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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激荡三湘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8月，骄阳似火，而更为火热的是华
菱涟钢的生产经营。今年上半年，生产、
销售和效益都创造了历史同期最高水
平。

从40年前一家经营困难的地方钢
企， 到今天中南地区重要的精品钢材生
产基地，涟钢的命运转折点，出现在1978
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让企
业拥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1979年10月，省委、省政府在涟源钢
铁厂等60家企业进行首批扩大自主权试
点，湖南国企改革春潮涌动。

40年来，从最初的放权让利，到逐渐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再到不断深化国有
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我省国有企业从计
划经济时代的“生产车间”，蜕变为独立
的市场竞争主体，不断做强做优做大。

给企业放权松绑———
涟钢等60家企业首批扩权

试点，全省国有企业利润总额
7年增长近一倍

走进涟钢， 一座曾经连接生活区和
生产区的钢索吊桥， 还保留着老涟钢的
记忆。整个厂区都已旧貌换新颜。

在计划经济时代， 企业没有自主
权，计划由国家统一下达，原料、产品、
收支、 基建等都由国家统一安排。“建
个厕所都要到省里批”，78岁的原涟源
钢铁厂党委书记张友陵说到当时的企
业，感触颇深。

翻出涟钢的“账本”，从1958年投产
到1977年底，20年中有13年亏损，盈亏相
抵后净亏8733万元。

1979年， 国务院就逐步扩大国营企
业经营管理自主权连发5个文件。

张友陵回忆，1979年初，省政府考虑
到涟钢管理基础较好， 决定在涟钢试行
利润留成，即企业将利润上交一部分，自
留一部分。

厂领导心里没底， 同财务部门摸底
算账，又多次与当时的省冶金局、省财政
局交换意见，最终在当年4月确定，年利
润上交58%，企业留用42%做生产发展基
金、职工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

改革当年见效。1979年，涟钢实现利
润1773.2万元，比上年增长2倍多。“实践
证明，这样做国家多收了，企业多留了，
职工收入增加了，初尝改革甜头。”张友
陵说。

1979年10月， 省政府决定将国营工
业企业利润留成试点从涟钢扩大到湘潭
纺织印染厂、醴陵国光瓷厂等60家企业。

为扩大改革成果，1980年，省政府对
涟钢试行利润递增包干制， 也就是承包
经营，以1978年实际利润为基数，每年按
一定比例递增上交国家， 剩余部分归企
业，一包7年。

留利多了，有人说“涟钢发财了”，甚
至有人主张叫停改革。

时任省长孙国治力挺涟钢试点，坚
持要搞下去， 同时确定将涟钢年利润
上交基数由500万元增至1200万元、递
增比例由7%提至12%， 这才保住了这
项改革。当时在全国冶金行业，涟钢可
谓首家。

“有了钱，企业大搞技术改造。”张友
陵介绍，几年间，小高炉变大高炉，设备
加速更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涟钢的焦
比、高炉利用系数、成材率等指标进入全
国钢企前列。

松绑放权， 省政府对国营工业企业
实行利润包干、 联利联责计奖、 计件工
资、浮动工资等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
1984年起，又在全省推行厂长负责制，让
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拥有
更大的自主权。

原长沙橡胶厂工会主席李海泉对
试行厂长负责制记忆犹新。 他介绍，以
前，企业“看似大家都负责，实际都不负

责”“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改革
之后，厂长有职有权，敢拍板了，办事效
率提高了；车间生产实现权、责、利统
一；人事劳动制度打破了“铁饭碗”“铁
交椅”。

企业“松绑”， 效益提升。 据统计，
1985年与1978年相比， 我省国有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由10.84亿元增至21.63亿元，
增长近一倍。

整体搞活国有经济———
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国有企业逐渐成为独立的市场
竞争主体

7月，福建连江北茭风电场，湘电集
团旗下湘电风能生产的24台风力发电机
组，与超强台风“玛利亚”正面“交手”。湘
电产品不仅毫发无损， 而且迅速恢复生
产。

作为一家老牌国企， 湘电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轨的风浪中一直挺立潮头， 如今已成为
我国风电装备的领跑者， 高效电机稳居
国内市场第一位。

湘电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市场经
济大潮初起， 企业靠市场吃饭的观念还
没转变过来，机制没有建立起来，面临着
生产任务不足、经营亏损、社会负担沉重
等发展困境。

这些几乎是国有企业的共同问题。
经过最初放权让利， 国有企业活力

被激发， 但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仍然横亘于前。

1993年11月，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
提出，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
业改革的方向， 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
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
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
现代企业制度。

1995年， 省政府选择55户国有大中
型企业开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并
逐步放开到全省。随后几年，根据中央部
署， 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 抓大放
小，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

抓好大企业。 省里集中力量抓一批
骨干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 改组和改
造，组建冶金、电子信息、轻型汽车、建筑
材料、工程机械等8个省重点企业集团。

放活小企业。通过租赁、出售、兼并、
破产等多种方式， 使小企业成为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
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至1999年6月，

全省国有小企业改制面超过75%。
湘电集团在这一轮改革中脱胎换

骨。
1997年， 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

要求， 湘潭电机厂改制为湘潭电机集团
有限公司，由11个分公司、6个子公司、10
个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组成；660多名部
处室人员分流到分、子公司，全集团精减
职工920人。 湘电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由省政府授权行使国有资产投资主
体职能，政企分开、责权明确迈出了第一
步，湘电集团从组织形式上，完成了由工
厂制向市场化公司蜕变。

抓住时机实现债转股， 推行面向市
场的事业部制， 剥离办社会职能……一
系列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 湘电集团焕
发生机。1997年一举扭亏为盈。1998年成
为当时省内少数“三不欠企业”（不欠税、
不欠息、不欠费）之一。1999年，国家经贸
委将湘电集团列入全国520户国家重点
企业行列，排在283位。

深层次的改革在步步推进。 湘电集
团联合北京市地下铁道总公司等其他6
家单位，设立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并
于2002年在上海证劵交易所挂牌上市。
湘潭电机上市后， 利用募集资金加大技
改投入，推进合资合作实现产业裂变，不
断放大优势，赢得市场。

至2000年底， 全省共有170户国有
大中型企业完成公司制改造， 开始按照
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运作。 三湘大地，“股
份有限公司” 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董
事长”“监事” 成为企业管理者时尚的称
谓。

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
整合资源，聚焦主业，轻装

上阵闯市场，深化改革在路上

今年上半年， 华菱集团创半年度历
史最好业绩， 实现销售收入645亿元，盈
利36.0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128%。

因全球金融危机和钢铁产能过剩双
重挤压， 湖南最大的省属国企华菱集团
曾连续多年亏损。2016年7月， 华菱钢铁
抛出“钢铁换金融”重组方案，期望以此
降低资产负债率，走出困境。

但一年之后， 华菱钢铁自我否决了
重组方案，放出“做好钢铁主业，进入世
界500强”的豪言。

省经信委主任、 曾经的华菱集团掌
门人曹慧泉坦言，选择终止重组，是为了
做好钢铁主业。

保持定力，做好主业。如今，华菱
集团旗下的湘钢、涟钢、衡钢，在桥梁
钢、高层建筑结构钢、海工用钢、高强
耐磨钢等多个细分领域内堪称隐形冠
军。

华菱集团正是近年我省国有企业不
断深化改革，做优做强做大的一个缩影。

2004年3月16日， 省国资委挂牌成
立，启动国有资产监管新体制。

同年，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省属
国企改革拉开大幕。 按照“发展壮大一
批、转制搞活一批、关闭破产一批”的思
路，全省699家省属国有企业，展开一场
波澜壮阔的改革攻坚战。

整合优势资源，推进并购重组。湖南
煤业集团、 湖南黄金集团等大型集团公
司相继成立， 催生一批具备行业竞争力
的领军企业。

产业转型升级，产品走向高端。华菱
钢铁携手安赛乐米塔尔， 进军高端汽车
板市场； 中联重科自主研发的世界顶尖
工程机械、现代农机等产品频频问世；长
丰猎豹生产的CS9、CS10等SUV进入千
家万户，成为市场“爆款”产品……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企改革步入“深
水区”，全面深化改革战鼓声声。

2014年，湖南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形
成我省国企改革的“1+N”政策体系，明
确改革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

围绕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目标，
我省持续推进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调整与
企业重组整合，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三供一业”分
离移交，加强企业党的建设，国有企业活
力勃发。

2015年， 我省全面启动省属国有企
业分离办社会职能， 可望在今年年底前
基本完成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
业”分离移交，卸下包袱的国企将轻装上
阵纵横市场。

截至今年6月底，省属37户监管企业
资产总额达11675.35亿元， 同比增长
6.3%。37户监管企业上半年累计实现营
业收入2127.66亿元，同比增长13.6%；净
盈利66.44亿元，同比增长29%。

新时代当有新作为。 经过一轮轮改
革洗礼的湖南国企， 正在高质量发展的
新征程上阔步前行。

国企改革 铿锵前行

国企改革大事记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

出，扩大企业自主权。
1979年10月，省政府选择60家国营企业首

批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实行利润留成。
1984年，省委、省政府在42家大中型国营

工业企业试行厂长负责制。
1995年，全省55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试点启动。
1995年，长沙市国有企业率先在全国推

行用工与人事管理分离的“人事代理制”，并
被国家人事部规定1996年在全国国有企业逐
步推行。

1996年，为搞好搞活国有小型企业，全省
28个“放小”重点县市的改革全面启动。

2004年3月16日， 湖南省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挂牌成立。

2004年，以省属国有企业为重点的我省新
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全面启动，国有企业改革进
入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攻坚阶段。

2014年，湖南率先在全国出台《关于进一
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 拉开深化国企
改革的序幕。

2015年，我省全面启动省属国有企业分离
办社会职能，计划到2018年底前基本完成国有
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2017年2月，省政府出台《关于国有企业发
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实施意见》。

2017年8月，省国资委出台《省属监管企业
党建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
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改革国有资本授
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
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
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有效防止国有资
产流失。

2017年12月，省属监管企业公司制改制任务
全面完成。

2018年7月25日， 省委深改组2018年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省人民政府
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
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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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月23日，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2250热轧板厂，加热后的钢坯经深加工后，成为厚度和宽度满足精轧要求的中间
板坯。（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严安 摄影报道

� � � � �荨荨（上接1版）
王塘生一引进， 就破解了落户永

兴县的长鹿旅游度假区项目规划难
题。该项目是省级重点项目，项目总体
规划涉及国土、水利、林业等7个专项
规划，因几个专项规划之间的“冲突”，
让项目的整体规划“头痛”不已。王塘
生针对这一问题，实行多规融合，促进
了项目的建设。

永兴众德公司今年引进3名工程
机械、冶金高级工程师。近几年，该公
司每年都会引进一两名人才， 并通过
其培养孵化，壮大公司人才队伍。如，
前几年，公司引进一名国内铋业专家，
由其带领10人技术团队，研发了纯度
为5个“9”的高纯度铋。

人才择热土而栖。近两年来，永兴

县通过“1+1+N”人才培养工程，引进
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20多个， 引进高
级工程师等各类高层次人才200多
名，并“孵化”出一大批本地人才。

人才汇聚，发展增动力
人才聚则事业兴。永兴长友银业

通过与世界500强正威集团合作，引
进业内既懂白银加工、 又懂白银国际
贸易的综合型人才杨尚龙，他的加盟，
培育了长友公司的技术和销售团队，
扭转了长友长期卖银锭的格局， 开始
研发生产白银银基触头。近两年，公司
仅银基触头纳税就超过2亿元。

稀贵金属产业是永兴县域经济的
支柱，大量管理、技术、营销人才的引
进，促推全县20多家稀贵金属骨干企

业，与中南大学、国防科大等高校和科
研院所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 研发出
国内领先水平技术12项，其中有3项技
术获得国家发明金奖， 使14家企业跻
身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目前， 该县形成了年产值过500
亿元的稀贵金属综合回收利用产业集
群， 成为我省重点扶持的50大产业集
群之一。

冰糖橙产业、 城乡规划、 乡村振
兴、教育等人才效应，也十分明显。如
长郡文昌中学的教育模式，引才引智，
让该校连续几年保持郴州市中学教育
综合能力第一。今年春季该校582名初
中毕业生中， 考取7A人数380人，7A
占比达65.3%。

在人才“引擎”驱动下，该县目前
产值过亿元的企业有57家，过10亿元
的有5家；今年上半年，全县地区生产
总值达185.3亿元，同比增长9.3%。

人才领跑 抢占发展新高地

� � � �湘电风能第一台5兆瓦直驱型永磁风电机组2012年初在
福建省福清市沿海成功安装。（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