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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行动”步入收官倒计时

重组、混改、上市 国企改革“三重奏” 高潮迭起

●本报记者 刘丽靓

2021年的国企改革步入收官倒计时。 这

一年，聚焦重组、混改、资产证券化等，一项项

改革蹄疾步稳，足音铿锵。

面向2022年，按照国资委部署，一季度国

企改革将迎“首考” ，7月份前基本完成国企改

革三年行动目标。 业内人士认为， 随着国企混

改、结构调整、稳增长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出

台，在未来这一段关键窗口期，央企专业化重组

将迎来新突破，混改上市会掀起新高潮，必将书

写更为波澜壮阔的国资国企改革新篇章。

重组换挡提速

这一年，重组换挡提速，多家航母级企业

鸣笛启航。

从中国物流集团到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从

中国星网集团到即将挂牌的大型稀土产业集

团，一批新央企集团正踊跃登场。

同时，今年以来，中国建材水泥板块业务完

成深度整合，中国电科重组中国普天，鞍钢重组

本钢，中化集团和化工集团联合重组，一批资产

规模大、影响深远的重组项目相继瓜熟蒂落。

放眼全国，地方国企重组风起云涌。 今年

5月，四川省属国企四川交投集团、四川铁投

集团重组整合为“蜀道集团” ；7月，江苏省淮

安市新组建5大市属国企正式揭牌。

近期，多地相继出台“十四五” 国有资本

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相关规划，勾勒产业发展

蓝图， 提出打造数个千亿元级产业集团等计

划，作为重要举措之一，重组整合正酝酿更多

新动作。

从二级市场看， 知本咨询提供的数据显

示，截至目前，今年有17户央企上市公司发起

并购重组计划，同比增长42%，主要分布在制

造、电力、建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

有15户地方国企实际控制上市公司发起并购

重组计划，主要分布在制造，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道路运输，零售等领域。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产

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向清称，今年国企重组

在四方面的成效尤为明显，总结起来就是四个

“基本完成” ： 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党委前置

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清单制定基本完

成，重组国企董事会应建尽建工作机制和规则

基本完成，推行重组国有企业经理层成员任期

制和契约化管理基本完成，地方国有企业“两

非”剥离专项治理等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国

企重组在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实现

了‘1+1﹥2’ 的规模效应，实现了重组企业市

场共振共享的蝴蝶效应。 ”宋向清说。

“未来国企布局结构的优化调整还有很

大空间，国企并购重组将继续深化推进。 ” 中

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 明年粮

食储备、港口、钢铁、煤炭等领域整合有望提

速，海工装备、新能源车、工业互联网、物流

大数据、航空货运等协同发展平台将加快建

设。此外，健康、养老等民生领域重组也将得到

推进。 （下转A02版）

编者按

不平凡的

2021

年进入尾声，面对

国内外风险挑战增多的复杂局面，我

国持续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 本报今起推出“年终报

道”栏目，回顾“十四五”开局之年经

济、金融、产业发展新亮点、新成就、

新气象，展望

2022

年新机遇、新图景、

新作为。

国资委拟定2022年央企改革八项重点任务

深化跨行业跨领域跨企业专业化整合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日前表

示，要确保三年行动任务在党的二十大之前基

本完成，明年年底前全面完成，要对照“三个

明显成效” 抓收官。 今年稀土、煤炭等专业化

整合深入实施。

郝鹏是在国务院国资委召开的中央企业

负责人会议上做出上述表示的。 他称，明年要

稳字当头抓经营， 及早制定有利于稳增长措

施。 要深化跨行业跨领域跨企业专业化整合。

要严控债务风险，有序压减永续债规模。 《关

于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指导意见》 即将

印发实施。

稀土煤炭等专业化整合深入实施

郝鹏表示，1月至11月， 央企实现利润总

额2.3万亿元、净利润1.75万亿元，石油石化、

钢铁、煤炭等企业盈利水平和增利贡献显著提

升，截至11月底资产负债率为65.1%，基本保

持稳定。 上市公司质量进一步改善。 1月至11

月， 央企向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1221.5亿

元，运用上市公司平台实施股权融资1986.9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17.4%、64.7%。同时，战略性

新兴产业布局进一步加快。加大新能源、5G应

用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力度， 前三季度，央

企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投资7267亿元， 同比

增长6.3%。

在重组整合方面，2021年， 中国星网、中

国电气装备、中国物流集团挂牌成立，中化集

团和中国化工联合重组，中国电科重组中国普

天，鞍钢重组本钢，国家管网集团资产重组顺

利完成，稀土、煤炭等专业化整合深入实施，物

流大数据平台、海工装备创新平台加快落地。

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目前混合所有制企业

加快转换经营机制，三项制度改革进一步取得

实质性突破。 目前央企及98.2%的子企业实现

董事会应建尽建，超过70%的集团公司制定董

事会授权制度，89.9%的符合条件的二三级子

企业实现外部董事占多数。经理层成员任期制

和契约化管理制度全面建立，子企业层面签约

比例达83.9%，比年初增加54.3个百分点。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70%目标任务顺利完

成，改革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

郝鹏指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国资监管

体制向更加成熟定型迈出实质性步伐，企业市

场化经营机制改革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破冰

破局，战略性重组、专业化整合、战略性新兴产

业布局有力推动国有资本结构优化提升。

明年年底前完成三年行动任务

郝鹏表示，扎实做好央企明年生产经营和

改革发展八方面工作。

一是稳字当头抓经营。 要稳得主动，力争

实现“开门红”开局稳。 要落实跨周期调节工

作要求，及早制定有利于稳增长的措施。 加快

淘汰落后产能和清退“两资”“两非” ，加大亏

损子企业治理力度。 提升投资质量，加快落地

一批“十四五” 规划明确的重大项目，加大对

具有战略意义、溢出效应的产业投资。

二是齐心协力狠抓改革落地见效。确保国

企改革三年行动任务在党的二十大之前基本

完成，明年年底前全面完成。要对照“三个明显

成效”抓收官。 推动混合所有制企业深度转换

经营机制，持续探索差异化管控。 提升国有控

股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和价值创造能力，推进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动态调整，完善功能定

位。 深化跨行业跨领域跨企业专业化整合，加

强海工装备、新能源车、工业互联网、物流大数

据、 航空货运等协同发展平台建设。 做精做深

“双百行动”“科改示范行动”等专项工程，深入

推进“区域综改试验”“振兴东北央地百对企业

协作行动”和中央企业培训疗养机构改革。

三是加快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要在持续

深化央企攻坚工程中实现更多关键核心技术

体系性突破。要在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中更

好释放创新潜能。进一步推动一揽子创新支持

政策落地，（下转A02版）

350家公司分享2020年度七项金牛大奖

本届新设金牛科创奖和金牛新三板公司奖

●本报记者 杨洁

12月 20日 ， 中国证券报第二十三届

（2020年度）上市公司金牛奖名单正式公布。

本届上市公司金牛奖设置金牛最具投资价值

奖、金牛科创奖、金牛新三板公司奖、金牛企业

领袖奖、金牛董秘奖、投资者关系管理奖、金牛

社会责任奖七大奖项。其中，金牛科创奖、金牛

新三板公司奖为首次设立。 剔除重复获奖，本

届上市公司金牛奖共有350家公司及其高管

分享这些荣誉。

“金牛奖”是中国证券报鼎力打造的金融

品牌， 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具影响力的奖项。

1999年7月，中国证券报推出首届“中国最具发

展潜力上市公司50强” 评选以来，上市公司金

牛奖评选已至第二十三届。 金牛奖见证了资本

市场发展历程，记录了诸多上市公司在证券市

场的不凡表现，评选出一批治理规范、业绩增

长、积极回报股东回报社会的优秀上市公司。

中国证券报上市公司金牛奖评选方案、指

标体系， 由中国证券报携手中诚信信用分析

（北京）有限公司共同打造，整个评选过程和

评选结果经过第三方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监督审查。

具体来看，第二十三届上市公司金牛奖共

有350家公司及其高管荣获七大奖项。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企业家的领袖精神是

一种追求，更是一种信仰。 在本届上市公司金

牛奖评选中，亿纬锂能董事长刘金成、广联达

董事长刁志中、 华熙生物董事长兼总经理赵

燕、中材科技董事长薛忠民、科沃斯董事长钱

东奇等24家上市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荣获

2020年度金牛企业领袖奖。 根据评选标准，颁

发对象是具有崇高的价值追求、出类拔萃的素

养、卓越的领导才能，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带领

企业取得巨大成就，并享有行业美誉度的企业

领军人物。

2020年度金牛最具价值投资奖方面，宁

德时代、贵州茅台、比亚迪、海康威视、迈瑞医

疗、隆基股份、爱尔眼科、顺丰控股、中远海控、

海尔智家等100家上市公司获奖。 金牛最具价

值投资奖提取了企业规模、盈利能力、偿债能

力、资产管理能力、成长能力、创新能力六方面

的17个关键指标， 并将存在重大负面风险的

企业予以剔除，最终根据综合得分，评选排名

前100位的企业。 也就是说，这些获得金牛最

具价值投资奖的上市公司，不仅重要财务指标

领先，还具有稳定的投资回报。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

设以及全面注册制的稳步推进，本届上市公司

金牛奖评选参考金牛最具投资价值奖的评选

模型新设金牛科创奖和金牛新三板公司奖。天

合光能、中微公司、金山办公、传音控股、中国

通号等49家科创板公司获得2020年度金牛科

创奖；（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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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建芳：明年三大领域

财政资金支持有望增加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认为，当

前专项债使用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是优质项目

偏少， 后续可能会调整专项债的使用范围和

使用方式， 对专项债资金的使用管理将更加

严格规范。 预计

2022

年能源、生态环保和保

障性安居工程三个领域的财政资金支持较今

年将有所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