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项改革推开 试点企业扩围

国企改革有望再燃市场热情（主）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十三五”期间，国企改革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继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出台后，十个配套文件也将于近期陆续发布。 据悉，在处理“僵尸企业”等方面将制定相关配套文件。 而在企业层面，包括央企兼并重组、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等十项改革试点将在明年全面展开，试点企业进一步扩围。

业内人士指出，2016年从央企到地方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 未来，以提高资产运行效率为目的，以“三个一批”和“三量调整”为特征，以调整重组和资产注入为措施的国企改革将再次点燃资本市场的投资热情。

重磅政策陆续发布

从近期部委的表态来看，年底将有一系列重磅政策陆续下发，新一轮国企改革正全面推开。

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到目前为止国资委已经出台九个配套文件，还有10个文件在近期陆续发布。 在去年国资委组织的几方面改革基础上，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确定并提出了包括中央企业兼并重组的试点、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试点在内的十项改革试点。 十项改革试点将在明年全面展开，同时也鼓励支持各地和中央企业结合实际，积极开展不同形式的试点工作。 中央企业107户、3.9万个企业所有存量都要盘活，推动中央企业集团层面和行业板块的兼并重组。

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日前表示，国有企业和重要行业改革将跨越深水区。 电力、油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重要领域已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电力、石油等竞争性环节将真正放开。 其中，石油、天然气、盐业等重要行业改革方案即将出台。

此外，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促进中央企业增效升级。 会议明确，对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清” ，清理处置“僵尸企业” ，到2017年末实现经营性亏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

据了解，尚未出台的改革配套文件还包括：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方案、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试点的指导意见、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调整方案、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方案、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方案、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关于鼓励和规范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的指导意见、完善中央企业分类考核以及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方案等。 据悉，对于处理央企中的“僵尸企业”也已提到议事日程，在处理“僵尸企业”方面或将出台相关配套文件。

“从监管层近期强调的改革重点来看，当前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会对2016年推进供给侧改革、清理僵尸企业作出部署。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表示，2016年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以“三个一批”为标志的产业结构调整将成为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围绕产业结构调整为特征的央企并购重组将加速，重组清退将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的方式之一。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应建立和修订完善涉及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流转的相关监管办法，建立健全高效协同的内外部监督机制。 ”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认为，目前来看混改的热情并不高，这主要是由于发展混合所有制还存在一些体制障碍，即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和政企不分。 随着国有企业整体改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社保基金等机构将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股权的持股机构，它们将成为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积极力量，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认为，2016年是改革落实年，从中央到地方，分类改革、混合所有制、强强联合、整体上市、提高资产证券化率均将取得突破。 在分类改革的基础上，解决国有企业效益低下，大而不强、强而不优、优而不大的问题，商业类国企将更多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公益类则更好的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 目前，改革试点进一步扩围，国资委监管的央企兼并重组也正在提速，国企改革正在逐步落地，明年央企的并购重组和资产证券化将迎来高潮。

“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把分类的具体标准拿出来，这是整个改革的基础。 ”李曙光指出，分类涉及到企业定位、改革举措、薪酬以及激励机制等问题，没有分类“图谱”将影响到下一步改革的具体操作。 同时，在混改分类分层改革中，子公司下面分层以及地方国企分层这些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此外，国企改革要和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改革相结合，对于混改比较好的企业上市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希望注册制能跟上国企改革的步伐。

央企并购重组大热

顶层设计方案出台以来，央企层面的改革正进一步提速。

在首批试点的央企中，中国建材相关人士表示，中国建材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上市和推行混合所有制，下一步中国建材将进一步加大资产证券化力度。 目前集团旗下有6家上市公司，未来上市公司将发展为10家，集团非上市的公司要么卖掉，要么进入上市公司，通过股权的流动使国有资本快速增值。

中粮集团也正积极部署和推动改革方案落地。 此前奥瑞金公告称，将参与中粮包装混改。 近日有消息称，酒鬼酒现人事变动，或直接加快中粮全面接管公司的速度。 实际上，从10月7日公告确认中粮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到10月22日披露终止重大资产重组，表明中粮集团对公司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中粮集团曾表示，未来将加快推进股权多元化，通过实现国际化全产业链、业务板块分拆上市、引进职业经理人等举措，将中粮打造成一家以粮油食品为核心主业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进入12月，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就有三起重组案例。 12月1日，国资委宣布南光集团和珠海振戎实施重组，珠海振戎将整体并入南光集团成为南光集团在内地的子公司。 12月8日，中冶集团将与五矿集团实施战略重组，中冶集团将整体并入五矿集团成为其全资子企业。 12月11日，中国航运业两大巨头中远集团与中海集团实施重组。

不仅如此，市场中关于招商局集团与中国外运长航、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中国中铁与中国铁建、中船集团与中船重工、宝钢集团和武钢集团、三大航空公司以及货运航空公司也多次传出合并传闻。 虽然屡屡遭到相关公司的否认，但二级市场中不断停牌的上市公司仍然引起人们的遐想。

“推进央企并购重组可以实现‘一箭多雕’ 。 ”李曙光认为，央企并购重组可以实现多个目标，对外来说是配合“一带一路”战略，形成一个全产业链，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对内来说，主要是为化解产能过剩，解决国企效益低下、解决历史遗留等问题。 此外，通过合并重组也是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组建投资运营公司以及资产证券化等方面做准备。 明年并购重组的力度无疑将加大，目前的并购重组主要集中在商业一类，商业二类和公益类是接下来改革的难点，重组也会比较复杂。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认为，并购重组是实施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手段。 通过并购重组，中央企业已减少到现在的107家。 有报道说，国资委曾提出将中央企业数量缩小到30至50家的改革目标，这个目标是符合未来新常态下中央企业高效运营监管的实际的，应该积极推进中央企业的并购重组。 从新时期全面深化国有经济改革需要看，一方面要通过重组解决自然垄断性行业的垄断问题，旨在优化相关业务配置和遏制垄断，形成自然垄断性行业的主业突出、网络开放、竞争有效的经营格局；另一方面要有利于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经济管理体制，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新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从优化市场结构需要看，国有企业在特定行业内的企业数量既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否则不是造成垄断就是造成国有企业过度竞争，国有企业兼并重组要有利于形成兼有规模经济和竞争效率的市场结构，有利于化解产能过剩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国企“十项改革”试点方案全面推开，并购重组、混改、员工持股、整体上市等多个领域将加快探索，进一步加大深化改革力度与深度。 按照目前情况看，107家央企将是国企改革的重点，兼并重组以及资产证券化将成为重要看点。

地方国企改革升级

随着地方两会陆续召开，新一轮的地方国企改革热潮正在酝酿升级。 在已出台改革方案的基础上，上海、广东、山东等一些改革步伐较快的省市正积极制定相关细化方案，地方国企改革进入全面加速期。 在改革方向上，重组、混改、资产证券化、上市、员工持股等已成为重点目标。 部分地区公布了未来五年的资产证券化率目标，北京、湖北是50%，江西、河南是60%，重庆、湖南是80%，广东是70%。

近日，广东省国资委提出，未来需继续推进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加快推进50家企业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试点工作，规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清单管理制度，加快规范董事会建设。 着力抓好调整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 通过市场化手段推动国资系统、企业集团内部资源整合，动态优化国有资本投向，稳妥有序做好低效资产和劣质企业的清理退出。 着力抓好资本运营工作，加快国有资产资本化，到2020年省属企业扣除公共性特点较为突出的高速公路、铁路资产后，资产证券化率达到70%，竞争性企业主营业务基本实现整体上市。

黑龙江省国资委主任赵杰近日撰文指出，在发展混合所有制方面，将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除特殊行业和领域，黑龙江省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增资扩股，均鼓励非国有资本投资主体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股权置换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 实行同股同权，切实维护各类股东合法权益。 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 积极推进具备相应条件的国有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在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吉林省近日提出，在“十三五”时期，吉林将对国企改革进行攻坚，促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 吉林将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采取划转、合并、分立、重组等多种方式，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随着年底地方两会陆续召开，地方国企改革将会提速，国企改革作为今年改革的重点，势必会成为地方两会的重要议题。 ”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鸣表示，地方国企改革将主要聚焦于“僵尸企业”清理、证券化、并购重组等，广东、重庆、湖南、江西等地或率先有所突破，这些地区在推动地方国企改革方面较为积极，已经有较多布局。

华泰证券指出，目前A股市场的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多达971个，总市值27.44万亿。 从上海、浙江、江苏等几个主要省市的国企改革动作来看，地方国企改革措施主要有三个：一是以提高国有资产的证券化率为主线，具体包括集团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平台、集团资产通过旗下上市平台实现整体上市、非上市国企通过“借壳”实现部分或整体上市、IPO等。 二是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主线，具体包括非公开发行引入多元化投资主体、高管和员工持股计划等。 三是以国有资本运作和整合为主线，具体包括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推进国资兼并重组、国资划转社保基金统一运作等。 资产注入等实质性改革动作可望获得市场追捧，目前各省省属企业的资产证券化率普遍在20%-40%，各地国资委属企业集团旗下资产逐步向上市公司注入的空间较大。

A04

■ 责编：贺岩 美编：韩景丰 电话：

010－63070552 E-mail:zbs@zzb.com.cn

■ 2015年12月17日 星期四

国企改革

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甲

９７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电话：编辑部

６３０７0３３１

发行部

６３０７0３２６

、

６３０７0３２４

广告部

６３０７２６０３

传真：编辑部

６３０７０４83

、

６３０７０480

广告部

６３０７１０２９

零售价格：

2．0０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

００１９

号

万亿国资证券化

蓄势待发

□本报记者 刘丽靓

业内人士认为， 明年从中央到地

方国企改革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未来

5年， 央企及地方国企或将有20万亿

元的国有资产实现证券化。

数据显示，近些年，国企股份制改

革步伐加快， 央企及子企业改制从

2003年的30%提高到2014年的85%；

央企主营业务整体上市的有35家。 从

20多个省市区出台的国企改革文件

看， 大多把上市以及整体上市作为深

化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途径。

“整体上市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

重要方式。 ” 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

会主席季晓南认为，下一步应以整体

上市为着力点稳步推进国企混改。 随

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加快，特别

是着力推进集团公司整体上市以及

允许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化为优先股

和在少数特定领域探索建立国家特

殊管理股等改革措施的逐步实施，必

将进一步提升国有资产证券化、资本

化水平，为我国证券市场注入新的活

力和动能。

国资专家指出， 对于地方国有企

业而言，只有走向资本市场，才能真正

遵循市场规律和自身规律， 通过市场

的手段， 在市场的范围内实现科学运

作和进退； 只有上市、 尊重市场的选

择， 才能有效避免行政惯性带来的弊

端。上市有利于国企混改，有利于国资

优化整合，有利于完善国资监管。借助

资本运营的手段，通过新三板挂牌、买

壳和借壳整体上市等途径走上资本市

场，是实现本轮国资国企全面、深层次

改革的关键路径和必然选择。 在分类

改革的前提和基础上， 重点推进商业

类国企上市是全面深化地方国有企业

改革的关键路径。

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鸣

表示，资产证券化将提速。从各地国企

改革的方案来看，目前20个省市提出

的资产证券化比例目标一般在50%以

上。 未来5年，央企以及地方国企将有

20万亿元的国有资产实现证券化。

安信证券认为，省级国有资产提高

资产证券化率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上市

公司进行外延式扩张的过程。除了以整

体上市、资产注入等方式进行资产证券

化，以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方式进

行资产证券化也应重点关注。组建国有

资本投资公司对于上市公司来讲是

“加强版” 的外延式扩张，国有资本投

资公司的本质就是将省内的优质资产

重新整合、打包、整体上市。

十项改革推开 试点企业扩围

国企改革有望再次点燃市场热情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十三五”期间，国企改革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继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出台后，十个相关文

件有望于近期陆续发布。在处理“僵尸企业”方面也将制定相关配套文件。而在企业层面，包括央企兼并

重组、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等十项改革试点将在明年全面展开，试点企业进一步扩围。

业内人士指出，2016年从央企到地方国企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有望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

未来，以提高资产运行效率为目的，以“三个一批” 和“三量调整” 为特征，以重组和资产注入为措施的

国企改革将再次点燃资本市场的投资热情。

重磅政策陆续发布

从近期部委的表态来看，将有一系列

重磅政策陆续下发，新一轮国企改革正全

面推开。

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

到目前为止国资委已经出台九个配套文

件，还有10个文件在近期陆续发布。 在去

年国资委组织的几方面改革基础上，国务

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确定并提

出了包括中央企业兼并重组的试点、部分

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混合所有

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公司的试点在内的十项改革试点。 十项改

革试点将在明年全面展开，同时也鼓励支

持各地和中央企业结合实际，积极开展不

同形式的试点工作。中央企业107户、3.9万

个企业所有存量都要盘活，推动中央企业

集团层面和行业板块的兼并重组。

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日前表示，国有

企业和重要行业改革将跨越深水区。电力、

油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重要领域已

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电力、石油

等竞争性环节将真正放开。 其中，石油、天

然气、盐业等重要行业改革方案即将出台。

此外，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

确，对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

整方向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

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清” ，清理处置

“僵尸企业” ， 到2017年末实现经营性亏

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

据了解，尚未出台的改革配套文件还

包括：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方案、国有企

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混合所有

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试点的指导意见、国

有经济布局与结构调整方案、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方案、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方案、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

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关于

鼓励和规范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

资本的指导意见、完善中央企业分类考核

以及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方案等。 据悉，

对于处理央企中的“僵尸企业” 也已提到

议事日程，在处理“僵尸企业” 方面或将出

台相关配套文件。

“从监管层近期强调的改革重点来看，

当前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 促进产业优

化重组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关键， 即将召

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会对2016年推

进供给侧改革、清理僵尸企业作出部署。 ”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表

示，2016年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以

“三个一批” 为标志的产业结构调整将成

为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主题， 围绕产业结构

调整为特征的央企并购重组将加速， 重组

清退将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的方式之一。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 应建立和

修订完善涉及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流转的相

关监管办法，建立健全高效协同的内外部

监督机制。 ” 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陈清泰认为，目前来看混改的热情并不

高，这主要是由于发展混合所有制还存在

一些体制障碍， 即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和

政企不分。随着国有企业整体改制，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公司、 社保基金等机构将成为

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股权的持股机构，它

们将成为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积极力量，

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

究中心主任李曙光认为，2016年是改革落

实年，从中央到地方，分类改革、混合所有

制、强强联合、整体上市、提高资产证券化

率均将取得突破。 在分类改革的基础上，

解决国有企业效益低下，大而不强、强而

不优、优而不大的问题，商业类国企将更

多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公益类则更好

的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 目前，改革试

点进一步扩围，国资委监管的央企兼并重

组也正在提速， 国企改革正在逐步落地，

明年央企的并购重组和资产证券化将迎

来高潮。

“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把分类的具体

标准拿出来，这是整个改革的基础。 ” 李曙

光指出，分类涉及到企业定位、改革举措、

薪酬以及激励机制等问题，没有分类“图

谱” 将影响到下一步改革的具体操作。 同

时，在混改分类分层改革中，子公司下面分

层以及地方国企分层这些问题也需要进一

步明确。 此外，国企改革要和资本市场、金

融市场的改革相结合， 对于混改比较好的

企业上市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希望注册

制能跟上国企改革的步伐。

央企并购重组大热

顶层设计方案出台以来，央企层面的

改革正进一步提速。

在首批试点的央企中，中国建材相关

人士表示，中国建材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上

市和推行混合所有制，下一步中国建材将

进一步加大资产证券化力度。 目前集团旗

下有6家上市公司， 未来上市公司将发展

为10家， 集团非上市的公司要么卖掉，要

么进入上市公司，通过股权的流动使国有

资本快速增值。

中粮集团也正积极部署和推动改革方

案落地。 此前奥瑞金公告称，将参与中粮

包装混改。 近日有消息称，酒鬼酒现人事

变动，或直接加快中粮全面接管公司的速

度。 实际上，从10月7日公告确认中粮集团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到10月22日披露终止

重大资产重组，表明中粮集团对公司的影

响力与日俱增。 中粮集团曾表示，未来将

加快推进股权多元化，通过实现国际化全

产业链、业务板块分拆上市、引进职业经理

人等举措，将中粮打造成一家以粮油食品

为核心主业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进入12月，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就有

三起重组案例。 12月1日，国资委宣布南光

集团和珠海振戎实施重组，珠海振戎将整

体并入南光集团成为南光集团在内地的

子公司。 12月8日，中冶集团将与五矿集团

实施战略重组，中冶集团将整体并入五矿

集团成为其全资子企业。 12月11日，中国

航运业两大巨头中远集团与中海集团实

施重组。

不仅如此， 市场中关于招商局集团与

中国外运长航、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中国

中铁与中国铁建、中船集团与中船重工、宝

钢集团和武钢集团、 三大航空公司以及货

运航空公司也多次传出合并传闻。 虽然屡

屡遭到相关公司的否认， 但二级市场中不

断停牌的上市公司仍然引起人们的遐想。

“推进央企并购重组可以实现‘一箭

多雕’ 。 ”李曙光认为，央企并购重组可以

实现多个目标，对外来说是配合“一带一

路” 战略，形成一个全产业链，走出去参与

国际竞争的需要；对内来说，主要是为化解

产能过剩，解决国企效益低下、解决历史遗

留等问题。此外，通过合并重组也是为混合

所有制改革、 组建投资运营公司以及资产

证券化等方面做准备。 明年并购重组的力

度无疑将加大， 目前的并购重组主要集中

在商业一类， 商业二类和公益类是接下来

改革的难点，重组也会比较复杂。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黄群慧认为， 并购重组是实施国有经济战

略性调整的重要手段。通过并购重组，中央

企业已减少到现在的107家。 有报道说，国

资委曾提出将中央企业数量缩小到30至

50家的改革目标，这个目标是符合未来新

常态下中央企业高效运营监管的实际的，

应该积极推进中央企业的并购重组。 从新

时期全面深化国有经济改革需要看， 一方

面要通过重组解决自然垄断性行业的垄断

问题，旨在优化相关业务配置和遏制垄断，

形成自然垄断性行业的主业突出、 网络开

放、竞争有效的经营格局；另一方面要有利

于建立以“管资本” 为主的国有经济管理

体制， 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新建国有

资本运营公司。从优化市场结构需要看，国

有企业在特定行业内的企业数量既不是越

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 否则不是造成垄

断就是造成国有企业过度竞争， 国有企业

兼并重组要有利于形成兼有规模经济和竞

争效率的市场结构， 有利于化解产能过剩

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国企“十项改革”

试点方案全面推开，并购重组、混改、员工持

股、整体上市等多个领域将加快探索，进一

步加大深化改革力度与深度。 按照目前情况

看，107家央企将是国企改革的重点，兼并重

组以及资产证券化将成为重要看点。

地方国企改革升级

随着地方两会陆续召开， 新一轮的地

方国企改革热潮正在酝酿升级。 在已出台

改革方案的基础上，上海、广东、山东等一

些改革步伐较快的省市正积极制定相关细

化方案，地方国企改革进入全面加速期。在

改革方向上，重组、混改、资产证券化、上

市、员工持股等已成为重点目标。部分地区

公布了未来五年的资产证券化率目标，北

京、湖北是50%，江西、河南是60%，重庆、

湖南是80%，广东是70%。

近日，广东省国资委提出，未来需继续

推进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试

点，加快推进50家企业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试点工作，规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

清单管理制度，加快规范董事会建设。着力

抓好调整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 通过市

场化手段推动国资系统、 企业集团内部资

源整合，动态优化国有资本投向，稳妥有序

做好低效资产和劣质企业的清理退出。 着

力抓好资本运营工作， 加快国有资产资本

化，到2020年省属企业扣除公共性特点较

为突出的高速公路、铁路资产后，资产证券

化率达到70%， 竞争性企业主营业务基本

实现整体上市。

黑龙江省国资委主任赵杰近日撰文指

出，在发展混合所有制方面，将引入非国有

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 除特殊行业和领

域，黑龙江省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或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增资扩股，均鼓励非国有资本投资

主体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

股权置换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 实行同股同

权，切实维护各类股东合法权益。 鼓励国有

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积极推进

具备相应条件的国有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

场上市，在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吉林省近日提出，在“十三五” 时期，

吉林将对国企改革进行攻坚， 促进国有经

济布局和结构调整。 吉林将改革国有资本

授权经营体制，采取划转、合并、分立、重组

等多种方式，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公司。

“随着年底地方两会陆续召开， 地方

国企改革将会提速， 国企改革作为今年改

革的重点， 势必会成为地方两会的重要议

题。 ” 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鸣表

示，地方国企改革将主要聚焦于“僵尸企

业” 清理、证券化、并购重组等，广东、重

庆、湖南、江西等地或率先有所突破，这些

地区在推动地方国企改革方面较为积极，

已经有较多布局。

华泰证券指出， 目前A股市场的中央

国企和地方国企多达971个， 总市值27.44

万亿。 从上海、浙江、江苏等几个主要省市

的国企改革动作来看， 地方国企改革措施

主要有三个： 一是以提高国有资产的证券

化率为主线， 具体包括集团资产注入上市

公司平台、 集团资产通过旗下上市平台实

现整体上市、非上市国企通过“借壳” 实现

部分或整体上市、IPO等。 二是以混合所有

制改革为主线， 具体包括非公开发行引入

多元化投资主体、高管和员工持股计划等。

三是以国有资本运作和整合为主线， 具体

包括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推进国

资兼并重组、 国资划转社保基金统一运作

等。 资产注入等实质性改革动作可望获得

市场追捧， 目前各省省属企业的资产证券

化率普遍在20%-40%， 各地国资委属企

业集团旗下资产逐步向上市公司注入的空

间较大。

2015年以来国企月度利润总额

2014年至2015年6月央企并购交易涉及主要行业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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