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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明确了新时代深化国企改革

的前提。强调国有企业改革要先加强
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强调要按
照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
要求，依法依规建立和完善出资人监
管权力和责任清单，重点管好国有资
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
报、维护资本安全。这一系列重要论
述，深刻阐明了国有资产属于全民所
有，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实现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是国企改革的根本前提。

五是明确了新时代深化国企改
革的政治保证。强调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
和“魂”；强调国有企业党的领导、
党的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
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我国
国有企业不同于其他所有制企业，
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国有企业，具
有中国特色的特殊属性，“特”就特
在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
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守的政
治方向、政治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资
国企系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蹄疾步稳深化国
企改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
端，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
推动国企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形成，改
革的系统性、协调性、协同性显著
增强。形成了以《关于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为统领、以 35
个配套文件为支撑的“1+N”政策
体系。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
领域最系统、最全面、最有针对性
的政策体系，有力保证了国企改革
有方向、有目标、有遵循。

国资国企体制机制改革实现重
大突破，国有企业的活力动力显著
增强。公司制改制全面完成，实现
了历史性突破。董事会建设迈出重
要步伐，82 家中央企业建立了外部
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市场化经营
机制加快建立健全，积极推进经理
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扎实
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统筹运用多
种方式强化中长期激励。混合所有
制改革更加积极稳妥，形成层级较
为齐全、覆盖各环节的混改配套政
策。加快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
进一步突出管资本重点职能，构建
业务监督、综合监督、责任追究三
位一体的监督工作闭环，国资监管
体系更加完善。

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调整取得重大
进展，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和整体功能
显著增强。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
扎实推进，2012 年以来完成 22 组、
41 家中央企业战略性重组，有序推
进铁塔、航材、煤炭、海工装备等领
域专业化整合。瘦身健体成效明显，
中央企业 2041 户“僵尸”特困企业
已基本完成治理任务，安置富余人员
约 80 万人 ；煤钢去产能任务全面完
成，累计化解煤炭过剩产能 1.14 亿
吨、钢铁过剩产能 1644 万吨 ；全面
开展“压缩管理层级、减少法人户数”
工作，中央企业累计减少法人超过 1.5
万户，减少比例达 28.4%，管理层级
全部压缩至 5 级以内。剥离企业办社
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取得标志
性成果。

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面加强，
国有企业管党治党意识和责任显著
增强。国资国企系统深入贯彻落实
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
神，以前所未有的鲜明态度和战略
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前所未
有的决心和意志坚持党要管党、全
面从严治党，以前所未有的自觉和
力度抓党建、强党建，国有企业党
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
治党不力状况明显改观，党的领导、
党的建设得到实质性加强。

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有力促进
了国有企业质量效益提升。截至
2019 年底，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
总 额 201.3 万 亿 元， 比 2012 年 增
加 129.9 万亿元，年均增长 16% ；
2019 年国资系统监管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 59.1 万亿元，比 2012 年增加
21.1 万亿元，年均增长 6.5% ；实
现利润总额 3.6 万亿元，比 2012 年
增加 2 万亿元，年均增长 8.8%。特
别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国资国企闻令而动、勇挑重担，在
扎实做好境内外员工防疫工作的同
时，主动服务国家防疫大局，倾尽
全力参与医疗救治，分秒必争抢建
专门医院，不计代价转产扩产防疫
物资，不讲条件执行包机任务，全
力以赴攻关疫苗研发，千方百计保
障民生供应，有力有序推进复工复
产，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挺身
而出、不辱使命，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实践充分证明，只要我们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
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党中
央决策部署，统一思想、统一意志、
统一行动，就一定能够有效应对各
种复杂局面和风险挑战，把国有企

业改革发展不断推向前进。

二、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是
党中央面向新发展阶段作出的

重大决策部署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无论是构
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还是化解外部风险挑战、打造国际合
作和竞争新优势，都对国有企业发挥
好战略支撑作用提出了全新要求。国
有企业必须适应新要求，勇担新使命，
紧抓时间窗口，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
导向，积极主动深化改革，依靠改革
应对变局、开拓新局。

紧紧围绕进入新发展阶段，着力
解决国有企业发展质量还不够优的问
题。近年来，国有企业虽然在很多行
业和领域已经形成世界级规模的大企
业大集团，但“大而不强、大而不优”
的问题仍存在，科技创新能力不强、
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仍较为
突出。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必须
扭住新发展理念不放松，坚持以改革
激发活力动力，全力破除影响和制约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顽瘴痼疾，坚持创
新驱动发展，大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创新
体制机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
水平，推动国有经济实现质量更高、
效益更好、结构更优、更可持续、更
为安全的发展。

紧紧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
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满足国家所需
的产业布局还不够合理的问题。构建
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
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根本要求是提
升供给体系的创新力和关联性，畅通
国民经济循环。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必须牢牢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
聚焦主责主业发展实体经济，持续调
整优化国有资本的产业布局、空间布
局，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智能制造、
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提高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配性 ；必须
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发展，更好利
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
高把握国际规则、市场动向和需求特
点的能力，积极锻造国际竞争合作新
优势，努力实现质量更高、效益更好、
结构更优的发展。

紧紧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要求，着力解决国有企业体
制机制还不够完善的问题。国有企业
体制机制还有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
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还不够成熟定
型，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有待进一步健
全，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仍
有较大差距，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

监管的途径和方式需要进一步探索和
拓展。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必须
坚持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大力实施
变革性、牵引性、标志性改革举措，
在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上取得实
质性突破。

三、奋力开创国资国企改革
新局面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深入
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
面领导，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方向，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在
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现
代企业制度和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
管体制上取得明显成效，在推动国有
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上取得明显
成效，在提高国有企业活力和效率上
取得明显成效，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竞
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
风险能力。

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加快完善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充分发挥企业
党委（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
的领导作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
各环节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充分发挥董事会定战略、作决策、防风
险的重要作用，实现董事会应建尽建、
配齐建强。充分发挥经理层谋经营、抓
落实、强管理的积极作用，全面建立董
事会向经理层授权的管理制度。夯实中
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基础，大力推进国
有企业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提
高制度执行力，开展对标世界一流企
业管理提升行动。

着力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
构调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坚持更
好服务国家战略，进一步聚焦战略安
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
等功能，调整存量结构，优化增量投
向，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解决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上的重要作用。积极
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
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
中，向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
和公益性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
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中，加快不具备竞争优势、
缺乏发展潜力的非主业、非优势业务
剥离，抓好无效资产、低效资产处置。
紧紧围绕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充分发
挥国有企业在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新型举国体制中的重要作用。

积极稳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
促进各类资本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把握好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坚持因
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
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搞拉
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按
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
提高效率的要求，积极稳妥深化混合
所有制改革。重点推进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出资企业和商业一类子企业
混合所有制改革，稳妥推进商业二类
子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规范有序推
进具备条件的公益类企业投资主体多
元化。加强对混改全过程的监督，切
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不断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充分激
发企业活力。深化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
革，提高核心竞争力，不断释放发展活
力，创造更大经济价值。积极推行经理
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推动管理
人员能上能下，全面实行经理层任期管
理，加快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全面推
进用工市场化，推动员工能进能出。健
全业绩决定薪酬分配的机制，推动收入
能增能减，推动薪酬分配向作出突出贡
献的人才和一线关键苦脏险累岗位倾
斜。支持更多国有企业运用国有控股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
和分红激励等中长期激励政策，充分激
发骨干员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

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
管体制，提高国有资产监管效能。深
入推进国资监管机构职能转变，重点
管好资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
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优化管资
本的方式手段，全面实行权责清单管
理，深入开展分类授权放权，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切实推进信息化与监管
业务深度融合，全面建成全国国资国
企实时在线监管系统。深化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公司改革。改进考核评价
体系，深化差异化分类考核。健全协
同高效的监督机制，推进出资人监督
和纪检监察监督、巡视监督、审计监
督、社会监督等统筹衔接，建立健全
企业内部监督体系，全面建立覆盖各
级国资监管机构及国有企业的责任追
究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稳步推进中
央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
产集中统一监管，完成地方经营性国
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工作。

积极推动国有企业公平参与市场
竞争，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国有企业
的市场主体地位，营造各种所有制主
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
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
市场环境。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凡是
市场机制可以有效调节、社会组织可
以替代、企业在法律范围内能够自主

决定的事项，政府部门不再审批。进
一步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加强和改进
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深化自
然垄断行业改革，在电网、电信、铁路、
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和领域，放
开竞争性业务，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
机制。实行分类核算和分类考核，对
商业类企业中的公益类业务，按照不
同类别业务分类核算相应的收入和成
本。规范补偿机制，建立健全符合国
际惯例的补贴体系。

抓好国企改革专项工程，积极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纳入示范工程的企
业要自加压力、主动作为，率先实现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明确的各项任务。
积极开展“百户科技型企业深化市场
化改革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专项行动”，
重点在完善公司治理、市场化选人用
人、强化激励约束、激发科技创新动
能等方面取得创新突破。动态调整充
实“双百企业”名单，保持“一池活
水”，推动更多企业制定实施个性化、
差异化综合改革方案。在深入推进上
海、深圳、沈阳三地综合改革试验的
基础上，配合实施国家重大区域战略，
将青岛、西安、武汉、杭州等地纳入
综合改革试验范围。深化东北地区国
资国企改革，加大力度推进东北地区
国资国企改革若干措施落实落地。深
化世界一流企业创建示范工程。

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为国
有企业改革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始终
把加强国有企业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
位，建立完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第一
议题制度，健全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的机制，完善国有企业坚定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
项制度。紧紧抓住党建责任制这个“牛
鼻子”，着力推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
营深度融合，积极推动党建责任制和
生产经营责任制有效联动。积极培育
高素质专业化的企业家队伍，坚持“对
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
有为、清正廉洁”的国有企业领导人
员标准，建立完善区别于党政领导干
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家成长
规律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机制。
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坚持公
私分明、功过厘清，制定尽职合规免
责事项清单。持续深入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完善和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制度，持续加大国有企业反腐败力度，
加快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寒风中有你我执着的坚守
|| 子铎

进入 1 月，也就进入了一
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前几日，
全国多地又迎来了“霸王级”
寒潮。在“泼水成冰”的温度
下，为练就飞机的“铮铮铁骨”，
一群群航空人依次点亮了祖国
的低温版图。

秦岭山区，航空工业庆安
试验基地的夜晚气温降到零下
十几度，储备的饮用水冻成一
桶大冰块。每天早上都要升起
火堆，把水桶里面的冰块烤化，
这对于多次参加试验的老员工
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离家 150 多天的航空工业
昌飞某改装团队，深夜零下十
几摄氏度的机库，两件羽绒服
已经成了他们的标配。主管工
段长郝江民说 ：“都是不到 30
岁的小伙子，从未从他们脸上
看到怕冷和疲惫。”

哈尔滨下雪了，航空工业
哈 飞 场 务 保 障 室 主 任 李 岩 松
可顾不上欣赏雪景，他心里想
的是连夜蹲守，随下随清，确
保雪过天晴时马上具备放飞条
件。“顺着风势清扫，既高效
又省油，时下正是试飞任务吃
紧的时候，说什么也不能耽误
试飞。”卷起雪粒的东北风中，
每个人都听到了这句话。

西部的戈壁滩，航空工业
郑飞的四人保障小组坐在开往
基地的汽车上，车外温度零下
24 摄氏度，他们要奔赴一次紧
急排故。翻过天山，到达当地
人口中的“百里风区”，风卷
着雪片呼啸而来，能见度只有
几米，车辆如一片秋叶在风中
飘摇。

漠 河 的 清 晨， 零 下 41 摄
氏度，“我们把能穿的衣服都
穿上了。”中国飞龙负责运 12F
地面保障的机务王春雷拿着航
前检查单，戴着手套的手好不
容易才翻开一页纸，怎奈低温
将笔油冻住，写不出来字。他
索性摘下手套，手和笔一起揣
进怀里。“捂一捂就好了。”他
说。

人们赞美飞行器驰骋蓝天
的 英 武 身 姿， 赞 叹 航 空 科 技
带来的视觉震撼，却很难知道
航空人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与艰
辛。“大风挟势飞黄沙”“北风
吹雁雪纷纷”“塞垣苦寒风气
恶”的背景里，他们傲然站立。

“航空报国”从来就不是什么
豪言壮语，而是一点一滴默默
地忘我付出。

在一年最冷的季节里，航
空人付出了最大的热情。他们
把飞机比作自己的孩子，为了
让孩子更加“武艺高强”，他
们和心爱的“宝贝”一起，在
风雪中接受严苛的考验。冷，
挑战着飞机的耐寒性能，也挑
战着航空人的身体极限。如若
不是身在现场，旁人是无法感
受到那刺骨的寒冷，只能在他
们周围升腾的热气中，体会到
寒 冷 是 如 何 穿 透 衣 服 直 入 身
体。肩膀上的一层霜、冰晶结
满眉毛睫毛……他们全然顾不
得这些，只是着急更换零件的
手被冻得不听使唤，着急赶快
完成手里活儿好让宝贝“按时
起飞”。

“宝贝”飞起来了，一条
长长的跑道镶嵌在白茫茫的大
地，航空人的身影成了几个移
动的小黑点。

航空总医院：

1 月 9 日，50 名航空总医
院市级预防接种队员奔赴北京
首都国际机场新冠病毒疫苗临
时接种点，历经 5 天半奋战，
圆满完成大工作量新冠疫苗接
种支援任务。

此次接种支援工作，航空
总医院严格按照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综合组《关于抓紧做好
重点人群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
种工作的通知》要求，根据国家、
北京市、朝阳区卫健委统一部
署开展，接种队服务人员主要
为机场系统员工及家属以及机
场周边相关社区、物流人员等。
因时间紧、任务重，除中午短
暂轮班吃饭外，全体预防接种
队员每日要从早上 7 时持续紧
张工作到下午 4 时左右，用实
际行动践行着医务工作者“敬
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
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

| （田琨　张华）

航空工业惠阳：

近期，面对河北省严峻的疫情防
控形势，航空工业惠阳加强防护物资
保障、做好防护措施落实、严格疫情
防控工作检查，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各
项工作。

疫情不能阻止惠阳人前进的脚步。
结合外场用户需求，公司统筹部署，
积极协调，所有身在外地保障的员工
服从大局、主动请缨，取消返程，辗
转多地，成为奔赴外场保障的“逆行
人”，确保用户服务和外场保障工作的
顺利开展。| （姚路鑫）

航空工业通飞华北公司：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航空工业通
飞华北公司自 1 月 5 日起持续每天开展全员排查，
采购防疫和基本生活物资，主动配合当地政府，
积极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在确保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安排在厂职
工积极开展 AG600 零件生产 ；组织部分工程技术
和管理人员居家办公，开展工装设计和其他重点
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生产经营的影响 ；派
驻异地的人员，严格遵守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积
极开展工作 ；安阳试飞团队全力开展“海鸥”300
飞机、AG60“野马”飞机的试飞工作。| （马骁）

航空工业沈飞：

面对今冬沈城新冠肺炎疫
情的反弹与“十四五”开局之
年生产任务压力交织叠加的严
峻形势，连日来，航空工业沈
飞迅速行动、分兵把口，坚决
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严格
管控外来人员，并陆续下发有
关通知，组织各单位严格按照
航空工业、地方政府疫情防控
工作部署及公司要求，从严落
实好各项疫情防控，全力保障
科研生产工作顺利进行，实现
首季“开门红”。| （闫琳）

齐心抗疫 勇毅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