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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十一月召开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简称“国企”）改革已加快步伐。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于七月宣布四项试点改革计划，表明中国推进国企改革，从而帮助改善国企
经营效率、公司治理和盈利前景的决心。国企改革仍是 2014 年下半年的市场焦点。

国企改革的最新进展
尽管国企为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的迅速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其效率低下、债台高筑 1 及官僚主义作风对当今中国
经济的发展而言是一道挑战。关于国企与私企之间的资源配置失衡在经济增速放缓期间更是成为争论焦点。在中国国家领导
人的支持下，新一轮国企改革已于去年加快步伐。
7 月 15 日，中国国企改革的监管机构——国资委宣布已选定六家国企作为“四项改革”的试点 2。

四项试点改革
建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发展混合所有制结构

试点国企：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中粮集团”）、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试点国企：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建材”）、中国医药集团
总公司（简称“国药集团”）

（简称“国投公司”）

董事会行使高级管理人员选聘、业绩考
核和薪酬管理职权

派遣纪检组入驻中央企业

试点国企：中国建材、国药集团、中国
节能环保集团公司（简称“中国节
能”）、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新兴际华”）

资料来源：FIL Limited、国资委，2014 年 7 月
选定试点国企实施改革可谓自去年十一月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国企改革以来迈出的实质性步伐。国资委领导的试点项
目将有助于政府的改革议程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为日后开展更大规模的改革铺平道路。
在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最高领导层承诺要重新定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创建国企和私企公平竞争的环境，让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会议《公报》指出，一些国企将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为私营公司的发展让路；政府将
不再插手国企的管理，及建立大量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请参见下文，了解有关上述内容及它们何以是积极发展的详细解
释）
国家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三月所作的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国企改革的目标，如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及在

国有部门建立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李总理还强调允许非国有资本参与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
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的项目。
试点项目的意义
相比选定国企和子公司在内地和香港股市的股价上涨，试点项目的意义要深远得多。国资委监督着 113 家中央企业 3，
通过在这六家试点国企实施其改革项目，该部门将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其良好实践和经验，从而扩大改革项目的范围。
国资委于 2003 年成立，曾主导了上一轮国企改革。其整合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原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财政
部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许多政府部门监督和管理国企的职责。在企业经营层面，它帮助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推进
国企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它还代表国家负责大型企业监事会的管理工作，及对企业管理人员进行任
免和考核 4。
中央行政干预曾在一段时间内帮助国企更加迅速地发展，而且许多企业已成为关键领域的龙头企业，甚至跻身全球 500
强公司。然而，时至今日，作为国有资产的股东和监管人，国资委的过多行政干预束缚了国企的自主、创新和发展。国资委
亟需展开新一轮改革，以降低自身影响，赋予国企其所需的权限，推动国企进一步发展。
试点计划 1：建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根据建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试点计划，国投公司和中粮集团将代表国资委掌握国企的所有权，并通过提高国有资本的
经营效率实现国家战略利益。同时，国资委只负责监督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因此，其主要职责将从经营国企转变为单纯的资
本管理。这标志着朝国资委双重职责的分离又迈进了一步。
试点计划 2：董事会行使选聘和薪酬管理职权
董事会管理职权改革将赋予国企更多选聘高级管理人员及根据业绩管理薪酬的自主权。这一举措将有助于阐明国资委作
为监管人的职责及管理董事会的自主决策职能，从而优化国企的公司治理。因此，国企管理层的利益将与公司的业务目标和
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
试点计划 3：发展混合所有制结构
2008 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一方面国企在关键领域“一支独大”甚至垄断的现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它们的效率不
断下滑，负债率节节攀升。自 2008 年以来，国企的净资产收益率稳步下滑，而政府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更是导致国企的
杠杆比率大幅攀升，因为它们比私营公司更容易获得银行融资。从 1996 年至 2013 年，国企的股本收益率与国有股权的比例
呈负相关。
上市国企的股本收益率与国有股权所占份额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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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FIL Limited、高盛、Wind，2014 年 6 月
这表明通过吸引更多私有股本入股进行改革可能会提高国企效率 5。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试点计划是以市场为本的方法，通过
引进私营部门资本提高效率和盈利。改革不仅有利于国企的盈利前景，对支持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时期
的增长，也有重大意义。该项目引进管理层和员工持股，通过建立有效的制衡及平等保护所有股东改善公司治理。
一些评论员担心国资委试验改革的深度和规模与中央政府在三中全会上的承诺不完全一致，投资者需明白，自中国于 1978
年踏上经济改革开放的道路以来，国企改革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此次迈出的这一坚实步伐对国有领域和中国整体经济的发
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随着改革的推进，私营企业在经济中的参与度将不断提高，尤其是在受政府保护的行业中的参与度，管理
层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将更加一致。同时，反腐工作通过减少因腐败、为相关实体提供合同和优惠价格造成的漏损等措施，也提
高了国企的股本收益率。

中国国企改革——历史与未来
起点：中共中央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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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案例：能源领域
尽管国资委已选定六家国企开展试点项目，但实际上去年部分国有企业主导的领域已掀起更大规模的改革。例如石油与天然
气行业正在逐步向私有资本开放。
在上游勘探领域，私营公司的参与度较低，因为中国只有四家公司拥有石油勘探和开发资质，分别是中石油、中石化、中海
油及延长石油。未来，中国政府将颁发更多许可证，向更多私营企业开放上游领域 6。例如，中石油正在出售上游资产的股份及
寻找石油勘探和开发项目的外部合作伙伴。地方企业、私营公司、地方政府的投资平台及资产管理公司都是潜在候选人 7。
此外，中石油已于五月宣布将西气东输一二线相关资产和负债转让予新成立的实体——中石油东部管道有限公司，并将通过
产权交易所公开转让其所持该新实体的股权。相关管道的净资产值估计为 390 亿元人民币（63 亿美元）8 左右。
在能源领域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是去除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战略资产”性质，将其转变为单纯的商品，让定价机制
更加透明。因此，下游分销领域也正在向非国有公司开放。
拥有全国 30,000 多个加油站的中石化正在向社会和私有资本出售其零售单位中石化油品销售业务最多 30%的股权。截至四
月末，零售业务单位的总资产为 3,420 亿元人民币，因此，此次出售可能筹集约 1,000 亿元人民币（160 亿美元）的资金 9。在 6

月 30 日的公告中，中石化表示，其更希望同一行业中能弥补该业务的发展及惠及广大中国公众国内候选人和公司购买其出售的
股权。
中石化的这一举动旨在加快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同时完善市场化运营和管理控制。该公司的目标是在未来成为一家全面的综
合服务供应商，及拓展新业务，包括便利零售、汽车服务、远程信息处理、线上到线下、金融服务及广告 10。
在仍维持对国家战略资产的控制的同时，能源领域的混合所有制发展不仅提高了私营部门的参与度，还帮助推动创新及释放
国企的价值。
此外，在水、电信和能源领域建立市场化定价机制的改革措施也在推进中。这些价格改革对来自私营部门的新参与者和整个
经济均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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