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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国企改革踏上新征途
核心提示 | 经济新常态下，河南省国有工业企业已经到了不改不行、小改不行、慢改也不行的关键时刻，新一轮国企改革关系到全

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首席记者 李传金

国企改革进入“新常态”

新一轮国企改革悄然启动，
河南国有经济成长正式进入改
革“新常态”。

6月21日，河南省深化国有
工业企业改革工作会议在郑州
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谢伏瞻，省委副书记、省长
陈润儿出席会议并分别讲话。
这是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关键
会议，标志着河南国有企业正式
迈入改革的新历史轨道。

记者从多渠道了解到，为启
动新一轮国企改革，河南省委、
省政府在充分酝酿、企业调研的
基础之上，根据《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
导意见》（中发〔2015〕22号）和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的意见》（豫发〔2014〕25号）的
指导意见，出台了新一轮国有工
业企业改革意见，召开了这次动
员大会。会上，还成立了河南省
深化国有工业企业改革领导小
组。

事实上，河南新一轮国企改

革的政策举措落地的端倪已经
显现。

记者注意到，5月10日，谢
伏瞻在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指出，要进
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分类推
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推进混合
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公司、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三
项试点，继续剥离国有企业办社
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推
动国企改革取得更大成效。

陈润儿集中到各地国有企
业调研。5月29日至31日，陈润
儿赴许昌、平顶山、漯河调研国
企改革工作。调研期间，他先后
来到森源集团、许继集团、许昌
烟机、平高集团、双汇集团等。6
月1日至13日，他又先后赴河南
能源化工集团、安阳钢铁集团、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调研并主持
召开国企改革座谈会。6月15
日，他又主持召开了省政府常务
会议，研究讨论省属国有工业企
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剥
离办社会职能等工作。

当然，河南国企改革的步伐
一直没有停歇。早在2014年，
河南就进行了混合所有制经济
和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的试
点探索。

“没有调研，不仅没有发言
权，更不可能制订出符合河南国
企改革实际的政策建议，省委省
政府的决策者在统筹宏观，探索
改革新思路上从市场中寻找改
革新方式和新办法，正是实践是
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见证。”河
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冯
德显认为。

为指导新一轮国有工业企
业改革，河南省委、省政府出台
了《关于深化国有工业企业改革
的意见》（讨论稿），“找到了深化
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工作方法、
基本路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
明确了为什么改、怎么改、改到
什么程度等重大问题，是我省国
有工业企业改革的行动纲领和
工作指南。”

国企改革再发力

河南国有工业企业为什么
此时启动改革？这既有国家层
面的统一部署，更是河南国有经
济发展遭遇现实难题的必然选
择。

来自官方的描述认为，近年
来，面对经济新常态和不断加大
的经济下行压力，全省国有工业
企业的深层次矛盾暴露，效益大
幅下滑，负债持续攀升，风险不
断加大，发展步履维艰。

更为严峻的是，国企改革的
市场压力正在累积。当前国际
金融危机影响还在持续，国内经
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同时，国企
改革进入深水区，员工承受能力
偏弱、思想阻力大，产业比较优
势不强、转型发展难，企业债务
负担过重、改革成本高。

在国有经济在河南经济结
构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背景
之下，国有经济能否持续健康成
长正成为影响河南经济转型升
级的关键性难题。

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必要
性显而易见。当前我省国有企

业特别是国有工业企业经营面
临困难，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
问题，这从根本上看是改革不
到位所造成的。深化国有工业
企业改革，是解决国有工业企
业当前困难，促进国有工业企
业焕发活力、重整旗鼓、持续健
康发展的迫切需要，是贯彻落
实中央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要求的一项重要内容，是
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举
措，也是推动我省经济转型升
级、稳增长调结构的必由之路。

而此次改革的聚焦之处，省
属国有工业企业特别是“三煤一
钢”（河南煤化集团、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郑煤集团和安钢集团）
存在的问题为甚。“三煤一钢”改
制尚未到位，主要表现在企业主
体地位还未真正确立、法人治理
机制还未全面健全、国有资产监
管还未规范完善，发展活力不
够、转型动力不足、创新能力不
强。

冯德显分析：“新一轮改革
的思路是清晰的。确立企业的

主体地位，就是在产权制度改革
上要有突破，混合所有制改革将
会是推进的主要改革方向，法人
治理机制的健全正是现代企业
制度的核心内容，这也告诉大
家，新一轮改革将向着国企完善
市场化机制的道路上迈进。这
与前两轮国企改革相比又有新
进展。”

从以往两次国有企业改革
的历程看，每一次改革都是国有
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开启了第一
轮国企改革，企业自主权经营获
得认可，计划经济的坚冰得以融
化。漯河肉联厂通过承包经营
获得生机，才有了今天诞生世界
级企业双汇的机制性土壤。上
世纪九十年代起，国企第二轮改
革开启，产权制度改革开启，宇
通集团的成立，打破了国有体制
和机制枷锁，注入了民营资本的
基因，才有了中国客车霸主的诞
生。

国企改革新航向

新一轮国企改革是一项
系统性工程。这一改革关系
着全局，关系着河南经济健康
发展。

记者从权威媒体解读中
看到，会议讨论了《中共河南
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
化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意
见》、《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完善国有企业法
人治理结构的实施意见》、《河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属国有
工业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
济的实施意见》、《河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加快剥离省属国有
企业办社会职能工作的实施
意见》、《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
管工作的实施意见》。

五条《意见》从纲领性要
求到改革的方向和实施举措，
为新一轮国企改革找到了改
革方向，给出了改革方式和方
法，铺修了改革新路径。

新一轮改革把产权制度
改革作为牛鼻子，把混合所有
制经济作为改革实施的新产
权形态。在具体实施中，要抓
主业辅业分类改革，要率先在
省属国有企业的二、三级公司
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造，推动
二、三级核心骨干企业引进战
略投资者，实行资产重组，壮
大实力。对于主业关系不紧
密、缺乏行业竞争优势、无法
发挥国有资本主导作用的，要
通过产权转让、资产处置的方
式，改制成为非公经济主导的
混合所有制企业，或者国有资
本退出。

在健全完善企业法人治
理结构改革上，要按照现代企
业制度的要求，坚持责权利相
统一，通过规范“三会一层”
（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
理层）运作、精简企业管理层

级、健全公司法人制度，让集
团公司瘦身强体。实施意见
要求通过股权划转、合并、转
让等方式，清理整合三级以下
企业，逐步将工业企业管理层
级压缩到3级以内，法人单位
减少30%。同时，董事会与
经理层的人数也给出了具体
意见，一般董事会为5～7人，
经理层控制在5人以内。

在完善企业内部管理机
制的改革上，着力深化企业内
部改革，打破“职工能进不能
出、工资能涨不能降、干部能
上不能下”的“新三铁”，对企
业干部管理由“管身份”变为

“管岗位”。建立岗位管理制
度，推行竞岗竞聘。对员工建
立淘汰机制，实行市场化用工
制度；对企业管理人员实行公
开选聘、竞争上岗、任期聘任、
年度考核。同时，完善收入分
配制度，强化激励约束。

在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
的改革上，突出企业市场主体
地位，通过撤销、改制、移交、
政府购买服务等途径，剥离企
业建设管理的职工家属区水
电气暖等市政基础设施、企业
兴办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机
构，社区管理组织和离退休人
员管理服务等社会职能。

同时，着力加强国有资产
监管，建立健全国有企业重大
决策失误和失职、渎职责任追
究倒查机制，国有资产监督问
责机制，完善监管体系、创新
监管方式、严格责任追究。

“我们必须横下一条心、
铆足一股劲，坚决啃下国企改
革这块硬骨头，为结构调整转
型发展释放活力、增强动能。”
来自会议上省政府主要负责
人的讲话，显现出河南省委、
省政府推动新一轮国企改革
的决心。

新一轮改革把产权制度改革作为牛鼻子，把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改革实施的新产权形态

一是资本融合、混合所有、产权多元的格局全
面形成。标志是绝大部分国有工业企业实现产权
多元化，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格局彻底打破，混合所
有制经济成为国有工业企业的主要产权形态。

二是主业突出、分布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全面
优化。标志是国有资本从劣势领域有序退出，加快
向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优势企业集中，国有工业企
业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

三是有效制衡、运营高效的现代企业制度全面
完善。标志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更加健全，全面建
立市场化的经营机制，成为合格市场主体。

四是权责明确、制度规范的国有资产监管体
系全面健全。标志是国资监管机构当好市场化的
出资人，形成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的方式
方法，管好资本，放活企业，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
增值。

五是制度健全、作用突出的国企党建全面加
强。标志是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党组
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为企业改革发展
提供有力的政治保证、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

2017年全省国有工业企业改革
要实现的“五个全面”目标

河南省深化国有工业企业改革领导小组

组长 省长 陈润儿

副组长 副省长 张维宁

小组成员 省发改委、工信厅、民政厅、财政厅、人社厅等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

工作组

清产核资组 负责资产审计评估以及流转变现

重整重组组 负责指导符合条件的企业破产重整和清算

分离办社会职能组 负责协调推进国有企业各项社会职能的剥离、移交、改制等

富余人员安置组 负责多途径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妥善处置社保关系，保障就业

债务化解组 负责协调改革过程中的债务化解，防范资金风险

矛盾调处组 负责预防、管控、调处各种矛盾，维护稳定

改革指导组 负责指导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平煤神马集团、安钢集团、郑煤集团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