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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丽靓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获悉，国有企业改

革三年行动方案最快有望在明年一季度出

炉。 在电网、军工、铁路等重点领域混改深

化、央企及地方国企资产证券化全面提速背

景下，国企改革将在新的行动方案指引下驶

入“新赛道” 。

祭出组合拳 国企改革不断深化

今年是国企改革重要“施工期” 。 国企

改革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央地联动改革模式

不断深化，重大领域改革和专项改革试点不

断取得新突破。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初步统计， 今年以

来， 国资委共发布11项与国企改革相关的

规章制度。 尤其是11月以来，5项重磅政策

密集落地。从混改操作指引到央企控股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从央企内控体系建设到以管

资本为主转变国资监管职能，再到构建国资

监管大格局，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改革向更

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

伴随着相关政策不断出台，各项改革全

面提速。一方面，重点领域混改捷报频传。邮

政、电网、盐业、军工、烟草等重要领域混改

逐步启动，国家电网、中盐股份等混改已破

题；邮储银行、京沪高铁、中国通号、中烟香

港等大型央企接轨资本市场快马加鞭。

另一方面，混改试点以及国企改革“双

百行动”迈出实质性步伐。 国家发改委数据

显示， 目前， 在前三批50家混改试点企业

中，已有70%基本完成或即将完成“混” 的

任务。国资委数据显示，“双百企业” 已累计

完成改革任务2524项， 占全部改革任务

的31.24%。其中，“双百企业” 在

本级和各级子企业通过

混改共引入非

国有资本5384亿元。

在改革持续深化过程中，国有资产证券

化率也相应提升。国资委数据显示，目前，中

央企业控股国内外上市公司403家，资产总

额的65%、 营业收入的61%、 利润总额的

88%来自于上市公司。

强调市场化 推进国企“双提升”

国企改革取得新进展的背后是改革强

调市场化导向，国企实现了企业经营效率和

国有资本效益的“双提升” 。

从重点领域央企看，发改委数据显示，

在前三批50户混改试点企业中， 目前实际

开展试点的有48户，12户基本完成新公司

设立、法人治理机制重构、激励制度化建设

等主体任务。 已完成改革主体任务的企业，

2018年利润大都实现10%以上的增速，完

成股权激励的企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幅超

过26%， 企业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平均提

高37.9个百分点，有数据对比的试点企业资

产负债率平均下降5.2个百分点。目前，第四

批160家央企混改试点正在抓紧制定实施

方案。

从地方国企看，在改革提速同时，持续

放宽持股比例及利用资本市场深化国企改

革已成趋势。近日落地的格力电器混改更开

创了“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模式。

资本市场已成为国企市场化

改革重要阵地。“上市已成

为国企混改重要平

台。 ” 国务院

国资委

研究中心研究员周丽莎表示，多地在混改中

都提出积极推行资产证券化，提升国企资产

整体流动性，吸引更多外部资本参与混改。

多地明确提出加快国有资产上市步伐。

比如，上海市明确，到2022年，要基本完成

竞争类国企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

深圳市提出，将深入实施“上市公司+” 战

略和基金群战略，努力打造资本市场“深圳

国资系” 。

“地方混改明年将显著提速，呈现‘百

花齐放’态势。” 专家认为，地方国企加快混

改既能提高竞争类国企运行效率，提升国有

资本保值增值水平，又能缓解地方财政短期

收支缺口， 还能刺激民营资本投资热情，起

到改善经济供给结构的目的。

制定新方案 增强改革发展动力

目前， 国资委正抓紧研究制定

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了解

到，（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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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对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推进改革创新 提高油气资源配置效率

□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大

会12月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 批示指出：组建国

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是深化油气行

业改革、保障油气安全稳定供应的重大举措。 对

集团公司成立表示祝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改革创新，建立科学运

行管理体系，通过放开两端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

上游资源供应和下游销售市场，提高油气资源配

置效率，更好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人民需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

韩正表示，组建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公司是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

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

和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举措，对于提高油气资源

配置效率，促进油气行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

能源安全，更好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要提高政治站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瞄准推动形成上游油气资源多主体多

渠道供应、中间统一管网高效集输、下游销售市

场充分竞争的油气市场体系目标，把国家石油天

然气管网公司组建好、管理好、发展好。

韩正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注重

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强统筹，密切

配合， 勠力同心打好油气管网运营机制改革这

场硬仗。 相关油气企业和管网公司要做到无缝

对接，建立油气产运销储贸协调运行机制，确保

改革与生产运营两手抓、两促进。要鼓励和引导

地方管网以市场化方式融入国家管网。 管网公

司要聚焦主责主业，专注油气输送业务，坚持开

放透明、协作共赢，努力构建运营卓越、服务完

善的管网平台， 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

王勇、何立峰出席成立大会。中央和国家机

关有关部门、相关省区市、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

参加大会。

证券化全面提速

国企改革驶上“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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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推进证券业文化建设 提升公司内部约束力

□

本报记者 徐昭 胡雨

中国证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李超日前指出，

证券公司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中介机构，要客观、

准确地认识资本市场在经济金融中的地位， 不断

推进行业文化建设，提升公司内部约束力，持续加

强中介机构能力建设，打造健康的行业生态，更好

地发挥资本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 发展直接融

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等方面的作用。

李超是在12月6日在京召开的中国证券业

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上作上述表述

的。会议由证券业协会会长、银河证券董事长陈

共炎主持。

证券业协会党委书记、 执行副会长安青松

在会上传达了证监会党委书记、 主席易会满在

证券业协会调研指导工作讲话精神， 作了关于

《证券业协会近期工作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

的报告》。 协会党委委员、副会长孟宥慈介绍了

《2020年证券行业文化建设工作安排 （讨论

稿）》。会议还邀请证监会机构部有关负责同志

就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提升中介机构能力

作了专题政策解读。

证券业协会表示， 下一步， 将进一步把握

“自律、服务、传导” 定位，积极履行职能职责，

推动行业不断提升转型能力、创新能力、风控能

力，围绕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等中心工作，积

极贡献自身力量，推进改善资本市场生态，促进

行业高质量发展。

易会满11月21日在出席证券基金行业文化

建设动员大会做动员讲话时指出， 健康良好的

企业文化是行业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

现，是行稳致远的立身之本，是服务实体经济的

内在要求， 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保

障，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有力抓手。

他提出， 要准确把握行业文化的核心理念

和重要内涵，牢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风险观、

发展观； 强调要进一步强化党的领导与公司治

理的有机结合，以监管导向，强化自治、自律作

用，加速行业文化形成，打造健康行业生态。

易会满强调，文化建设是关系证券基金行业

健康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基础工程。需要统

筹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凝聚共识，聚

合力量，突出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强化对行

业经营管理的全方位贯穿、深层次融入，在常抓

与抓长上下功夫，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

易会满要求，证券基金机构、自律组织、监

管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加

强文化建设的决策部署，戮力同心，携手并进，

努力开创证券基金行业文化建设新格局， 用文

化的力量引领方向、促进发展、塑造形象，为建

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注入新动能、提供新支撑。

当日，中国证券行业文化建设委员会正式成

立。委员会由中国证监会相关部门、地方证监局、

沪深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证券公司相关负

责人组成。委员会将按照证监会行业文化建设工

作纲要的要求，具体负责推动证券行业文化建设

的组织、协调、自律、宣传工作。 委员会还邀请行

业资深专家作为委员会顾问，为委员会开展工作

提供指导和咨询。 安青松任委员会主任委员。

银保监会明确取消合资寿险公司股比限制时点

自2020年1月1日起，合资寿险公司的外资比例可达100％

□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银保监会9日消息， 银保监会日前发布

关于明确取消合资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

时点的通知。通知明确，自2020年1月1日起，

正式取消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合资保险公

司 （以下简称合资寿险公司） 外资比例限

制，合资寿险公司的外资比例可达100％。 银

保监会表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欢迎更

多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来华设立机构、

开展业务。

不断推出对外开放新举措

通知提出，有关主体可根据《外资保险公司

管理条例》《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及通知向银保监会提交行政许可申请，银保监会

将依法依规予以审批。 关于现行《外资保险公司

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合资寿险公司“外资比例

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1%” 的规定，银保监会

将尽快启动修订，在修订后重新发布。

银保监会介绍，截至10月末，外资银行在

华共设立41家外资法人银行、114家母行直属

分行和151家代表处， 外资银行营业机构总数

976家，资产总额3.37万亿元。

2018年以来， 金融业对外开放大门越开越

大。 继2018年宣布15条银行业保险业开放措施

后，2019年银保监会又陆续出台两轮共计19条

开放措施，为提高我国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和国际竞争力营造了良好的制度和市场基础。

1-10月， 银保监会批准包括创兴银行上

海分行、澳门国际杭州分行、韩国釜山南京分

行、恒安标准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在内的18

项外资银行和保险机构筹建申请，批准包括约

旦阿拉伯银行上海分行、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交银康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内的15

项外资银行和保险机构开业申请。 11月，银保

监会批准首家外资独资保险控股公司德国安

联（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开业。 1-10月，

还批准外资银行和保险机构增加注册资本或

营运资金共计152.72亿元。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10月末，境外保

险机构在我国设立了59家外资保险机构、131

家代表处和18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 （下转

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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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期权登场

钢铁行业再获避险“利器”

12月9日，铁矿石期权在大连商品交易所

正式上市交易。铁矿石期权的出台能使行业参

与者多了一种灵活规避风险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