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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 为新一轮改革开
放吹响了嘹亮号角，改革开放新的宏
伟蓝图令人振奋！

改革的旗帜高高飘扬，三湘大地
豪情满怀。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准确解读
全会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重点阐释
全会提出的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新
部署，本报从今日起推出 《让改革的
旗帜高高飘扬·热点探析》 大型系列
报道，以期在全省掀起学习宣传贯彻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热潮，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以
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 ，推进 “美丽湖
南”建设。敬请关注。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
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
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
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
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
有资产监管。

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
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
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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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爱平 实习生 金慧

推动产权多元化， 推动各种所有
制经济企业交叉持股……在湖南，推
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 已经开始了
初步尝试。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可以有效
放大国有资本的带动力， 激发国有企
业的活力。

中联重科的发展就是典型的案
例。

当不少国有企业还在因体制不畅
而挣扎于各种矛盾困境中时， 中联重
科通过锐意求变，制度创新，增强了发
展的活力， 在工程机械行业闯出一片
广阔天地。

股权多元化是打造世界级工程机
械企业的必由之路。 中联重科的股权
多元化也随着国际化进程与时俱进。

中联重科成立于1992年。 到2005
年，这家脱胎于传统国有科研院所的国
资监管企业，虽然当年仍保持了60%以
上的复合增长率，但同时也暴露出与市
场化运作不相适应的各种矛盾：人浮于
事、论资排辈、因人设岗……这家科研
院所的“样板”面临着新考验。

为谋求大发展，2005年至2006年
间，中联重科开始实行改制，确立了以

“专业化、股份化、国际化”为方向的
“裂变聚变”发展战略，将原有管理方
式“打碎了重捏”。

也就是在那时， 联想控股的弘毅
投资开始与中联重科接触， 经过漫长
的全球“选秀”之后，联想成为中联重
科第二大股东。

2008年，中联重科再次携手联想
控股，并联合华尔街的标杆投资银行、
也是全球资本市场的风向标———高
盛， 以及米兰当地的曼达林基金共同
出资2.71亿欧元， 收购意大利工程机
械企业、 全球第三大混凝土机械制造
商CIFA100%股权。

在经历2005年的改制、2008年收
购CIFA、2009年定向增发中， 弘毅投
资在中联重科共投了近20亿元， 成为
中联重科第二大股东。

2010年初，中联重科通过非公开
发行股票，让雅戈尔、中国人保、弘毅
投资等获配股份；当年底，中联重科H
股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包括高盛、索罗
斯在内的国际顶级投行认购。

如今， 中联重科已形成国有相对
控股、股权多元化的格局。这样的股权
结构，让中联重科在规范治理，科学化
决策的发展进程中， 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由1992年的50万元注册资本金起

步，到2012年底资产达到889.74亿元，
实现净利润75.3亿元。

企业的稳健发展， 让投资者权益
得到保护， 国有资产也实现了保值增
值。作为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分红送
股王”， 中联重科的股东投资回报率
处于行业第一、国内领先水平，而国有
资产亦增值了900倍。

推动混合所有制交叉持股， 我省
也开始了探索和尝试。

2012年12月11日，一纸公告在财
经界掀起不小的波澜， 华升股份公告
称， 公司与控股股东湖南华升集团公
司签署《资产置换协议》，公司拟以旗
下3家控股子公司的大部分资产与华
升集团所持湖南汇一制药机械有限公
司的51%股权进行置换。至此，汇一药
机正式入驻华升股份。

早在2011年， 湖南省属监管企业
华升集团， 就完成与民营企业汇一药
机的交叉持股。 华升集团以其所持有
的华升股份4.3%股权， 与汇一药机全
体股东合计持有的汇一药机51%股权
进行了置换。

民营企业参股国有上市公司，国
有上市公司控股民营企业， 为企业的
发展带来了活力。 华升股份主营的苎
麻纺织业务近年来一直不景气， 为了

改变主业不盈利的现状, 公司迫切寻
找开拓第二个主业的机会。如今，具有
良好发展前景的汇一药机注入公司 ,
为公司发展增添了后劲，目前，公司已
经扭亏为盈。

推进经营者员工持股， 我省也有
尝试。 目前， 我省国有企业有中联重
科、 长丰集团等实行了高管和核心技
术骨干团队持股，均取得明显成效。中
联重科2005年引入管理层及骨干员
工持股，激发了企业发展活力，到2012
年底，中联重科资产额、实现净利润分
别是2005年的21倍、24倍。

此外， 长丰集团还探索实施了
“经营者员工持有核心主业子企业股
权”， 形成了企业内部激励与约束的
长效机制。 长丰集团今年启动改制，
就出现了明显的转机，原来预计公司
全年会亏损1.7亿元，但现在公司已开
始实现盈利。

湖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
士生导师李松龄认为， 下一步国企改
革的重点， 将是更大程度上的市场化
改革，“混合所有制” 就是国企改革的
突破口。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混合所
有制的企业搞员工持股、管理层激励，
可以解决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的体
制上的弊端。

本报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姚广平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一公布，国
企改革再次引发社会热议。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
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
基。 在更加市场化的明确取向中，
国企改革下一步怎么走？

12月1日， 省国资委主任吴志
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企改
革，必须坚定地坚持市场化方向。

吴志雄认为，在即将铺开的新
一轮的改革中，“混合所有制”成为
关键词之一。混合所有制可以成为
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共同发展的
平台和载体，可以有效倍增国有资
本的带动力和影响力。因此，大力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将成为国有
企业改革的主要方向。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国
有资本、 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
相互融合。要坚定产权多元化和资
产证券化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推动
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和整体上市或
核心业务资产上市发展。通过国有
产权转让、资产重组、债务重组、增
资扩股等方式， 引进各类投资者，
实现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营机
制市场化，发挥国有资本的乘数效
应，实现“大资源 、大配置 、大发
展”。 进一步向民营资本开放国有
企业改革重组和国有资本投资项
目，同时，畅通国有资本的进退渠
道。 根据产业和资本的关联性，推
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及其它所
有制企业之间以资本为纽带的融

合，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吴志雄认为，国有企业市场化

改革， 必须规范公司法人治理，建
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大力推进董
事会建设，依法落实董事会业绩考
核、 薪酬管理和经理层选聘等职
权。国有独资企业全面推广实施外
部董事制度，解决国有企业董事会
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问题，真正
形成有效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分
类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加强考
核监督，实施经营者投资责任追究
制度，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吴志雄还谈到，国资监管自身
要不断转型，与市场接轨；实现政
企分开、政资分开，实现国资监管
的全覆盖；简政放权，以管资本为
主， 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依法依规履行
出资人职责。根据企业公益性和市
场竞争性等企业不同属性，准确界
定我省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实施分
类监管、分类考核、分类指导。组建
具有不同功能的国有资本投资经
营主体，建成统筹协调的国有资本
营运和监管体系。

吴志雄说， 坚持基本经济制
度，坚持市场化方向，国有企业就
有无限潜力、无限空间。他相信，在
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
进一步深化改革，国有经济资源配
置将得到不断优化， 混合所有制
经济得到长足发展， 国有企业活
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国有资
本的营运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
国资监管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
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 国内
一流的新型国有企业， 为全省全
面深化改革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新贡献。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支持非公有
制经济健康发展， 将对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鼓励非公
有制经济充分发展， 给予各种政策支
持是民心所向；政府因势利导，是执政
为民的一种体现。 无论是从宏观层面
上促进产业经济结构转型， 还是从现

实微观层面解决就业难等问题， 都需
要政府加大落实各种惠民政策， 来刺
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湖南卓远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志远

此次全会《决定》关于进一步坚持和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是在总结经验的基

础上，从实际出发提出的新部署。特别是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使国有资本
更多转向公益和民生， 对于加强我国的
社会保障机制， 完善我国的公共服务体
系，提升国民的幸福感具有重大意义。

———湖南大学博士生 刘宇谦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发展更多混

合所有制经济， 这让我们感到有奔头。
混合所有制经济将解决国企缺活力、民
企缺实力的问题，将国与民，公与私有
机结合，可以大大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艾立华

（实习生 金慧 整理）

《决定》摘要

湖南实践

混合所有制发展初试水
高端访谈

国企改革，坚持市场化方向
———访省国资委主任吴志雄

群众热议

2010年12月23日，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H股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张京明 摄

（紧接1版）“要快， 要让外面尽快了解
灾区的情况。”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
在颠簸的路上发回了赴灾区的第一条
报道。他写道：“就是徒步，我们也要尽
快抵达； 就是徒手， 我们也要尽力救
援！”

在抗震救灾中， 徐亚平带领团队
冒着3000多次余震， 转战于德阳、绵
阳、安县、北川、什邡等灾区，为绵阳高
新区灾民点138名灾民、 伤员看病、送
药；在安县开展疫病防治和伤员治疗；
对绵竹的孩子实施心理干预， 给灾民
送帐篷、食品。

5月26日，徐亚平带队去彭州市68
公里外的龙门山镇，寻访湖南防疫队。
不断的余震、松软的塌方层、滚落的石
块，危险无处不在。徐亚平在稿件中写
道：“我们行进得好艰难！云丛如海，俯
望脚下， 青崖碧树……我们的车队战
栗而倔强地前行。”在一个滚石区遭遇
塌方，半个山体扑下来，覆盖了刚经过
的道路。他们没有停下脚步。

带着湖南人民的殷殷嘱托和党报
记者的职责良知， 徐亚平还用饱蘸激
情的笔触， 探寻生者的坚强和逝者的
不屈，记录了那些营救、互助、关爱与
坚强的感动瞬间，采写战地通讯“亚平
在前线”13篇， 同时应约在《岳阳晚
报》、《长江信息报》发表通讯、散文10
多篇，总计5万余字。

他在新闻现场，笔录历史。震后，
他被授予“全国抗震救灾模范”。

“如果江豚灭绝， 我将负罪
自沉于洞庭！”

———社会责任： 为子孙
守护江豚

选择做党报记者， 就是选择了奔

波与忙碌，选择了勇敢与责任。
今年 10月 12日 ， 徐亚平荣膺

“2012绿色中国年度焦点人物·生态人
物奖”，是湖南惟一获奖者。此前，他还
荣膺 “中国十大责任公民”、“2012最
佳绿色组织奖”、“湖南十大公益人物”
等奖项。

这是对一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
的党报记者的褒奖。

长江江豚是全球惟一鲸类淡水亚
种，是长江生态的“活化石”。2011年8
月的一天，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项
目官员韦宝玉辗转找到徐亚平， 说的
是盛世危言：“洞庭湖江豚以每年15%
的速度减少， 其死亡速率远高于其他
区域。目前洞庭湖只剩100多头。”韦宝
玉希望一直关注洞庭湖生态环境的徐
亚平，能为江豚做点什么。当晚，徐亚
平喊儿子谈话：“男子汉当爱国、 爱环
境、爱‘江猪子’（江豚在当地的俗称）。
明早4点起床，一起下湖，抢救江豚！”

自此， 在做洞庭湖湿地保护志愿
者16年后， 徐亚平的记者生涯里又多
了一项特殊使命：守护江豚！

2011年末， 在湖南日报大力支持
下，徐亚平特邀新闻、教育、文化、科学
界等人士及12位渔民， 组建了我国民
间第一个江豚保护机构———岳阳市江
豚保护协会；发表了《中国长江江豚保
护宣言》。成立大会上，首任会长徐亚
平发誓：“如果江豚灭绝， 我将负罪自
沉于洞庭！”

徐亚平办公室的书柜门上， 显眼
地挂着一套迷彩服、一盏头灯，地上搁
着一个大大的迷彩包和一个棒槌。徐
亚平把巡湖称为“打仗”，打的是保卫
江豚、狙击非法电捕鱼的白刃战。

今年2月10日， 农历大年初一，尽
管严寒，他一定要下湖看看。

11时许， 他赶往扁山架的渔民家
调查，途中发现有人非法电捕鱼。他立
刻带领志愿者彭祥林、郭跃佳、何大明
等人跟踪并摄像。 他一边通知岳阳市
渔政站前来执法，一边追击至趸船，发
现船上有满仓的鲤鱼、草鱼。他立即查
证发热的电机。13时11分，他从一条船
跳到另一条船时，不慎踩空摔倒，腹部
被船舷剧烈撞击，当场昏迷。紧急送往
医院后，专家会诊为“肠穿孔”。经过近
10个小时抢救，才转危为安。

正月初八深夜， 老友周志国为徐
亚平陪床。 大伤未愈的徐亚平惦记着
仍在巡湖的战友们，辗转难眠。为了减
缓他的精神压力， 周志国含泪吟诗一
首：“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

尽管差点搭上性命， 徐亚平对江
豚的爱依然不减。2012年，在湖南日报
开设了《拯救江豚———亚平手记》专
栏，已发稿39篇；建立《中国长江江豚
保护网》， 还负债100多万元在平面媒
体和长江、洞庭湖大堤、岳阳市区发布
25个公益广告。他在新浪、腾讯、搜狐
开设3个名为“江豚徐亚平”的微博，宣
讲江豚， 网友们亲切地称他“江豚爸
爸”。

有人不理解，说他是个“疯子”。保
护江豚，徐亚平真有一股“疯劲”。长江
镇江段是20头江豚的栖息地， 但这片
水域已被规划为深水航道， 江豚生存
环境面临毁灭。今年6月27日，徐亚平
随湖南日报新闻考察团到江苏考察。
当晚，大巴从苏州前往南京。深夜，趁
短暂停车，徐亚平偷偷“溜”下大巴，摸
黑一个多小时走下了高速公路， 又驱
车近两个小时赶往镇江， 和等候在此
的南京、镇江、连云港等地志愿者，彻
夜磋商保护江豚的方案。28日清晨5
点，他又马不停蹄驱车赶回南京，挥笔

写下稿件《镇江20头江豚命悬一线》，
天一亮便找到当地媒体， 希望他们大
力呼吁。

徐亚平和他的团队， 得到中科院
豚类专家王丁赞许：“岳阳市江豚保护
协会做了大量工作， 大大减缓了江豚
灭绝的步伐。”

“党报记者不能睁只眼闭
只眼！”

———忧乐情怀： 用文字
为弱势群体呐喊

洞庭湖边生长的徐亚平， 始终满
腔忧乐情怀。 他常说， 新闻工作者要

“与人民群众同呼吸， 与国家共命运，
写顶天立地的报道”。

1998年， 长江湖南段岳阳七弓岭
大堤发生崩岸险情。 岳阳长江修防处
负责人找到徐亚平“诉苦”：大堤年久
失修，苦于无钱修缮。长江大堤一旦崩
塌，后果不堪设想，大堤的维护仅靠岳
阳市一己之力难以完成。 深入采访之
后，徐亚平挥笔写下《岳阳难撑长江崩
岸危局》等稿件，呼吁上级部门引起重
视。报道发出后，反响强烈。国家下拨
岳阳长江治理投资3.4亿元，使长江防
洪体系得到全面加强，长江流域（湖南
段）逐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据
长江水利委员会透露，随后5年，长江
防汛抗洪的减灾效益达到7000亿元。

2000年6月18日， 长江发生农药
货船倾覆事件， 徐亚平火速赶往一线
采访，先后发表独家系列报道13篇，首
篇见报当天， 时任交通部长黄镇东即
电示长江港监局“迅速研究打捞方案，
坚决排除污染”。岳阳市环保局在随后
的3个月里， 每天监测一次长江水质，
监视性监测坚持了整整一年。

“恐怕没有哪一条乡村公路，像平
江县平（江）虹（桥）路这样揪人心痛
了！”2004年，徐亚平在平江采访时，与
这样的一条路“结缘”。

平虹路纵贯平江正中部。 平江老
区曾为中国革命牺牲了近20万优秀儿
女。这里山势险峻、交通闭塞，每到大
雪封山，便与世隔绝，山货运不出，打
工仔回家路难行。多少年来，百姓强烈
要求打通平虹路。

这条路长63公里，1999年5月动工
修建。在申报立项时，因故未能获准，
县里又拿不出钱来， 因此耗时5年有
余，历经两任县委书记、县长努力，只
修成42公里砂石路， 尚有21公里未能
动工。

得知这一情况后， 徐亚平以内参
的形式，为老区百姓呼吁支持。他在文
中疾书：“平江对中国革命的牺牲和贡
献都是巨大的， 怎么支持都不为过！”
这篇内参受到时任省财政厅厅长李友
志关注， 最终平虹公路获得财政部资
金支持，得以修成。

岳阳特力商城小区由深圳特力房
地产岳阳分公司建设，1997年竣工。然
而， 当480户居民欢欢喜喜搬进新房两
年后，却震惊地发现：所有房屋均未通过
质监质检，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基础沉
降，墙体裂缝，屋顶漏雨，设施损坏……
经权威部门鉴定，30栋房子栋栋是危
房！2001年，走投无路的居民们找到了
徐亚平。 徐亚平听后拍案而起：“对这
样的事情， 党报记者不能睁只眼闭只
眼！”他立即前往实地走访调查。居民
刘文忠回忆：为了搞清楚问题，徐亚平
前后到实地去了二三十次， 撰写多篇
报道。连续10年的关注，最终促成法院
公正审理此案，480户居民获得拆违还
建或应有赔偿。

揭露岳阳廖家坡强奸幼女案，组
织救助拾荒上学的特优生雷凤英的爱
心接力，发起“皮育华该不该评烈士”
的讨论……徐亚平始终关注社会底
层，撰写了大量民生新闻，用文字为弱
势群体呐喊，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心中有爱，笔下有情。湖南日报报
业集团党组副书记、 总编辑董岳林这
样评价徐亚平：“他是一个热血沸腾、
满腔正义的人， 更是一个具有强烈社
会责任感、勇于担当的党报记者。”

■记者感言

一腔热血担道义
蒙志军

作为一名党报记者 ，20余年如一
日，徐亚平始终牢记责任重于泰山。面
对大灾大难， 他第一时间奔赴灾难现
场，作为志愿者参与救灾的同时，用新
闻抚慰伤痛，用责任笔录历史。他不忘
社会责任，以“负罪自沉于洞庭 ”的决
心投身环保，为江豚不惜流泪洒汗，更
不惧流血。他心中有爱，笔下有情 ，用
“顶天立地”的报道，关注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传递党和政府声音；他的心与
老百姓息息相通， 关爱底层， 扶助弱
小，倾注一腔热血为民鼓与呼。

新闻只有融入了责任、 使命和真
诚，才能走进人心，赢得公信 。徐亚平
用行动告诉我们， 选择了记者这个职
业，就要无私奉献、爱岗敬业 ；就要铁
肩担道义，为党为人民立言纪事。从徐
亚平身上，我们分明感受到，一股热流
涌动和浩然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