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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钢
集
团
厂
区 持续完善国企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持续完善国企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贯穿国企改革的整
个过程，也是河南国资改革的重要方面。

20世纪90年代，郑煤机一度陷入困境，在陆续启动
“干部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和用工制度改革”后，企业
发展态势迅速扭转并快速壮大，并朝着“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世界一流企业”迈进。

2018年3月，郑煤机完成了中层干部换届竞聘工作，
干部流动率达51.7%，新进入中层岗位的年轻干部26人、
占比43.3%。

2020年，在此前持续推进国企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基
础上，河南省决定在全省推广“郑煤机经验”，在改人、改
薪、改制、改评、改组上集结发力，力争市场化机制改革取
得实质性突破，推开“国企改革的最后一扇门”。

与此同时，安钢集团对中层管理人员实施“能上能下、
能下能上”考核淘汰和重新公开竞聘上岗，河南能源集团
对1587名经营管理人员和6家煤业子企业班子成员实行
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在子企业探
索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项目跟投。

刘孟连介绍，到2021年底，河南省管一级企业已实现
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的人数占比超过七成，96%以上的企
业对所属子企业经理层成员实行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

河南国企改革主动变阵

2012年，作为河南最大的
钢铁企业，安钢集团出现了改革
开放以来的首次亏损。如何实
现扭亏，成为安钢集团面临的头
道难题。

实际上，安钢集团亏损的同
时，作为河南省管工业企业“三
煤一钢”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南省煤炭类国企也已经站在
了亏损的悬崖边。

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作
为河南国资“三煤”之一、河南能
源前身河南煤化工集团仍有净
利润2.2亿美元，但在这之后，
河南煤化工集团连续出现亏损。

河南煤化工集团的遭遇，只
是河南煤炭类国企的一个缩影。

这背后，既有结构不适应的
现实挑战，也有改革不到位的历
史原因。“三煤一钢”持续亏损对
河南国有企业经营效益影响可
见一斑。

记者采访获悉，当时，“三煤
一钢”的资产、营业收入分别占
省 属 国 有 企 业 的 52.2% 、
82.2%。全省国有工业企业员
工合计超过100万，其中仅“三
煤一钢”就超过50万人。

有观察人士告诉大河报·大
河财立方记者，除了机制和产业
结构偏“重”外，企业办社会、“僵
尸企业”、机构繁杂等都让国企
显得十分臃肿，且效率低下。

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很
快引起了国资监管部门的关
注。一位接近河南省政府国资
委的相关人士表示：“2013年，
省政府国资委就成立了全面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加快
推进改革改制和深化国有企业
内部改革。”

“在此之前，不少国企刚刚
在集团层面完成公司化改制，而
在子公司层面的产权改革亦在
加快推进。”上述相关人士表示，
由于市场环境导致的“三煤一
钢”企业亏损，客观上加快了河
南国企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

2013年之后，河南省管企
业“内部改革年活动”深入开展，
煤炭企业精简岗位和人数，安钢
集团将薪酬分配向市场销售和
产品研发岗位倾斜，洛单集团也
在大幅压缩管理机构和岗位。

而在整个河南省，国资国企
深化改革已经风起。伊川电力、
洛阳交运集团等市、县属国企纷
纷抛出绣球吸引优质资本参与
混改，安阳市36户“壳企业”实
现破产终结，许昌市98%以上
市属企业完成脱钩改制，漯河市
引进一批战略投资者推进企业
改制，开封市则加大了投融资企
业的改革力度。

省管企业利润创历史最好水平

2020年5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
告中首次提出，要提升国资国企改
革成效，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完
善国资监管机制、深化混合所有制
改革，聚焦主责主业，健全市场化经
营机制，提高核心竞争力。

根据相关部署，到2021年 12
月，国企改革三年行动70%的目标
任务要顺利完成。

2021年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
提到，年内，“河南省将扎实推进国
企改革三年行动，探索设立混合所
有制改革基金，重点在省属企业二、
三级层面培育一批优质混改企业”，
同时要“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推
动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
合，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
监管体制”。不久后，河南国企改革
三年行动计划印发，河南国企全面
深化改革步入快车道。

记者注意到，河南省以实施“冲
A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推动国企
改革三年行动跑出“加速度”，常规
任务全面完成，重点难点集中突破，
整体进度稳步超车。

2021年12月，河南省委宣传部
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河南省政府
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刘孟连表
示，河南省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全力
跑出“加速度”，截至11月底已完成
总进度的91%，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专项改革方面，7户“双百企业”
全部完成既定改革任务，郑煤机和
中原环保被评为A级“双百企业”。
洛轴集团被评为“科改示范行动”标
杆企业。

与此同时，改革红利叠加市场
机遇，河南省管企业利润总额、营收
利润率首次实现“两个翻番”，创历
史最好水平。2021年，河南省管企
业实现利润 263.4 亿元、净利润
183.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6.4%
和349.4%。

当年，1546班中欧班列（郑州）
从河南开出，综合指标居全国第一
方阵。郑州机场年货邮吞吐量首破
70万吨，居全球货运机场40强，卢
森堡货航郑州航线成为河南省国际
航空货运主力军。

困局之下，河南省国企改革意志坚定，步伐
明显加快。

2014年11月，经过深入调查、摸底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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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主要从产权制度
改革、产业布局重塑和国资监管三个方面提出
改革目标。

2015年，河南省管工业企业经营出现了省
政府国资委成立以来的首次亏损，合计亏损规
模约150亿元。这一年，河南省国企改革“1+
N”政策体系加快完善。河南省还多次组织调
研组，赴上海、浙江和深圳等地考察学习，并
总结认为“河南省国企困局的根本原因还是改
革滞后”。

2016年6月，河南省召开全省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工作会议，并制定了一年“前哨战”、
一年“总攻战”和一年“扫荡战”的攻坚时间
表和路线图。

两个月后，时任安钢集团董事长的李涛调
任河南省政府国资委，李利剑继任安钢集团董
事长。此时，安钢集团局面已经企稳，并适时展
开了“绿色”转型发展，累计投入百亿元，一举成
为钢铁行业绿色发展的标杆企业。

当年10月，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国企改
革从工业企业转向全部企业。立足于河南国有
企业的实际情况，河南探索形成了“先脱困、后
引资、再治理”的改革路径，剥离企业办社会职
能、处置僵尸企业和化解过剩产能成为急需啃
下的三块硬骨头。

在“前哨战”阶段，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成

为重点。得益于中央支持及地方政府主动承
接，2017年6月，河南省率先完成百万职工家属
大移交工作，比国家要求时间提前了一年半。

在“总攻战”阶段，处置“僵尸企业”成为“牛
鼻子”。到2018年10月份，河南省完成“僵尸
企业”处置1124家，超额完成千家目标，盘活了
闲置低效资产 219.2 亿元，化解经营性债务
245.8亿元，保障了企业职工权益，破除了企业
体制障碍，实现了一举多得的综合效应。

资产瘦身的同时，河南国企的管理瘦身也
同步展开，管理层级别原则上压缩到三级以内，
并同时压减法人单位总数。到2019年底，全省
共压减三级以下企业法人单位492家，其中河
南能源集团就完成97户压减任务，并构建了三
级扁平化管控架构。

在混改方面，截至2019年底，河南省管企
业二级及以下企业混改比例已达到65%，其中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旗下70%以上的企业已
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收入、利润比重占全集团
的90%左右。

随着一系列的改革举措迅速落地，河南省
国企的市场竞争力迅速回升，郑煤机、中国平煤
神马控股集团等省管企业改革经验叫响全国。

在甩掉拖累点、止住失血点后，河南国企质
效明显提升。2018年，26家省管企业全年实现
利润总额142.7亿元，同比增长10.4%，“三煤一
钢”全部实现盈利，其中安钢集团净利润超20
亿元，创历史新高。2019年，河南省市两级监
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704.4 亿元，同比增长
9.9%；实现利润238.2亿元，同比增长4.3%。

压舱石能力逐步增强

进入2021年下半年，原来分
属各厅局单位的经营类省属工商
类国企，已基本统一为省政府国
资委监管，此前“九龙治水”的局
面走向终结。

进入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收官
年，河南国资战略重组有序展开。

2021年底，作为河南国企改
革三年行动中战略重组的重头
戏，河南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揭牌成立，将致力于构建

“米+井+多联”高速铁路网，实现
与全国主要经济区域的高标准快
速通达。

今年3月，河南交投集团、豫
信电科集团、中豫国际港务集团、
中豫建设投资集团、河南文旅投
资集团和中豫信增六家企业集中
挂牌，河南在交通、数字经济、对
外开放、大建工、文旅投资、信用
增进等领域迎来旗舰劲旅。在此
前后，河南省内各地的市管企业
组建也有序展开。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围绕河
南省发展战略，河南通过巩固加
强一批、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
一批、清理退出一批的“四个一
批”方式，完成14家企业组建和3
家企业退出。

今年4月份，国务院国资委发
布了全国各地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完成情况，河南国资改革成功晋
升国家“A级”，迈入全国第一方
阵。

刘孟连表示，河南企业在省
管企业战略重组、企业领导人管
理、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
管等方面实现新突破，河南能源
改革重生、河南资产市场化改革
等一批新的改革经验叫响全国，
实现“整体领先、个体出彩”。

随着国企三年改革深入推
进，河南省管企业也站上了新的
发展起点，并向更高目标迈进：按
现行口径资产总规模达10万亿元
以上，其中省管企业达5万亿元以
上；力争创造若干家世界一流企
业，打造10家以上具备较强竞争
力的行业龙头企业，培育一批科
技创新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
业、基础保障骨干企业。

上述观察人士表示，如果这
些目标顺利实现，河南国有资本
和国有企业将进一步做大做强做
优，战略支撑作用也将明显增强。

多家企业改革经验叫响全国

锐意改革，河南国资豹变
2021年省管企业实现利润263.4亿元,创历史最好水平

十年，河南国资豹变。
今年初，河南省政府国资委发布2021年成绩单，河南省管企业实现利润263.4亿元、净利润

183.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6.4%和349.4%，首次实现“两个翻番”，创历史最好水平。
与此同时，随着专业化的重组和新型专业化国企的组建，河南国资版图进一步完善，区域经济压舱

石作用进一步凸显。
而在十年前，一切还是另一副模样。不仅三煤一钢面临生存保卫战，整个国资体系也面临冗员较

多、僵尸企业侵蚀资源、社会负担重等问题，整体稍显臃肿、低效。
随着“1+N”政策体系逐步落地，河南国资在剥离“四供一业”、处置“僵尸企业”和压缩管理层级中

实现瘦身，在持续完善“三项制度改革”、战略重组和重塑版图中健体。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吴春波 文 朱哲 摄影

河南省胸科医院惠民举措:
1.所有专家常年免挂号费；
2.全省范围内免费转运急、危、重症患者；
3.免费救助0至18周岁先心患儿。

小宝（化名）今年10岁，患有法洛
四联症合并三尖瓣重度关闭不全、卵圆
孔未闭，但因家庭经济困难，治疗一拖
再拖。两个月前，小宝出现间断性发
热，还有感染性心内膜炎、支气管肺炎。

经人推荐，家人带着小宝慕名找到
了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外科三病区
（小儿心外）主任谌启辉。入院当晚，小
宝状态依然很差，高烧不退，精神萎靡，
同时心功能也开始不好，不吃东西，四
肢冰凉。

“现在孩子面临两个最危急的情
况，一是肺动脉下和主动脉瓣下有大的
团状赘生物，赘生物随时会脱落，引发
感染休克，且双下肺感染明显；二是主
动脉瓣叶损毁严重，再不手术将会失去
手术机会。”谌启辉说，尽管小宝仍间断
性发热，体温并也没有得到很好地控
制，此时手术风险很大，可保守治疗风
险更大，所以手术必须强制进行。

入院第二天，我国著名心外专家、
河南省胸科医院名誉院长王平凡与谌
启辉主刀，主治医师李坤、王明伟辅助，
为小宝实施了“法洛四联症根治术+主
动脉瓣成形术+主动脉瓣、肺动脉瓣赘
生物清除术+卵圆孔修补术”。

这台亚急诊手术难度高风险大，既

要彻底清除心脏内赘生物，修复包括右
室流出道狭窄在内的多处心内畸形，还
要尽可能修复主动脉瓣受损的瓣叶。

近7个小时后手术顺利结束。感
染很快控制，心功能逐渐恢复正常。

然而，让谌启辉感到惋惜的是，法洛
四联症手术矫治后，小宝本该和正常孩
子没有区别，却因家庭经济困难延误了
治疗，导致主动脉瓣已被细菌侵蚀大半，
即使手术修复很成功，但仍不可避免会
出现轻度主动脉瓣返流影响远期疗效。

“先心病的治疗，时机的选择很重
要，家长一定要找对专业的医院，以免
错过最佳手术时机。”王平凡说，目前的
农合政策再加上河南省胸科医院的慈
善救助，对于大部分先心病都可以做到

免费救助，少数病情复杂即使治疗费用
相对很高，最终家庭负担的费用其实是
很少的。同时，对于那些贫困的家庭无
力负担医疗费用的，河南省胸科医院还
有其他专门的补偿机制，让贫困家庭看
得起病，也不会导致因病致贫。

医务社工积极介入，链接多家慈善
机构对小宝进行救助。小宝花费14万
余元，通过河南省胸科医院减免政策以
及链接多家慈善基金，最终花费0元，
实现了全免费救治。

男童心脏被细菌“侵蚀”“0费用”心脏术后获“心”生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徐紫渝

世界产能最大的工业丝、
帘子布生产基地

年产300万吨、生产工艺
先进的首山化工公司焦炉

工艺技术领先的双30万吨己二酸己内酰胺生产基地（尼龙科技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