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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成效、难点与重点

张　鹏　侯庆峰　张自然　张小溪

〔摘要〕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

安全运行具有重要的影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新时代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重要途径。文章系统总结了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论述，并

以自然垄断国有企业这一特殊样本为例分析了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成效、难点与重点。从成效

上看，总体而言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成效显著，国企改革标准 “骨骼”框架已经建立。从难点

上看，在国企改革 “骨骼”架构业已明确的情况下，“肌肉”组成还需加强，例如混合所有制改革、

公司治理、主业经营还有巨大的优化空间。因此，未来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应不断优化国有企业治

理结构，抓住混合所有制改革机遇，突出国有企业的主业绩效，提高国有企业改革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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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

有企业”。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和压舱石，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的稳定、调节和定向作用，是链接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关键核心力量。党的二十大

报告进一步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

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

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这为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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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了新的使命。国有企业一直以来承担着稳定经济和就业的重要责任，需要在经济

下行时进行逆周期调节。从产业链角度看，国有企业大多处于关键节点和重要环

节，既可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和稳定物价保障民生〔１〕，又可通过供应重要基础和关键

原材料支持其他企业。进入新发展阶段，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和重点在于使国

有企业兼具国有性质和现代企业特征，为全面、整体、系统和协同地发挥公有制经

济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作用提供支撑〔２〕。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制度、落实方案以及具体实施已全

面展开并取得积极成效。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的指导意见》，这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的 “１＋Ｎ”政策体系架构基本建立，国

有企业改革大幕就此拉开。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以电力、铁路、石油、天然气、民

航、军工、电信等自然垄断领域的典型企业为试点，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了积极进

展，促进了自然垄断领域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经营市场化和治理 现 代 化。２０１８
年，“双百”行动计划选取了百余户央企子公司和地方骨干国有企业，按照 “１＋
Ｎ”政策体系要求，加快推进政策文件落地生根，在党的领导、治理结构、经营效

益以及核心竞争力方面取得了新突破。２０２０年，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开始

实施，着力补齐短板和增固弱项，推动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优化，使国有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创新研发能力、控制能力、影响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

本文立足于自然垄断类国有企业这一特色类型①，以电网类自然垄断企业———
南方电网为代表展开研究，剖析国有企业改革已取得的成效和进一步改革重点，为

深化自然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二、自然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与难点

本文以Ａ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其中，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数量占比２６．７４％，
非国有企业占比７３．２６％②。从比例看，符合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式。从行业分布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主要分布

于工业、信息技术、材料和可选消费四大行业。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对自

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 内 容 的 改

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运网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促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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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自然垄断类国有企业既有公益属性，也强调竞争和经济效益，主要涉及电力、电网、石

油、天然气、邮政和烟草等行业。
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７日，Ａ股上市公司共计４９４７家，其中中央国有企业４３２家，地方国

有企业８９１家，非国企３６２４家 （包括公众企业２７３家、集体企业２３家、民营企业３１２８家、外

资企业１６８家和其他企业３２家）。



化”。由此可知，自然垄断类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在于其资源的垄断性，需要更强调

市场化经营，以市场化改革促进垄断资源配置的优化。首先，要合理区分竞争性业

务和非竞争性业务，将竞争性业务最大程度交给市场解决；其次，要优化组织结

构，将竞争性强的企业做大做强，以市场化改革成效推动国有企业整体改革。按照

指导意见，自然垄断国有企业改革中最大的难点为如何区分竞争性业务和推动市场

化运营，所有的改革手段都以此为服务对象。因此，自然垄断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

可以总结为提升企业市场化运营绩效。

１．自然垄断国有企业改革成效

本文以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为主要样本，分别比较三类企

业成长性、经营成果和价值创造能力，并将其与Ａ股市场平均水平进行比较。为

了突出自然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进一步以自然垄断类代表性行业———公

用事业行业为对象①，研究自然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最近的发展趋势和改革成效。最

后，以南方电网为分析对象，讨论自然垄断类国有企业代表的改革成效，基于数据

的可得性和可比性，本文仅以南方电网旗下的三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分析，这三

家上市公司分别为南网储能、南网能源和南网科技。总体来看，本文的研究既涵盖

中央国有企业也包含地方国有企业，同时包含公用事业大类也包括南网旗下公司个

体层面，为分析国企改革的重要边际变化，以及推演对未来经济以及各行业的影响

提供重要参考。

图１　我国不同属性上市公司数量

资料来源：Ｗｉｎｄ金融资讯终端，下文图表无特别说明均来源于此。

（１）成长性维度。成长性是反映企业生命周期的主要指标。成长性较好的企业

大多处于生命周期的上半段，企业投资策略较为前沿，支撑其未来增长的基础较

好；成长性较弱的企业则大多处于生命周期后半段，企业经营偏保守，以守成为

主，积极投资较少。需要注意的是，科技创新能够延长企业生命周期，使企业发展

逃逸生命周期的束缚，成长轨道得以延长。本文分别从营业收入增长和净利润增长

两个角度观察２０１４年以来国企改革提质增效后的成长性趋势和潜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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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７日，公用事业类Ａ股上市公司共有１４４家，其中中央国有企业为３４
家，地方国有企业为６２家，非 国 有 企 业 为４８家。从 细 分 行 业 而 言 公 用 事 业 主 要 是 电 力、燃

气、水务等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总体而言国有企业在公用事业类占有绝对优势。



表１　　　企业成长性：营业收入增长率 单位：％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全部平均 １．９０１　 １．６１４　 ３．３０９　 １２．１８１　 １２．０６３　 ９．５０１　 ３．７５４　 １９．３８４

南网上市公司平均 ７．３８８　 ３．４３３　 ４．２８２　 １６．６８０ －２０．３６８　 ２４．２６７　 １３．４９２　 ２２．８６０

民营企业 ４．２４５　 １１．１４７　 １７．８４０　 １９．０３９　 １３．０４４　 １１．０４９　 ８．７３１　 ２３．３７９

地方国有企业 ５．３８９　 ５．９８５　 ９．５６７　 １８．７３５　 １１．２４１　 １０．０２８　 ８．０８３　 ２２．４９０

中央国有企业 ３．７７１ －６．０８４ －０．５０４　 １１．００９　 １４．３０６　 ８．７５９ －１．３０７　 １９．９１４

公用事业 －０．６３６　 ０．０３４　 ０．１５８　 ２２．１９１　 １２．８９０　 １１．３０２　 ５．５７０　 ２２．２３２

　　从营业收入角度看 （详见表１），可以发现：第一，无论全部企业还是国有企

业和民营企业，都处于成长性区间，营业收入增长速度不断加快，规模扩张步伐没

有停歇。第二，公用事业和南网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长率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

入不断取得新突破，２０１６年前公用事业的营收增长率都低于全部平均，但２０１７年

公用事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超过全部平均，南方电网旗下三家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

率高于全部平均、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公用事业样本，这展

现了南方电网旗下企业竞争力强、韧性足。

营业收入是企业规模扩张的象征，并不能说明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经营成果取得

了根本性改善，净利润才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为了在规模扩张基础上反映经

营绩效，进一步从净利润增长视角讨论企业成长性 （详见表２）。可以发现：第一，

国有企业经营主体自２０１５年后的净利润增长较为乐观，这反映了２０１５年国企分类

改革以来，企业经营效率大幅提高。第二，无论是南网、公用事业还是中央国有企

业都受到疫情的明显冲击，特别是公用事业类２０２１年净利润增长约为－５８．１８％，南

网２０２０年净利润增长为负，２０２１年增长率约为９．４％，两年综合净利润增长率为负。
表２　　　企业成长性：净利润增长率 单位：％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全部平均 ２．４０１　 ３．６２３　 ２．４５２　 １２．４７２　 ３．５１１　 ７．８３４　 ２．１１３　 １８．７５２

南网上市公司平均 －１９．８５６ －３９．７５５　 １１２．４７８　 ９．３０８　 １９．５８１　 ３０．３７６ －８．５８３　 ９．４３９

民营企业 １１．０４８　 １１．１２０　 ３１．０５０　 １３．７７５ －１４．１４０　 １０．１８６　 ２５．６４２　 ２．６６１

地方国有企业 ９．３９２　 ６．６１４　 ７．９５１　 ２５．２１３　 ４．２３６ －０．５８９　 ７．３８７　 ３１．５３５

中央国有企业 ３．２７１ －２．５１６ －１．７３２　 １１．４５５　 １３．５６７　 ７．２１０ －２．９７５　 ２１．６７２

公用事业 ６．８７２　 ９．７１７ －７．２１３ －１５．９１６　 ９．４５２　 １３．８６８　 ３０．２３９ －５８．１７８

　　 （２）价值创造能力维度。价值创造能力反映企业为所有者创造价值的能力，

一般用净资产收益率来衡量，即公司净利润与股东权益之比，代表着企业为所有者

即股东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净利润）（详见表３）。研究发现：第一，自然垄断为代

表的公用事业类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总体高于中央国有企业，多数年份也高于地

方国有企业，特别是疫情冲击严重的２０２０年，公用事业类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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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势上升。第二，从南方电网旗下三家上市公司的平均盈利能力来看，自２０１４年国有

企业改革加速推进以来，ＲＯＥ整体处于上升轨道，但２０２０年后受疫情冲击较为明显。
表３　　　盈利能力衡量 （ＲＯＥ） 单位：％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全部平均 １２．１６　 １１．６２　 １１．２３　 １１．８９　 １１．４８　 ７．９１　 １．７２　 ７．５８　 ２．８９

南网上市公司平均 １０．０３　 ７．６１　 ７．２１　 １０．４４　 １０．３８　 １３．６２　 １３．３０　 ７．９２　 ５．７９
民营企业 １４．９６　 １５．８３　 １５．７８　 １５．３９　 １３．０７　 １０．２０　 ７．０３　 ９．７８　 ２．９２

地方国有企业 ８．２９　 ５．５７　 １．８８　 ５．７４　 ９．１２　 ４．１５　 ４．１３　 ４．９３　 １０．３４
中央国有企业 ４．８１　 ６．４０　 ２．３３　 ６．２０　 ７．２５　 ４．３８ －３．１３　 ５．４３ －１１．６８

公用事业 ８．１０　 ７．７２　 １０．９９　 １１．０３　 ７．１４　 ４．８８　 ３．５２　 ６．９８　 ０．９６

　　 （３）杠杆维度。上市公司杠杆率是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本文使用

资产负债率衡量不同属性上市公司的杠杆率 （详见表４）。２０１７年以来，随着 “三

去一降一补”和国资委推进中央企业降杠杆，国有企业杠杆率不断降低，目前国有

企业杠杆率保持稳定，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自２０１３年以来，不同类型不同属性

的企业杠杆率稳步下降，以南方电网旗下三家企业为例，资产负债率从２０１３年的

５０．２％下降到２０１９年的３７．７４％，２０２０年疫情后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下降，地方国

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下降幅度较小，中央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９年间下降约３个百

分点，自然垄断类 （公用事业类）资产负债率在疫情前经历了不断下降，但疫情后

出现上升趋势，这值得进一步关注。
表４　　　资产负债杠杆率变化 单位：％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全部平均 ４６．５２　 ４６．５１　 ４４．２０　 ４２．７３　 ４２．３７　 ４３．８５　 ４３．４２　 ４５．６０　 ４２．３６

南网上市公司平均 ５０．２０　 ５１．６４　 ４８．７０　 ５４．５７　 ５４．０５　 ５５．０６　 ３７．７４　 ３７．０１　 ３６．２９

民营企业 ４３．１５　 ４３．３７　 ４０．２６　 ３８．８０　 ３８．６３　 ３９．８７　 ３９．９６　 ４３．５４　 ３８．１４

地方国有企业 ５２．５７　 ５２．８９　 ５２．１０　 ５０．８２　 ５０．４３　 ５０．８７　 ５１．３４　 ５１．６２　 ５２．００

中央国有企业 ５３．１７　 ５３．８６　 ５２．５４　 ５２．１８　 ５１．３３　 ５０．５７　 ４９．９８　 ５０．０１　 ５０．４５

公用事业 ５６．９３　 ５８．６０　 ５８．３１　 ５３．０８　 ５３．２８　 ５４．８４　 ５４．９１　 ５５．３７　 ５５．９９

　　 （４）营运能力维度。企业营运能力反映了企业运用各项资源维持经营 （基本

成长）和创造价值 （长期 成 长）的 能 力。从 企 业 经 营 过 程 看，企 业 一 方 面 以 原 材

料、人工、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营运能力在生产

端表现为成本控制能力和生产管理效率；另一方面，企业通过销售获得利润，营运

能力在此表现为产成品 （存货）等资产创造收入的能力 （销售端）。本文使用企业

资产周转率来衡量企业营运能力，即营业收入和总资产之比，比率较高说明企业资

产周转较快，企业产品流动性高，能够及时为企业带来收入和现金流。通过对企业

营运能力的分析，有利于从企业营运角度了解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和成长性 （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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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自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降成本和补短板以来，中央国

有企业资产周转率自２０１５年以来经历了上升趋势，但地方国有企业资产周转率上

升趋势不明显。另外，受自然垄断类企业资产周转率总体较慢影响，公用事业类总

资产周转率明显低于国有企业样本和民营企业样本，但从南方电网旗下三家上市公

司看，其资产周转率明显高于公用事业整体平均水平。
表５　　　营运能力维度：总资产周转率 单位：％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全部平均 ０．８０　 ０．７９　 ０．７４　 ０．７１　 ０．７４　 ０．７４　 ０．７１　 ０．６５　 ０．６６

南网上市公司平均 ０．７９　 ０．７３　 ０．６８　 ０．４３　 ０．４９　 ０．５８　 ０．６５　 ０．５５　 ０．４９

民营企业 ０．８６　 ０．８６　 ０．８１　 ０．７９　 ０．８０　 ０．８０　 ０．７６　 ０．６９　 ０．６８

地方国有企业 ０．７０　 ０．６５　 ０．５９　 ０．５７　 ０．６２　 ０．６２　 ０．６１　 ０．５７　 ０．６２

中央国有企业 ０．７３　 ０．６９　 ０．６１　 ０．６０　 ０．６３　 ０．６４　 ０．６４　 ０．６２　 ０．６７

公用事业 ０．４３　 ０．４１　 ０．４１　 ０．３６　 ０．３９　 ０．４１　 ０．４１　 ０．３９　 ０．４３

　　 （５）激励维度。上市中央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数量明显上升。党的十

八大后，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股权激励计划

不仅有效缓解了企业治理的委托代理问题，提高了公司治理现代化水平，亦充分调

动了核心骨干成员积极性，提升了企业活力和竞争力。２０１２年以来，当年公布股

权激励预案的上市中央国有企业家数由２０１２年的４家增长到２０２１年４４家。２０１２
年至今 累 计 有１４０家 上 市 中 央 国 有 企 业 实 施 股 权 激 励，占 全 部 中 央 国 有 企 业

３２．４％。另外，上市中央国有企业股权激励方式多元灵活，包括股票期权、限制性

股票等等，有效完善了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从上市国企高管薪酬看，上市中央国

有企业高管薪酬持续增长，薪酬制度改革卓有成效。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的平均主

义，将高管个人利益与国有企业公共利益相互绑定，充分发挥了高管积极性和能动性。

另一方面，薪酬改革本质上也是激励维度的重要体现，例如 《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

制度改革方案》指出，中央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

组成，任期激励收入也类似于股权激励，相当于企业高管购买的看涨期权。
（６）创新维度。提高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创新

维度一方面体现为企业营运、成长和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这是创新能力提升结果

的体现；另一方面，创新维度主要指创新投入和创新研发强度的提高。围绕建设现

代化一流国有企业目标，国有企业创新投入不断提高，保障了国民经济关键领域和

核心环节创新能力稳步提高。总体而言，上市中央国有企业持续强化创新研发，推

动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上市中央国有企业研发支出持续增长，

年复合增速达到１９．８％；另一方面，从研发强度 （研发支出／营业收入）看，２０１２
年以来上市中央国有企业研发强度稳步增长，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增大，为打造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贡献良多 （详见图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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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国有企业研发创新支出趋势

２．自然垄断国有企业改革难点分析

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随着改革迈入深水区和涉险滩，改

革的难度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一些关键环节改革难点事关国有企业改革成败。从自

然垄断这一特殊属性和主体看，未来改革难点主要体现在：
（１）围绕主业方面需要持续加强，优化国有经济布局。通过上文分析可知，自

然垄断国有企业属于公益二类国有企业，垄断地位来自其所属商品或服务所必需的

垄断性，市场特征类似于寡头垄断市场，因此市场效率是决定其发展的主要考量因

素。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深入推进以来，国有企业效率稳步提高，但与民营企业仍

有差距，核心竞争力地位仍需加强，只有围绕主业方面继续发力，在主业领域深耕

和适度拓展，才能巩固和提升自然垄断地位，优化国有经济战略布局。
（２）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提高效率，不能为混而混。新时代国有企业改

革通过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等形式使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重新

焕发出国有企业的生机 活 力，未来要围绕 “效率提高”这一核心命题将员工持股计

划、股权激励等方案落到实处。允许混合所有制企业积极推行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

划，将企业发展与管理者、员工利益深度绑定，坚持激励为主，坚持公开、公平和公

正，防止福利化不良倾向和重回平均主义的老路，激发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增强主

人翁意识，使员工持股计划和股权激励由目前的重形式为主走向抓落实为主。
（３）围绕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公司治理机制仍需加强。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职

业经理人制度仍然任重道远，个别国有企业中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仅在形式

上对公司的治理或制度设计产生部分影响，发挥实质性的指导和监督作用仍需进一

步探索。当前，员工持股计划虽已推行，但企业员工主动参与公司治理与监督管理

的积极性有待提高。

三、未来自然垄断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点

上文通过对各类属性国有企业的比较分析，得出了国有企业改革难点———即如

何引入市场化机制，放开竞争业务，促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的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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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

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

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国有企业因改革而兴，改革是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的关键。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和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新要求，未来自然垄断类国企改革

重点应当围绕激发改革活力，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成为激发国有企业活力

的重要基础。在改革途径上，以做强主业为核心，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

整成为重要任务。在改革目标上，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的衡量标准。

１．构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国有企业集团及子企业两级法人治理

公司治理是企业融入现代市场竞争的重要基础。先行完善法人治理是集团及子

企业运营管控模式调整的基础，也是国企改革抓住 “牛鼻子”的重要抓手。一是强

调分类开展 “清单式管理”和两级同步实施制度。企业集团层面重在规划制定、统

筹落实和考核评定等方面，而子企业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按照业务范围、产品服务

特征、市场背景等因素制定符合企业发展实际的法人治理架构，分类同步实施综合

试点。以南方电网为例，通过设立适应性竞争业务市场化发展的议事机构，对授权

范围内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减少管理层级，竞争性子公司的授权范围和权限全面

下移，最大限度缩短了响应和引领市场变化的时间，使集团和子公司发展中享有更

大的发展空间并保持二者紧密联系。二是聚焦董事会能力建设。董事会是公司治理

的核心，董事会能力建设在公司治理中具有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董事

会能力建设既要充分发挥其在企业生产、投资决策中的关键作用，也要充分发扬民

主，将重要事项决策置于 “阳光”之下，最大程度实现企业决策科学化。近年来，

自然垄断类国有企业集团及子公司加大力度引入专职外部董事，高水平独立董事加

入上市公司，实现了外部董事过半，为董事会能力建设和科学决策水平提高提供了

重要支撑。同时，加强专业委员会建设，为董事会能力建设提供 “左膀右臂”，由

外部董事担任委员会主席或重要职务，对涉及重大投资事项、人事管理进行民主公

开讨论并形成专业化意见，更加提高了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南方电网已经在系统

内部多家试点单位实现了股权结构较为平衡，不允许任何一方股东直接或间接持有

公司５０％以上股 权，防 止 一 股 独 大 等 弊 病。通 过 合 理 设 置 董 事 会 和 监 事 会 席 位、

议事决策规则和决策范围，做实 “三会一层”职权和议事规则，为科学决策提供保

障。三是加强专职董事队伍建设。专职董事建设按照内部选聘和市场招聘相结合的

方式，实现专职董事队伍建设高质量、高标准和高素质，不断完善专职董事队伍动

态评价机制，加快建立外派子企业董监事队伍，不断提升队伍综合素质。四是加强

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目前南 方 电 网 集 团 坚 持 按 市 场 规 律 办 事，按 照 “市 场 化 选

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的原则，推行管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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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管理模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职业经理人聘用和退出机制，未来要有序推动改

革思路从 “个别职业经理人试点”向 “企业整体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的转变。

２．围绕主业、聚焦主业，实现国有企业经营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高转变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规模已是行业 “巨无霸”和 “排头兵”，特别是在关系国

计民生、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企业发挥着促进经

济大盘稳定、保障经济安全的重要功能。但是，国有企业整体发展面临着大而不强

的问题，多元化扩张中亟需注意围绕主业做强这个核心，加快布局前瞻性、前沿性

产业，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３〕。近年来，工业４．０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新一轮工业

革命，推动竞争性产业优胜劣汰和转型升级，优化产业布局和适应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紧紧围绕主业、科技创

新推动发展，实现从产业规模扩张向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转变，这是国有企业集团

和子企业以主业运营为核心并适度多元化的关键标志之一〔４〕。南方电网集团在产业

转型过程中积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重点构建管制、新兴、国际与金融四大板块。

南方电网能源公司抓住综合能源服务产业发展契机，充分发挥电网企业优势，积极

布局工业及建筑节能服务、绿 色 照 明 全 产 业 链、新 能 源 开 发 投 资 运 营 及 “互 联 网

＋”新型综合能源服务业等。南方电网资本控股公司深度挖掘融资租赁业务的 “融

资”和 “融物”双重属性，探索融资租赁产品和服务创新，实现 “以融助产、产融

集合”。建议未来企业继续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为契机，推动产业扩链、补链和强

链，在注重产业的互补性上下功夫，提升经济效益。一要突出战略引领，明确业务

转型方向。转型业务要找准业务突破口，一方面要进入新兴产业和前瞻前沿产业，

另一方面要注重以布局新产业为契机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加快进入现有产业链

上下游新兴产业和前瞻产业，形成多业支撑布局，实现业务高端化转型，例如传统

电网企业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二要加大自主创新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

的力度。搭建起覆盖集团、子企业和上下游一体化的研发平台，重塑科研成果交流

和转化体系，以前沿的研发创新为国有企业开展并购、投资等进入新行业、拓宽新

渠道提供 “灯塔”，与企业现有的投资决策体系形成互补并提供参考和佐证。三要

及时退出非战略性以及竞争力较弱的产业。以资产重组加快资源整合、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充分发挥资源利用的最大边际收益。四要注意产业布局的高度关联性和协

作性。在产业布局过程中要注重市场化和集体决策的有机统一，以产业间的高度关

联性和协作性增强产业的韧性和自主性，提升企业整体风险应对能力，实现产业发

展与企业发展、产业安全和企业安全高度关联。

３．将 “资本”模式与授权子企业经营模式有机结合，优化国有资本布局

一是梳理权力清单，管放结合，管住核心事项，放开经营和一般管理事项。例

如，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等事项需要在集团层面统一部署、统一安排，

而与子企业发展相关的一般事项要下放，给企业经营以充分的自主权。即实行管理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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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制，梳理出禁止和审批、备案事项，对其他事项一律下放。二是在充分下放权

力的同时，对子企业的履行权力能力展开评估。评估体系要基于多方面、多维度展

开，充分兼顾主体特质和市场特征，以结果对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分类，科学调整下

放事项范围。三是建立动态调整机制。落实授放权与子企业董事会考核及经营业绩

考核挂钩，每年根据结果动态调整授放权事项范围及力度，逐步推动资本运作权力

上移，产业发展责任下沉。四是建立容错和纠错机制，为深化改革和激发改革提供

保障。当前国有企业转型改革进入深水区，任何改革都需要付出成本和代价。作为

激励和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需要为改革的反复探索甚至不断试错提供较为宽容和

包容的环境，试错和容错机制要作为国有企业改革重要方面而不断深入实践。为了

持续推进改革，建议企业一方面定期总结梳理现有改革成果和修定未来改革方向，

制定先行改革的激励制度及规范性文件，对改革取得的成果要总结固化并予以推

广，对改革出现偏差的要找出原因并在允许试错的制度范围内激励其继续探索改

革〔５〕。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除了事关国有企业整体发展和安全事项外，对于

一般的公司治理事项，如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等长期激

励、差异化薪酬安排、外部或专职董事聘用等方面可以先行探索，加快形成促进国

有企业做强做优的创新体制机制，探索国有企业综合改革新模式、新路径，共同打

造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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