全球最大的猪肉食品企
业史密斯菲尔德公司，把世界上
最优竞争力的猪肉生产企业和
最具发展潜力的猪肉消费市场
有机结合，改变了世界猪肉行业
的格局，创造了中美史上最大的
并购案；三是在全球，整合中美

欧100多家公司，组成万洲国际
在香港成功上市，成为全球规模
最大、布局最广、产业链最完整
的猪肉食品企业。

事实上，双汇的转机建制是
一个长期的变革过程。上世纪
80年代，双汇的前身漯河肉联
厂由省管下放到漯河市，实行自
主经营、自负盈亏，企业由计划
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自我
发展求生存；90年代，通过招商
引资，建立20多家合资公司，由
工厂制向公司制转变；1998年，
双汇进行股份制改造和股票上
市，由有限公司向股份制公司转
变；2006 年，为实现产权人格
化，双汇国有资产以3.5倍溢价
转让、重组，实现由国有向民营
混合经济体转变。

到了2012年，双汇又进行

母子公司的大重组，把母公司的
净资产全部注入上市公司，实现
双汇资产整体上市。通过一系
列变革，双汇实现了产权人格
化，建立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
的现代企业制度。

在转机建制基础上，双汇始
终把完善机制、激发企业内生活
力作为牛鼻子常抓不懈。按照
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股东
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三
会一层”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实现分权有序、行权有效、监督
有力、运作高效。

“食品行业是朝阳产业，也
是充分竞争行业。我们在专业、
专注、做大、做强肉类产业的过
程中，始终坚持消费者的安全与
健康高于一切，双汇的品牌形象
和信誉高于一切。”万隆说。

改革是保障 创新是关键

选取4家企业样本，透视河南国企改革历程和实效

近日记者从河南省贸促
会获悉，贸促会系统已获得中
国-东盟自贸区优惠原产地
证书签发权，将于2016年 7
月1日起正式签发。

6月22日，中国贸促会系
统商事认证资格培训暨中
国-东盟自贸区优惠原产地
签证培训在郑州举行，来自全
国贸促系统的200余家分支
会的300多名签证人员参与
培训。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已
与23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4

个自有贸易协定和1个优惠
贸易安排。其中，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是我国对外商谈
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自由贸
易区。

在自贸区各项优惠政策
促进下，中国已成为东盟最大
贸易伙伴。截至今年一季度，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项
下优惠原产地证书累计涉及
货值2622亿美元，为中国出
口东盟货物减免关税达209
亿美元。

贸促会系统获中国-东盟自贸区
优惠原产地证书签发权

□本报记者 赵黎昀

2015 年，全省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比上年下降
6.8%，利润下降89%，降幅分别高于全省工业企业13.4个、88.9个
百分点，净利润不到0.3%，低于全省工业企业6.4个百分点。尤其
是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亏损额315.9亿元，占全省的75.5%。

2014年10月，河南省国资委在全省设立了首批8家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包括河南
能源化工集团、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安钢集团、河南投资集团、河南航投公司、郑煤机集团、洛
阳单晶硅集团、河南国控集团8家企业。其中，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中国平煤神马集团、郑煤机
集团3家企业，是进行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的“双试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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