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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持续发力，国企焕发新面貌1

——— 湖南国企 40年改革发展纪实

千帆竞发 行逐浪

胡信松 岳倩如 罗江帆

四十年风雨兼程，四十年攻坚克难。
饱尝了创业初期的曲折艰辛，经历了改革成长的脱胎换骨，收获了

转型发展的丰硕成果，湖南国企，千帆竞发，且歌且行。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党中央的部署，结合湖南实际，我省不断推进

国有企业改革， 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 一大批国有企业通过改
革、 改组和加强管理相结合， 初步建立起了比较健全的现代企业制
度，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国有经济布局结
构得到优化，国有经济的竞争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大大增强。

截至今年 9 月底，37 户省属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达 11,409.78 亿
元； 前三季度实现收入 3279.95 亿元， 同比增长 11.3%； 实现利润

101.38 亿元， 同比增长 33.3%； 上交税金 144.09 亿元， 同比增长

26.3%，均创历史新高。

40 年来，我省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传统
体制机制， 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企
业转变。梳理 40年湖南国企发展之路，改革、
创新、脱困、突围，这些字眼伴随着湖南国企
一路走来。

1978 至 1984 年，以放权让利为重点，扩
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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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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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 10月，
湖南省委、省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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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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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 至 1993 年，以两权分离为特征，转
换企业经营机制，企业逐渐摆脱“束缚”，走上
放权搞活、自主经营的改革发展之路；省政府
对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松绑放权， 企业拥有更
大的经营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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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 至 2003 年， 推动国有企业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进行战略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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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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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2 年， 以国资监管体制改革
为主， 推动国企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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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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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省政
府按照“三个一批”的思路，即发展壮大一批、
转制搞活一批、关闭破产一批，启动了以产权
制度改革和职工劳动关系调整为核心的国企
改革，这一轮省属国企改革，共涉及企业或单
位 1143 户（个），职工（含离退休人员）近 50
万人， 其中发展壮大 118 户、 转制搞活 110
户、关闭破产（注销）455 户，另外主辅分离辅
业改制、 分离办社会职能、 留守机构移交共
460个。

2013年至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现
代企业制度， 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 控制
力、影响力。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召开，明确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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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0
月， 中央召开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
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建立中国特色
现代国有企业制度， 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
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把方向、管大
局、 保落实， 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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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进一步加
强国企党建， 打造国企改革发展的“红色引
擎”。 2017年 10月，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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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
制经济，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
业。 2017年 12月，省属监管企业公司制改制
任务全面完成。

国务院国资委今年 8 月公布国企改革
“双百行动”名单，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交通水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长丰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湘电动力有限公司、
湖南新天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5 家省属国
企入选。

今年 9 月发布的“2018 中国企业 500
强” 名单中， 华菱集团、 湖南建工集团挺进
200强。

省委常委、 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张剑飞认
为， 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
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 40 年来，湖南国有企
业迎难而上、矢志不渝，始终坚持党对国有企
业的领导，通过一系列理顺体制、完善机制、
调整布局等改革探索， 努力做好国有企业与
市场经济相融合这篇“大文章”。 国企改革顶
层设计基本完成，国有资产监督不断强化，党
的建设得到全面加强， 国有资本向着做强做
优做大稳步迈进……

回望是为了更好前行，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经验， 将为新一轮国企改革提供不竭
动力，推动湖南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版图片均由省国资委提供）

八项重点改革有序推进，国企迸发新活力2
企业发展活力，来自不断深化改革。
2018年， 站在改革开放 40年的历史节

点上，湖南传承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国
企改革不断深化，八项重点改革有序推进，挺
立创新发展潮头。

布局结构调整与企业重组整合。 按照主
业归核、资产归集、产业归位的要求，我省将
着力打造 3 个国有资本运营平台、4 个基础
设施投资运营集团、15 个实体产业集团。 到
“十三五”末，将省国资委一级监管企业数量
整合至 22 户左右， 资产规模 1.5 万亿元，力
争控股上市公司 18 个左右， 每个产业集团
主业范围不超过 3 个；力争 2 家左右企业进
入世界 500 强，6 至 8 家企业进入中国 500
强；资产证券化率达到 60%以上。

省国资委主任丛培模介绍，按照“一企一
策”、“先易后难”、“成熟一个推进一个”的原则，
去年以来，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合
并整合省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有限公司，两家
企业同类业务进行整合，不同类的业务则由湖
南发展集团统筹整合发展； 通过整合相关企
业，组建了湖南担保集团；整合湖南天心集团、
湖南粮油集团等新组建现代农业控股集团；湖
南黄金集团与湖南稀土集团完成合并重组；兴
湘集团与新物产集团重组整合，并将兴湘集团
改组组建为省属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为省属
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调整平台、国有资本运营管
理平台、国企改革发展金融服务支持平台。 今
年已经启动了湖南兵器集团与新天地集团的
整合重组工作。 9月 28日，湖南省高速公路集
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这是我省深化国企
改革的又一重要成果。

有序推进 6 类资产及业务的归集归位
工作。 推动国有资本向实体经济聚集、 向核
心主业聚集，将分散在不同企业的水电类、健
康医药类、酒店类、金融类、投资类、房地产开
发类 6 类资产及业务进行系统清理，并通过
无偿划转、 市场化转让等形式逐步向优势企
业归集，促推监管企业形成布局合理、结构优
化的现代产业体系。 华菱集团、湘投控股、现
代投资等进一步聚焦主业， 企业经营质量和
效益持续提升。

加快推进内部三项制度改革， 充分调动
企业干部职工积极性。 重点是优化企业组织
机构，加强人员职数管理、岗位管理、合同管
理，强化综合考评，建立动态管理和末位调整
机制， 全面推行企业员工公开招聘制度，到
2018年底， 监管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要达到

100%。 推动监管企业进一步深
化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 管理
人员能上能下制度基本形成， 员工
能进能出渠道基本畅通，收入能增能
减机制基本实现。华天集团积极探索企
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的尝试与创新，首
推“合伙人制”，创新经营机制和员工激励新
模式，旨在加快建立市场化经营机制，解决企
业发展的持久“动力”问题，以此助推分子公
司经营模式变革， 构建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
的长效机制，调动每一位员工的积极性，增强
企业创新力、活力和竞争力，促进企业高质量
发展。

开展职业经理人制度试点。 完善公司法
人治理结构， 强化省属监管企业的市场主体
地位，探索建立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创新企
业经营体制和机制， 实现企业经理层成员契
约化管理， 今年在湖南湘投金天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等 15 家竞争类二级企业开展职业经
理人制度试点， 实现职业经理人的选聘竞争
化、管理契约化、业绩对标化、薪酬市场化。

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 在 5户企业开展
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 落实董事会依法行使
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力。 试点
期限为两年，期满后开展评估，视情况扩大试
点范围。 作为湖南国资委首批开展建设董事
会试点企业之一， 湖南黄金集团通过不断加
强公司董事会建设，规范董事会运作，优化完
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治理规则和内控制度，
极大激发了公司发展的活力与内生动力。

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提高国有资
本配置效率。 坚持因企施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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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一策，成熟一个推进一个。
探索在集团公司层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鼓励在子公司层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进
一步提高国有经济的影响力。

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省属监管企业深
化改革、提质增效和结构调整的重点，通过运
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今年将减少省属监管
企业二、三级“僵尸企业”40家，确保 2019 年
底全面完成“僵尸企业”处置工作。 湖南国有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通过规范管理、 重组
整合、处置盘活等举措，公司改革成效逐步显
现、营收效益大幅增长。 湖南国资公司 2015
年成立以来， 陆续接收了来自全省各个厅局
移交的国有企业 41 户， 这些企业大多为
“散、小、差”企业。通过优化布局、结构调整等

一系列改革推动重组整合， 将直接管理企业
数量压减至 17 户，人财物集中盘活，费用支
出有效精简，实现主业归核、资产归集、产业
归位。

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移交。 全省国有企
业年底要全面完成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
(供水、 供电、 供气和物业管理) 分离移交，
2019年起国有企业不再以任何方式为“三供
一业” 承担相关费用， 不得在工资福利外对
“三供一业”进行补贴。湖南建工集团、华菱集
团等大型国有企业正积极推进“三供一业”分
离移交，助力企业轻装上阵闯市场。

积极推进“压层级减法人”工作。 着力解
决监管企业因法人户数多、 管理层级多形成
的管理成本高、管理信息失真、管控效能低下
等突出问题， 今年要将监管企业管理层级控
制在 3级以内。“压”“减”之间促改革，切实提
高企业内生动力。 湖南建工集团在全面摸清
集团分子机构设置情况的基础上，确立了“重
组整合、股权调整、清理退出和工商注销（撤
销）”四种模式，集团管理层级全部缩减至三
级；湘投控股集团主动瘦身健体，加快关停并
转亏损企业，坚决退出价值创造能力弱、资产
运营效率低的项目， 企业运营效率和竞争力
明显增强； 由 10 家企业联合组建才两年多
的湖南交水建集团，“压层级减法人” 改革取
得初步成效，集团整体实力快速增长，逐步构
建了“投建运”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公司总资
产是成立之初的 3倍； 年实现营业收入是成
立之初的 2.5 倍； 年利润总额是成立之初的
2.5倍。

改革，让湖南国企不断迸发新活力，市场
竞争力日益增强。

“改革，不会停也不能停，国企改革永远
在路上；站在新起点，国企要有新担当、新作
为。” 省委常委、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张剑飞表
示，未来，湖南国企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不断加强和改进国
企党建，不断深化改革，以新技术、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为核心，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
动湖南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新时代书写
新篇章。

由湖南交水建集团
设计、 施工的南洞庭
大桥合龙在即。 大桥
主跨 450 米 ， 被誉为
“三湘第一跨”。

湘投金天新材的生产车间。

华天集团首推“合伙人制”，
探索经营机制新模式。 8 月 31
日，紫薇华天大酒店实施合伙
人制签约仪式在长沙举行。

湖南中南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湖南建工集团承建的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施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