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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有企业改制前后经营状况
玛莎

［摘要］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历时 30 多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一直坚持效
率先导的改革政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这一口号的指引下，先后采取了股份制
改革、债转股、员工下岗分流等一系列措施，给国有企业松绑，使得国有企业效率大大
提高。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时至今日，改革过程中的一些隐性问题也逐渐暴
露出来，有的问题甚至已经成为主导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成败的关键性问题。公平与效率
之间的矛盾就是这众多问题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基于这个原因，本文将选取公平与效率
关系这个角度，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
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反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而引起收
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虽然很多，但员工下岗分流制度的实行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关键词］股份制改革；推行公司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攻坚战；放权让利
The Reforming Process and Result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Abstract]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has been for many years, in the process,
the efficiency of the pilot we have been insisting the reform policies.“Efficiency consideration
to fairnes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slogan, has adopted a joint-stock reform, debt,
employees laid off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relax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making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efficiency is improved. Reform has achieved encouraging results. However,
to dat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s entered into a critical stage of reform, the reform process in
some hidden issues have been exposed, and even some of the issues have become the dominant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the key issue of success or failure. The conflict betwee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of many problems is that the most critical one. For this reason,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will be selected this perspective,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analysis. I believe that, in the proces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quity and efficiency to a large extent reflects the widening income gap
and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hs, widening income gap caused by many reasons,
though, but the employees laid-off system practice is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Key Words] Joint-stock reform；Implementation；Modern enterprise system；Battle;
Devolution of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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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导言
近三十年来中国国有企业在社会经济改革中一直争议不断。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
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采取了出售、兼并、破产、拍卖、股份制等多种方式和形式，国企改革
的大体趋势是“国退民进”
。目前，通过产权置换，中国大多数国有企业已转化为股份制或
民营企业，现有的国有企业多集中在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
运等七大行业里。而这些面临改革的大型国有企业关系到国防安全、国家经济命脉，与社
会关联度很强，其成功与否，关系到中国整体经济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命运。
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走向问题，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提出，随着政府宏观经济调
控能力的提高，国有经济在企业中的比例应该是下降的。然而，金融危机以来，“国进民
退”这样的词语屡屡见诸报端，“国进民退”现象引发了大众的强烈关注，经济学界也重
新掀起了对国有企业改革走向的大讨论。为此，本文就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及今后
改革的方向进行了一些调查。

1. 中国国有企业现状
2011 年 7 月 13 日，《财富》中文网发布 2011 年中国企业 500 强排行榜。2011 年，中
国企业 500 强总收入达 18.9 万亿元，占中国 GDP 的 47%。中石化再次登上榜首。中国农
业银行等 45 家公司首次上榜。所有上榜公司中只有 9 家出现亏损。中国企业 500 强排行
榜排名前 10 名的均为国有企业。
2011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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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排名

公司名称 ( 中文 )

收入 ( 百万元 )

净利润 ( 百万元 )

1

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913,182

70,713

2

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1,465,415

139,871

3

3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485,231

119,640

4

5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473,663

7,488

5

4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470,159

4,246

6

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88,791

33,626

7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80,821

165,156

8

9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370,418

9,237

9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23,489

134,844

10

17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3,376

13,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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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有企业改革的概念
对国有企业改革有多种理解：改变企业形态，改变企业股权结构，改变企业的基本
制度。
改变企业形态即改变规范企业资本组织关系、治理结构的企业法律形式，如按《企
业法》规范的企业变为按《公司法》规范的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变为股份公司。
改变企业股权结构即引入新股东或改变企业股权比例。股权结构变化的另一含义是
可以安排股东权利不尽相同的股东，如可有黄金股股东、优先股股东等。企业法律形式
变化有时是企业股权变化的前提。
更广义的企业改制还包括企业内部制度的广泛变革，如改变经营者激励制度、劳动
工资制度等。这些方面的变化未必是狭义的企业改制的基本要素，但它往往是企业改制
的诱因或结果或条件，与企业改制密切相关，是进行企业改制时，尤其是以激励效应为
主要目标的改制时，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
1.2 改革主要内容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要求，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的阶段。大批国
有企业实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
行有益探索。
1.3 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方针
1997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大和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
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首先要尽最大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要从不同
行业和地区的实际出发，根据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进程，着力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
老工业基地，把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为国有企业跨世纪发展创造
有利条件。
1.4 国企改革解决的问题
从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角度看，国企改革期待资本市场解决的主要有以下几个
问题：
（1）支持国有经济收缩战线，重点是从竞争性领域的退出。
（2）推动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核心是大企业的成长和新分工协作体系的形成。

105

高级研修生中国专题研究报告（第二辑）

（3）有助于企业产权制度和内部治理结构中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解决。
1.5 当前国有企业改制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划来看，中国目前正处在国有
企业改革的攻坚阶段。较成功的国有企业改制经验和国家近期颁布的政策可以反映出国
有企业改革逐渐呈现如下趋势：
（1）国有企业改制进行全面的产权改革势在必行。
当前需要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原因主要在于：
a. 从宏观上看，国民经济和国有资产的结构和布局调整，需要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实现
国退民进，而整体上的国退民进需要通过具体企业的产权流动来实现，具体国有企业的
产权多元化和国有产权的逐步退出本身就是国有企业改制的基本内容。
b. 从微观层面上看，国有企业自身的弊端和负担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得以克服，企业只
有通过改制才能走出困境，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这一点，任何国有企业
都不能回避这一现实。
c. 从企业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市场环境来看，国有企业的生存环境和市场环境迫使国
有企业进行产权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利益分配制度、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的制度创新，
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
d. 从国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进程和长期规划来看，国有企业改制已经逐渐由小
到大、由点到面、由不触及产权到根本改变产权机构地深入开展，国有企业改革经过 20
余年的风雨历程后已经迈向了关键的攻坚阶段。
（2）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浪潮已经到来。
随着中国国内市场和投资领域的逐渐放开、市场体系和市场竞争规则的完善，国有
企业在活力不足、体制包袱过重的情况下不仅要面临来自国内的非国有经济的竞争，在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还要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来自外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国有企业
必须在短期内完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制任务，才能够保持必要的竞争力以参与国内
竞争和国际竞争。
从国有企业改制的实际进程来看，一些地区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面达到八成左右，
但这些国有企业改制有很多是“换汤不换药”的翻牌改制或由国企简单地变更为国有独
资公司，而大型国有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改制面不到半数，对于主体企业自身的改制重组
也将提上日程。
（3）国有企业改制的内容更加丰富，改制的方式、方法更趋多元化。
从宏观上看，国有企业改革要实现国有经济的结构和布局的根本性调整，国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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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并最终实现国有资本逐渐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和行
业；中观方面，不仅要进行“物”方面（企业产权）的改革，也要进行“人”方面（国
有企业员工体制性身份的整体退出）的改革，即实现国有企业改制产权问题的改革的同
时，对企业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微观方面，在设计改制方案
时，方案内容涉及企业资产清查及不良资产的核销、国有资产评估、国有资本变动及财
务处理、员工劳动关系变更及身份置换补偿、债权债务重组及土地资产的处置、股权结
构和法人治理结构设计、公司形式选择等各个方面。
（4）国有企业改制的基本方向是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国有资本逐渐退
出一般竞争性行业，同时企业性质和企业员工身份实现根本性的转变。
适应党中央关于对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决策，在国有企业改制
的过程中通过向自然人或社会法人甚至外商转让国有股权，使国有资本逐渐退出一般竞
争性行业和领域，不再与民争利，同时将这部分资本充实到社保基金中和涉及国家安全
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支柱产业中的骨干企业以及
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中去。实现“国退民进”和“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长期实行“低消费、高积累、低工资、高就业”的产业政策，
国有企业改制承载着旧的体制对原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各种体制性的承诺，企业一旦改制
了，国有企业性质已经改变，旧的体制对全民所有制身份的职工的体制性承诺和体制欠
账将无法兑现。以企业国有净资产依照国家或地方政府制定的标准为国有企业职工的
“全民所有制职工”的体制身份进行补偿并解除长期或终身的劳动合同关系，在实现“全
民所有制职工”的体制身份的整体退出的同时，解除国有企业职工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国
有企业的依赖关系，使职工的就业受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机制的制约，国有企业职工真正
成为受市场调节和受社会保障机构保障的新型劳动者。
（5）国有企业改制要求的企业范围不断扩大，改制不断向纵深领域发展。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现阶段进行企业产权体制改革的不再仅仅限于国有企业，
所有在产权结构上存在产权不明晰、权责不分、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健全、外部监管失效
和内部人控制等情形从而不符合现代企业要求的企业，基于和国际上通行的企业形态接
轨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压力，纷纷启动或正准备启动企业更深层次的产权改革，一些新的
改制形式如管理层收购（MBO）、职工持股（ESOP）和股份（股票）期权、向外商转让
国有股也开始出现。前一阶段的改制主要集中在中小型国有企业，对于中央直管的特大
型国有企业、能源、交通、通信、公用企业、军工企业等关系到国计民生或国家安全的
企业的改制步伐相对缓慢，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以及 WTO 规则的要求，这些企业依照
《公司法》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已经逐渐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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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行，进行改制的企业或企业化运作的事业单位的范围不断扩大，
“禁区”不断地被突破，改制所触及的跟原有体制相关的深层次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6）国有企业改制的工作程序和具体操作将更加规范。
随着国务院国资委和地方各级国资委的组建，将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的
“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等弊端，各级国资委将作为国
有资产出资人代表对所出资企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权利。一系列关于国有资产
管理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法规、规章和政策的先后出台，使国有资产管理中的漏洞基本得
以弥补，国有企业改制的基本操作环节和操作程序也得到基本的统一和规范，利用企业
改制之机侵吞国有资产、自买自卖国有资产等违法、违规现象进一步得到有效遏制。
1.6 改革步骤
国企改革过程分为准备阶段、启动阶段、实施阶段、收尾阶段等四个阶段。
1.6.1 准备阶段
（1）宣传政策。企业主管部门、资产经营公司负责制订宣传提纲，通过集中学习、
举办培训班、深入企业宣讲等多种形式，把改革改制相关的政策传达贯彻到企业和职工，
给予基层职工充分的知情权。将政策宣传同解决职工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使职工真正知
晓政策，理解政策，转变观念，主动参与改革。
（2）进行“三清”。由企业主管部门、资产经营公司负责组织企业对企业的资产、债
务、职工劳动关系进行清理。
（3）推介企业。企业主管部门、资产经营公司和国资监管部门及其授权经营的企业
应利用电视、报刊、电台、网络、产权交易中心等多种媒介向国内外投资者介绍企业，
招商引资，广泛征集受让方。
（4）筛选投资者。企业主管部门、资产经营公司、国资监管部门与改制企业同各类
投资者广泛接触，进行商务谈判和必要的资质调查（资质调查也可以委托中介机构进
行），从中筛选投资者。跨国公司或行业内优势企业参与并购国有企业的需报上级有关部
门议定。
（5）确定改制取向。由企业主管部门、资产经营公司和国资监管部门根据企业资产、
负债和人员状况，从企业发展、职工利益和社会承受能力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企业改
制取向、采取的改制形式，并组织或监督制订企业改制预案。
（6）完善职代会。按照职代会产生的法律规范，完善职代会，确保职代会产生的合
法性，为下一步在企业改制启动阶段，召开职代会讨论职工安置方案和企业改制方案作
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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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制订改制预案。国有企业改制必须先制订改制预案。预案可由改制企业国有产
权持有单位制订，也可由其委托中介机构或改制企业（向本企业经营管理者转让国有产
权的企业和国有参股企业除外）制订。改制预案中应明确企业资产、负债、人员的基本
情况，改制预付成本，资产和债务处置方式，职工安置框架意见，改制形式，企业改制
后发展取向（破产退出企业除外），主辅分离辅业改制，企办社会职能剥离等内容。受产
权持有单位委托，由企业制订改制预案的，应按企业内部决策程序进行集体讨论决定，
并形成书面意见。
（8）申报改制预案。企业改制预案按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分别报区、县（市）、主管
部门、资产经营公司、市国资委、市政府立项审批（或备案）。
（9）审批改制预案。各级审批部门在接到企业改制预案后，按规定的权限进行审批。
国有企业必须在改制预案按规定程序审批后方可实施改制，改制预案没有经过审批，不
得进行改制。
改制预案通过审批后，如果情况发生变化，需调整改制预案的，应由原改制预案制
订单位说明调整原因，并由改制企业将改制调整预案及附件重新按规定程序分别报原有
关审批部门重新审批。
1.6.2 启动阶段
（1）确定进度。企业主管部门、资产经营公司在企业改制预案批复后，要按照国有
企业改制总体规划，制订推进企业改制的具体工作方案，排出时间进度，制订实施步骤，
明确主要任务，落实责任到人。
（2）清产核资和评估资产。由国资监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企业进行清产核资，
清查企业资产，核实企业资金，摸清企业“家底”。在此基础上，委托中介机构对企业进
行资产评估。
（3）提交有关部门出具的审核文件。
（4）确定改制模式、底线。企业主管部门、资产经营公司负责研究确定各类投资者
参与企业改制的形式、履行的程序以及对受让方（投资方）的约束条件。确定企业改制
最终采取的模式，并以国资监管部门对资产评估核准后的价值作为参考，确定谈判底线
和挂牌底价。
1.6.3 实施阶段
（1）制订改制方案。以通过审批的企业改制预案为根据，由改制企业国有产权持有
单位制订，也可由其委托中介机构或改制企业（向本企业经营管理者转让国有产权的企
业和国有参股企业除外）制订。
改制方案应明确企业基本情况、企业改制形式、改制后发展规划（破产退出企业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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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职工安置、企办社会职能分离方式、改制成本及资金来源、实施步骤和完成改制时
限等，应按企业内部决策程序进行集体讨论决定，并形成书面意见。改制方案应提交职
代会或职工大会审议，其中职工安置方案需交职代会或职工大会讨论通过。
（2）申报改制方案。企业改制方案及附件按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分别向各级审批部
门申报。在上报前要报主管领导和主管部门签署意见。
（3）审批改制方案。按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审批。改制方案通过审批后，如果情
况发生变化，需调整改制方案的，应由原改制方案制订单位说明调整原因，并由改制企
业将改制调整方案及附件重新按规定程序分别报原有关审批部门重新审批。
（4）产权交易。经批准改制的国有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要进入产权交易中心，采取
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转让。涉及土地交易的
按有关规定执行。产权交易的全部要件副本或复印件一套由改制企业转交相应主管部门、
资产经营公司存档备查。
（5）投资者注入资金。企业改制方案经批准后，受让方应按双方协议将国有产权转
让价款一次性或分期付清，并存入国资监管部门指定的专户存储。
（6）处理原职工劳动关系。由改革责任主体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认定的职
工安置方案，填报国企并轨有关审批报表，支付解除原企业职工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
偿还职工内欠，及时为职工接续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关系，依法维护职工的合
法权益。
1.6.4 收尾阶段
（1）原企业终结手续。企业主管部门、资产经营公司和国资监管部门负责监督改制
企业到国资监管部门和工商部门办理产权注销和企业变更或注销登记手续。
（2）办理相关手续。改制企业持批复文件，到有关部门办理房产过户、土地更名及
相关清算交割手续。
（3）新企业挂牌。改制后的企业办理工商登记、税务登记等相关手续，正式挂牌。
（4）处理未尽事宜。托管人员、离退休人员落实管理部门，相关费用拨付到位，按
照有关规定妥善处理各种遗留问题。
1.7 重要成果
不论理论和政策上采取了何种“说法”，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从开始实际上就是“市场
导向”的。改革之初，企业对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按什么价格出售无法自主决定，国
家计划“管得过多，统得过死”，被当成是企业体制上的一大弊端而需要改变，因而要求
企业“面对市场组织生产”。企业首先进入的是商品市场，在商品市场中则首先进入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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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市场。绝非偶然的是，价格改革构成了 80 年代经济改革的重点，首先得以放开的
是大多数消费品价格，而后通过“双轨制”的调放结合，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又放开
了大多数投资品价格。中国国有企业首先经受了商品市场的竞争洗礼，产生了一系列重
要成果：
（1）确立并初步学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
（2）刺激了供给增加和买方市场的形成。
（3）产品和企业的分化加快，一批有竞争力的优势企业脱颖而出。
（4）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现代企业家。
1.8 意义
如果说十几年来产品市场的发展使国企经济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且推动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而对前面分析过的诸
多矛盾的解决，将使中国国企体制转轨发生一个质的进步，从一定角度看，它将意味着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确立。

2. 中国国有企业改制前后实例分析
2.1 中国石油化工企业
2.1.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中国石化 )
中国石化是一家上中下游一体化、石油石化主业突出、拥有比较完备销售网络、境
内外上市的股份制企业。中国石化是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独家发起方式于 2000 年 2 月 25 日设立的股份制企业。目前，中国石化总股本
为 867.02 亿股，其中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持有的国有股占总股本的 71.23%，未流通的其他
国有股和法人股占 6.2%，H 股占 19.35%，国内公众股占 3.23%。
中国石化的独家发起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是国家在原中国石化总公司的基础
上于 1998 年重组成立的特大型石油石化企业集团，是国家出资设立的国有公司，是国家
授权投资的机构和国家控股公司。
中国石化参照国际模式，构筑了公司的架构，建立了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集
中决策、分级管理和专业化经营的事业部制管理体制。中国石化现有全资子公司、控股
和参股子公司、分公司等共 80 余家，包括油气勘探开发、炼油、化工、产品销售以及科
研、外贸等企业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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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秉承竞争、开放的经营理念，扩大资源、
拓展市场、降本增效、严谨投资的发展战略，公司利润最大化和股东回报最大化的经营
宗旨，外部市场化、内部紧密化的经营机制，规范、严谨、诚信的经营准则，努力把中
国石化建设成为主业突出、资产优良、技术创新、管理科学、财务严谨、具有较强国际
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2.1.2 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中国石油 )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11 月 5 日，是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简称“中国石油集团”）重组过程中根据《公司法》和《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属国营特大型企业。中国石油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油气行业占主导地位的最大的油气生产和销售商，是中国销
售收入最高的公司之一，也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经营范围以油气业务、石油工
程建设为主。
中国石油唯一的发起人及控股股东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公司是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于 1998 年 7 月在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基础上
组建的特大型石油石化企业集团，是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和国资委管理的特大型国有企
业集团之一。
发行的美国存托股份及 H 股于 2000 年 4 月 6 日及 4 月 7 日分别在纽约证券交易所
有限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挂牌上市（纽约证券交易所 ADS 代码 PTR，香港
联合交易所股票代码 857），2007 年 11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601857）。截至 2007 年年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拥有公司 86.29% 的股权。
石油和石油化工业 30 年来的变化是巨大的，有目共睹的，成就的取得源于改革开放。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工业和战略产业，石油和石油化工业改革开放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
深化、创新的历史过程，在最为艰难的国有经济和国企改革领域，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开放
的历史性转变，焕发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
2.1.3“蓝色国土”开启石油开放大门
1978 年 3 月 26 日，改革开放的大计尚在酝酿之中，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就在人
民大会堂东大厅，专题讨论研究了一项破题之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海洋石油对外开放。
决定采取平等互利的补偿贸易形式，直接和外国石油公司建立商务关系，在中国指定的
海域，雇用国外技术人员，购买国外技术装备，开展海洋石油对外合作。无论用当时还
是今天的眼光来看，海洋石油对外合作本身都是一种改革，一种上至政府宏观层面，下
至企业微观层面，对计划经济旧体制及其法律制度框架触动相当广泛深入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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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决策，石油部开始同外国石油公司广泛接触，派遣人员到世界各国实地考
察，探讨合作勘探开发海洋石油资源的具体途径和方式。在深入比较研究 40 多个国家法
律法规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及其配套
的 30 多个通用法律法规。经国务院批准，于 1982 年 1 月 30 日正式对外发布执行。2 月 8 日，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京成立，开始依据《条例》和配套法律法规，行使海洋石油勘探、
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专营权。
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铁板一块的情况下，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新成立的中
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塑造成为一个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微观经济主体，这在当时具有特殊、
重要的意义。它表明，海洋石油对外合作从一开始起步，就采取了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坚
定态度，为外商来华投资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因而在国际上引起了十分强烈的
反响，并由此引发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外国石油公司竞相投标，在中国海域投资石油
资源勘探的热潮。
正如邓小平同志对深圳经济特区所作的精辟概括那样，海洋石油对外合作也是“技
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和对外政策的窗口”，是国家在“蓝色国土”上开辟
的石油经济特区。
随着海洋石油对外合作条例和一整套配套法律法规的日臻完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
司逐步成长为一个按照市场规则和国际惯例经营发展的国家石油公司，成为跳出计划经
济旧体制之外，按照国际“油公司”模式规范运作的经济实体，成为石油和石油化工业
改革开放的“领头羊”。
在海洋石油对外开放的同时，陆上石油也加快了“引进来”的步伐。1983 年，石油
部直接从国外雇请 10 个地质队，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装备来中国搞勘探，其中 3 个
被部署到塔里木盆地，成为引进外资力量、揭开“死亡之海”神秘面纱的石油开放之举。
1985 年，国务院决定开放南方 11 省区，引进外资力量，开展石油资源对外合作，1993
年又将对外合作的领域进一步扩展到北方 10 个省区的广大地区，从而形成了陆海域石油
资源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
2.1.4 石油化工业建立行业总公司
一亿吨石油资源是一笔巨大的物质财富，合理利用好这笔财富，对于提高全社会经
济效益，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然而，计划经济旧体制下的石
油化工业，却被多个工业部门和地方政府条块分割管理，相互之间争项目、争投资、争
资源，难以实现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统筹发展，造成严重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使
一亿吨石油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能充分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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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状况，中共中央从 1981 年开始，打破部门、地区、行业界限，相继组建了
高桥、金陵、抚顺等几个大的石油化工联合企业。并在此基础上，于 1983 年 2 月 19 日
决定成立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对原属石油部、化工部、纺织部和一些省市自治区的全
国 39 个重要炼油、石油化工和化纤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内外贸实行统一经营管理。
这是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上的一场重大改革，通过改革，打破了政企合一、条块分割
管理的旧体制，使石油化工业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
石化总公司是改革初期，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横向经济联合、工业改组和机构
改革中应运而生的众多行业总公司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行业总公司是一种企业组织，不
同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是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独立生产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
经济实体。中央明确要求，要把石化总公司办成真正的经济实体，不能走回头路，办成
石化部，并明确规定，石化总公司不列入国务院行政机构序列，直属国务院领导，但在
经营管理上享有自主权。
1984 年 9 月，国务院又决定将原商业部石油局及其直属单位成建制地划归石化总公司
管理，并以此为基础组建石化总公司销售公司，统一管理全国的石油产品收购、调拨、运
输、储存、供销。与此相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将石油产品
批发和终端销售业务从所属商业厅划出，以石化总公司为主进行统一经营和业务管理。
石化总公司的成立，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步骤。它表明，中央通过政企
分开，组建行业总公司，开始按照建立经济实体的要求，对石油和石油化工业实行企业
化经营和管理。
2.1.5 探索建立能源综合管理体制
石化总公司成立后的一段时间，石油部的建制还存在，但实际上自实行一亿吨原油
产量包干后，其内在体制和机制就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石油工业是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开展一系列石油大会战，逐步成长壮大起来的，从石
油政府主管部门到各油气田、炼厂、石化厂，直至下属基层单位，一直是一个按照大会
战体制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生产建设体系。主管石油和石油化工业的政府管理部门虽然
经历过燃料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燃料与化学工业部、石油化学工业部等多次部门更替，
但大部分时间是石油部。
石油部集所有者、经营者和管理者身份于一身，通过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手段，统
一配置全国的石油人财物、产供销、内外贸资源，安排管理全国的石油、天然气勘探、
开发、管道储运、炼油加工和石油化工生产建设，虽然是一个政府专业行政管理部门，
但更像一个政企不分的大企业。因而在 1988 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家便顺理成章地
撤销了石油部，取而代之的是实行企业化经营和管理的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归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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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的政府综合管理部门——能源部管理。海洋石油总公司也同时分立出去，归口能源
部管理。并于 1993 年相继组建了中国联合石油公司、中国联合石化公司，以中国化工进
出口总公司为主，经营全国的原油、成品油和石油化工产品进出口贸易。后又于 1996 年
将原地矿部石油队伍组建成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从而形成了陆海域、上下游、产供
销、内外贸相互分割经营管理的体制格局。
2.1.6 不断深化的石油企业改革
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30 年来，国家对石油和石油化工业采取了
一套有别于其他国有经济的政策，改革举措大多着眼整个行业，自上而下整体推动，石
油企业改革实际上是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两个层面上展
开的。初期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围绕一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
权，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石油企业改革逐步开始转
向“两权分离”，即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贯彻落实国务院 1991
年发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明确石油企业和政府的经济法律关
系，落实 14 项经营自主权和相应的自负盈亏责任。
中国石油围绕“两权分离”，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深化改革，减亏增效，改变了承包
指标单纯与原油产量挂钩的做法，转而上对国家实行“四包”、“两定”；下对油气田企
业实行“四包”、“三定”、“两保”、“一挂钩”的经济政策。同时，在塔里木等新油田勘
探开发中，展开了一场与传统迥异的“大会战”——以“新体制、新技术，高水平、高
效益”为内容的“两新两高”会战新模式。“两新两高”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不搞
“大而全、小而全”，实行专业化服务、社会化依托、市场化运行、合同化管理，建立固
定、借聘、临时“三位一体”用工制度，开创了中国陆上石油工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先河，
并赋予新时期石油勘探开发会战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新内容。
中国石化在 1985 年国家实行第一轮投入产出总承包的基础上，自 1991 年开始了第二
轮总承包，比较全面地规定了国家与总公司的责、权、利关系，在推动企业由生产型向
生产经营型和效益型的转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中海油在深化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借鉴
国外石油企业管理模式，不搞“大而全”、“小而全”，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油公
司集中统一、专业公司相对独立、基地系统逐步分离”的石油企业改革和制度创新路子。
以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中国政府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产权清晰、责权分明、政
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由此推动石油企业改革进入了制度创新的发展阶
段。中国石油在总结塔里木等新油田“两新两高”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将大港油田整体
改制成为以油公司为核心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通过企业股份制改造，借助资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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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力量，推动企业制度创新，继上海石化完成主营业务改制并在香港、纽约和伦敦挂
牌上市之后，镇海、武汉、石家庄、燕山、齐鲁、扬子等 6 家炼化企业主营业务和资产
也相继改制上市。
1997 年 5 月，国务院选择了三家大型企业作为国家控股公司试点单位，中国石化被
列为三家试点单位之一。国家控股公司试点的基本目标是：建立以资本为主要联结纽带
的母子公司模式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
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同时，石油企业内部计划、财务、劳动人事、物资采购、产品销售、社会保障制度
及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等其他各项配套改革全面推进、不断深化，加快了石油企业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步伐。
2.1.7 重组改制首开国企改革先河
1998 年以前的石油和石油化工业改革，是在陆海域、上下游、产供销、内外贸分割
经营管理的体制格局下展开的。随着体制内各经营主体的逐步成长壮大，这种因石油产
业链分割而导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和利益矛盾日渐突出起来，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严
重障碍。
为理顺石油产业链关系，同时也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放开国内市场后，为国内外
石油企业的相互平等竞争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1998 年，国务院决定实施石油石化
战略大重组，通过行政性资产划拨和互换的形式，将原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按南北区域
划分、改组为两个特大型石油石化集团公司。
两大集团公司成立后，移交了各自承担的部分政府管理职能，实现了政企职责的彻
底分开，从而得以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转变成为真正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在保持各自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石油上下游、内外贸、产供销一体化经营，为进一步
做大做强奠定了体制基础。
自 1999 年下半年起，两大集团公司遵循“主业与辅业分离、优良资产与不良资产分
离、企业职能与社会职能分离”的原则，从业务、资产、债权债务、机构及人员等 5 个
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内部全面重组。通过重组，理清了内部经济和管理关系，提高了
总部控制力。
在此基础上，两大集团公司和中海油分别以母公司身份，就其核心业务发起成立了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股份有限公
司，经中央批准，分别在海外上市。2000 年 4 月，中国石油率先在纽约、香港成功上市。
三大国家石油公司主业改制上市成功，是世纪之交的重大事件，它开启了传统国有企业
通过大规模内部全面重组和股份制改造，转变成为国有资本控制的多元化投资主体，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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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竞争发展的先河，并由此在全球树立起了全新的中国石油公司形象。
2.1.8 规范公司治理推动管理上水平
主体业务改制上市后，三大国家石油公司内部开始形成上市和未上市两大部分。上
市公司由各自主体业务组成，集中了油气勘探、开发、炼油、石油化工和产品销售领域
大部分经济效益较好的优良资产；未上市企业一般由各自辅助业务组成，资产质量总体
比较差，盈利较低，有的开始还甚至亏损。
为规范公司治理结构，三大国家石油公司通过实施产权多元化改革，对未上市企业
中的非石油业务实施了国有资本的部分和完全退出，使资产质量得到了提高，同时按照
合并相同或相近业务，生产服务与社会服务分离的原则，实行了以产权为纽带的内部专
业化重组，分别组建了若干个石油专业服务公司，面向国内外市场，竞争发展。未上市
企业自身则通过深化改革，持续再重组，提高了企业素质，增强了盈利能力，经过几年
的市场拼搏，有的已经成长为具有相当国际竞争力的公司。
三大上市公司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后，按照改革要求和上市承诺，规范公司治理结构，
建立起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监事会和总裁领导班子在内的管理层，
实行了总部—专业公司—地区公司三级业务管理的大公司体制，使总部机关成为决策首
脑机关和投资中心，专业公司成为总部下属的经济实体和利润中心，地区公司成为专业
公司下属的生产经营单位和成本中心。从而形成了层次清晰、权责分明、运作协调的组
织管理体系，既加强了总部控制力，又增强了下属企业的灵活性。为强化对上市公司的
监管，股东大会还从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中聘请了独立董事，主持董事会下的专门委
员会工作。
主业改制上市，给三大国家石油公司的经营发展带来巨大的资本市场压力。为加强
和创新管理，三大国家石油公司投巨资开发建设了国内一流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了
生产经营、计划财务、物资采购、管道输送、产品销售等各个环节的信息自动化处理，
按照信息流、资金流、人流、物流的全新理念，对决策、经营和管理实施高水平的现代
化管理，并不断创造出令国内外同行和社会为之称道的骄人业绩。
2.1.9 油价改革一波多澜稳步推进
油价改革是 30 年来石油和石油化工业改革的一条主线。改革以前，中国实行的是单
一的石油计划定价体制和一定多年不变的低油价政策。实行一亿吨原油产量包干，特别
是“超产油”
“出口转内销”以后，国内出现了双重油价，即所谓的高价油和低价油。这
在以往是从来没有过的，不仅石油工业没有过，其他工业行业也没有过。应当说，这就
是国内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开始，其动因显然来自一亿吨原油产量包干。
“价格双轨制”是以渐进为特征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创造，国内外专家对此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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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很高。如果没有“价格双轨制”，铁板一块的计划价格体制是很难被打破的。但“价格
双轨制”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诱发了不少复杂问题，包括一些腐败现象。因而 1994
年原油、成品油流通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取消价格双轨制，实现商品同质同价，消
除因高平差价引发的油价混乱状态和投机行为，改变一个时期以来原油、成品油之间扭
曲的比价关系，使原油价格总水平比以往有了较大幅度提高。
这项政策延续了 4 年多。到 1998 年，国家又开始了新一轮原油、成品油流通体制改
革。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国内外油价并轨，建立政府主导的适应国内外市场变化的
石油价格体制和形成机制。经过改革，国内原油价格实现了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同步
变化，但成品油价格仍由政府制定，虽然在制定成品油价格时，参照了国际市场价格水
平，但与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的真正市场化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这种状况整整延续了 10 年，其间，国际油价大起大落，变幻莫测，先由 1998 年前
后的每桶 18 美元，狂跌至 8 美元谷底，后又一反常态，大幅攀升，连创新高，结束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的持续低油价局面，甚至攀登上了 100 美元的台阶，直到 2008 年 7
月创出每桶 147 美元的历史新高之后，又峰回路转，一路下挫，高位回落。
其间，国家根据石油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相继采取成品油适时调价、价格补贴、征
收特别收益金等政策措施，但成品油价格迟迟不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的状况，始终没有
根本改变。令人欣喜的是，国务院已就《成品油价税费改革方案》公开征求了全社会意
见。新一轮油价改革是国家把握历史机遇，从容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迈出的重要一步，引
起了全社会高度重视和期待。30 年油价改革不寻常，油价全面闯关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2.1.10 初步建立石油市场经济体制
石油和石油化工业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
体制和运行机制，使市场在石油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通过 30 年来的体制变革和
机制创新，三大国家石油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已经转变成为了自主经营的法人实体和市场
竞争主体，所需人财物等各种生产要素资源已经通过市场进行配置。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通过 30 年来的深化改革和职能转变，也基本实现了政企职责分开和政资管理分开，相应
的法律法规制度和监管体制也在加紧完善之中，为企业自主经营、规范运作创造了比较
好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尽管由于一些领域的改革尚未完全到位，使石油和石油化工
业的市场化运作不时出现一些不协调的音符，但这是前进道路上出现的问题，并且是在
中国人的预料和掌控之中的。
应当说，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石油和石油化工业已经初步建立起了适合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了以三大国家石油公司为主体，
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石油市场格局和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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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石油、天然气采掘业市场：实行国际上通行的石油资源勘探开发许可证制度，
有条件的内外资企业均可进入。由于门槛高，一般中小企业很难进入，但经过多年来的
竞争发展，已经有相当一批外资企业和民营资本进入其中，所占比例已经超过了 5%。未
来一个时期内，有实力的外资企业和民营资本还将加快进入步伐。
中游炼油加工和石油化工市场：国家发布了炼油工业和乙烯工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相当于产业政策，决定了该领域的市场格局，并实行了进口原油配额制。经过多年来的
竞争发展，一大批地方企业和民营资本已经在其中站稳了脚跟，所占比例已经达到 20%，
其中一些实力雄厚的企业通过与外资和国内其他企业的联营发展，很可能建成规模更大
的石油炼化一体化集团。
下游油品批发和终端销售市场：1998 年以前，大都由地方和民营企业控制，实施石
油石化战略大重组以后，三大国家石油公司借势对社会、民营加油站进行了大规模资产
收购和兼并，淘汰、关闭了一批信誉低、服务差的企业，使油品批发和终端销售市场一
度出现的混乱状况得到了扭转，走上了平等竞争、健康发展的道路。目前，社会和民营
加油站数量仍占 40% 左右，继续在该领域大显身手。未来一个时期，一些有实力的企业
通过参股经营和联营发展，还会在石油国际贸易、石油物流等领域开辟出更加广阔的发
展空间。
30 年来的石油和石油化工业改革开放，波澜壮阔，气势恢弘，成就巨大，尽管其间
也曾出现这样那样的复杂情况，甚至曲折和反复，但改革开放的历史脚步始终在坚定不
移地向前推进。作为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基础工业和战略产业，石油和石油化工
业已经找到了适合自身特点的改革开放路子，融入了国内外大市场和世界石油工业体系。
2.2 中国铁路建设企业
2.2.1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中铁）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是集基建建设、勘察设计与咨询服务、工程设备和零部件制
造、房地产开发、铁路和公路投资及运营、矿产资源开发、物资贸易等业务于一体的多
功能、特大型企业集团，也是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多功能综合型建设集团。2007 年，在世
界企业 500 强中排名第 342 位，在世界品牌 500 强中排名第 417 位。2005 年及 2006 年分
别位列全球第四及第三大建筑工程承包商。
中国中铁前身是成立于 1950 年 3 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工程总局和设计总局，
1958 年合并为铁道部基本建设总局，1989 年 7 月 1 日组建为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2003
年 5 月起隶属国务院国资委管理，为中央特大型骨干企业。2007 年 9 月，整体重组创立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于当年 12 月 3 日和 7 日分别在上海、香港两地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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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业务覆盖勘察设计、施工安装、工业制造、房地产开发、资源矿产、金融
投资等多个领域，总资产 3118 亿元，净资产 663.6 亿元，是全球第二大建筑工程承包商，
连续七年进入中国建筑 500 强，2011 年排名榜首。目前，中国中铁在中国企业 500 强中
排名第 9 位，在中央企业排名第 6 位。在 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中，以营业收入 4736.63
亿元人民币列第 4 位。
成立 60 年来，中国中铁先后修建了 64327 公里铁路，占全国铁路总里程的 2/3 以上；
建成电气化铁路接触网 35844 公里，占全国电气化铁路的 95% ；参与建设的公路超过
11065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超过 5834 公里，约占全国高速公路总里程的 1/10；参与建设
了全国 3/5 的城市轨道工程；修建了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东海大桥、杭州湾跨
海特大桥等 9000 多座大桥，总长达 5675 公里；建成秦岭隧道、太行山隧道、厦门翔安
海底隧道、武汉长江隧道等长大隧道，共计 4707 公里。公司建设者八次远征南极，承担
了中国中山站、长城站、昆仑站建设和维护任务。公司还先后参加了国内外 4000 余项公
路、机场、码头、水电、地铁、高层建筑、市政等大型工程的设计与施工，经营范围覆
盖土木建筑的各个领域，工程项目遍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目前，公司拥有 46 家二级公司，其中特大型施工企业 16 家，大型特大型勘察设计咨
询企业 6 家，大型工业制造和科研开发企业 3 家，以及多家国际业务、房地产开发、矿
产资源开发、投资建设管理、信托投资公司。现有职工 28 万余人，拥有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人员 11974 人，其中教授级高工 694 人、高级工程师 8381 人。拥有高层次技术专家
700 多人，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4 名、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 6 名、国家勘测设计大师 6 名、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人员 278 名、省部级和公司级专家 109 名、公司青年科技
拔尖人才 360 名。先后有 58 人获得詹天佑大奖，34 人获得茅以升奖。
2.2.2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铁建）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独家发起设立，于 2007 年 11 月 5 日
在北京成立，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特大型建筑企业。2008 年 3 月 10
日、13 日分别在上海和香港上市（A 股代码 601186、H 股代码 1186），公司注册资本 80
亿元。连续入选《财富》
“世界 500 强企业”、“全球 225 家最大承包商”、“中国企业 500
强”。是中国最大的工程承包商，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海外工程承包商。
中国铁建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具实力、最具规模的特大型综合建设集团之一，2009 年
《财富》
“世界 500 强企业”排名第 252 位，“全球 225 家最大承包商”排名第 4 位，“中国
企业 500 强”排名第 14 位。2008 年年底，企业总资产 2201 亿元，净资产 483 亿元，全
年新签合同总额为 4231 亿元，其中海外新签合同额 422 亿元，营业收入 2261 亿元，实
现利润总额 46 亿元，缴纳各类税费 87 亿元。2011 年 8 月 29 日，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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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中国建筑施工企业联合会评选的“中国建筑 500 强”，排名第 4 位。
2011 年 69 家中国企业闯入全球 500 强，该企业上升至 105 名。在“2010 中国 25 家
最受尊敬上市公司”中，列第 8 位。
中国铁建品牌在世界品牌价值实验室（World Brand Value Lab）编制的 2010 年度“中
国品牌 500 强”排行榜中排名第 96 位，品牌价值已达 56.43 亿元。
铁路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是一系统工程：基础是政企分离、政资分离，即政府职能与
企业职能相分离、公司化、社会服务功能和设施以及非核心业务与运输业务分离、建立
独立的铁路监管机构；手段是在铁路投资、建设和运输等领域引入竞争；运价管理、清
算体制完善是市场化的保障。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铁路部门为应对亏损问题逐步开启了一系列改革。主要
包括铁路管理体制和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的尝试。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铁路系统管理体制改革尝试
改革措施
1

柳州、南昌、呼和浩特和昆明铁路管理局开始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建立“指标
到人头、核算到班组、考核到岗位”的资产经营责任制

2

柳州、南昌、呼和浩特和昆明铁路管理局成立独立的客运公司

3

剥离铁路工程、轨道建设、车辆制造、通信信号与土木工程业务

4

将高校、高中、技术及成人教育学校移交教育部或地方政府

5

实行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铁道部在铁路“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根据中国国情和铁路实际情况，借鉴
国外铁路和国内相关行业改革的经验，以坚持运输集中统一指挥、保持路网结构完整、
提高运输效率为原则，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积极稳妥推进铁路改革，逐步实现中国铁
路管理体制的根本性转变”。铁路管理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形成共识。
2.3 中国国有金融企业
2.3.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人寿）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构成了中国最大的商业保险集团，是国内唯
一一家资产过万亿的保险集团，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之一。2008 年，中国
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总保费收入达到 3220.52 亿元，境内寿险业务约占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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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份额的 42.7%；总资产达到 12846.11 亿元，可运用资金超过 11000 亿元。作为新中
国历史最为悠久的保险公司之一，中国人寿始终是中国保险业的探索者、开拓者和领跑
者，60 年的风雨征程，开辟了中国人寿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也是新中国 60 年保险事业
发展与改革的一个缩影。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 年 4 月，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会议纪要》，作
出了“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定。11 月，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
中断了 20 年的国内保险业务正式宣告恢复，中国保险业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在财产保险业务率先恢复的基础上，1982 年开始恢复办理人身保险业务。中国改革
开放的伟大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为保险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1982 年至 1995 年的 13 年间，人身保险业务以平均每年 40% 的速度递增。
1995 年，中国第一部《保险法》诞生。1996 年，根据《保险法》关于财产保险和人
身保险分业经营的要求，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在承继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全部人身保
险业务和重组 17 家地方寿险公司的基础上组建成立，进入了专业化经营时代。
个人营销制度的引入和全面推行，促进了公司的快速发展。从 1996 年到 1998 年，营
销队伍由 4 万多人发展到 20 万人，保费收入从 192 亿元增加到 540 亿元，一跃成为中国
最大的保险公司。
1999 年 3 月，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成为国有独资的一
级法人，直接隶属于国务院。至此，中国人寿正式独立登上中国金融保险市场的大舞台，
为数亿中国人提供各种人身保险，承担着服务经济发展与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功能。
为积极应对加入WTO带来的挑战，2000 年，中国人寿作出了股份制改革的重大决策，
确立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方向。
2002 年，中国人寿提出了“实现保费 1000 亿，跻身世界 500 强”的目标，当年实现
保费收入 1287 亿元，并以此业绩首次入选《财富》
“全球 500 强”企业。
2003 年，是中国人寿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年 6 月，中国人寿保
险公司重组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并独家发起设立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12 月 17 日和 18 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纽约和香港成功上市，创造
了当年全球最大规模的 IPO。重组上市的成功，标志着中国人寿迈进了一个前景更加灿烂
辉煌的新时代。
2003 年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重组设立以来，适应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趋势，
开启了集团化发展的征程。
2003 年，集团公司和寿险公司联合发起设立了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6 年，中国人寿新一届领导班子研究制定了“主业特强、适度多元”的集团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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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战略。2006 年年底，财险公司和养老险公司相继成立。同时，对海外公司、国寿投资
公司、保险学院的改革工作也基本完成，一个集寿险、财险、企业年金、资产管理、实
业投资、保险教育等业务于一体的中国最大的保险集团初具规模。
2007 年 1 月 9 日，寿险公司在上海成功回归 A 股。自此，中国人寿成为中国首家境
内外三地上市的金融保险企业。携 A 股回归的“王者之风”，中国人寿在“主业特强、适
度多元”的发展战略之下，确立了打造国际顶级金融保险集团的奋斗目标，明确了中国
人寿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提出了全面提升综合经营管理能力的战略要求。中国人寿又
好又快发展、做大做强做优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2010 年，中国人寿品牌价值高达 853.68 亿元人民币，已连续 3 年入选世界品牌实验
室评选的世界品牌 500 强。这使中国人寿成为中国保险业唯一一家全球企业、全球品牌
“双 500 强”企业。
2.4 工人阶级在中国企业改革中的地位和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 2004 年发布了《转型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报告》。
这份有效样本为 1883 家各类中国企业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经过 20 多年的市场经
济改革，市场化用人机制正大力推进，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按要素分配、
向关键岗位倾斜渐呈趋势，总经理与员工平均收入相差 3~15 倍的企业有 1061 家，占总
样本的 61.2%；相差 15~20 倍企业 151 家，占总样本的 8.7%；相差 20~25 倍的企业有 92
家，占总样本的 5.3%；相差 25~50 倍的企业有 128 家，占总样本的 7.4%；相差 50 倍以
上的企业 111 家，占总样本的 6.4%。
不同类型企业经营者的收入水平与员工平均收入差距都有明显增加，非国有企业总
经理的收入高于国有企业。外资、港澳台资企业总经理的收入水平最高，与员工平均收
入差距最大，相差 25~50 倍的企业占到 14.7%，相差 50 倍以上占到 15.3%；股份公司和
有限责任公司及私营企业经营者的收入名列第二，与员工收入相差 25 倍以上的企业占总
样本数的 13.5%、 12.9%；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大部分总经理收入与员工相差 3~15 倍；
集体企业总经理的收入最低，大部分企业相差 3~10 倍，占总样本的 72%。
上市企业总经理收入明显高于非上市企业，总经理收入高于员工 50 倍以上的企业
占 38.1%，而非上市企业仅为 14.3%；总经理收入高于员工 25 倍以上的境外上市企业达
32%；境内外都上市企业达 21.3%。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2004 年对沪市 208 家样本公司的研究（见陆一《上市公司收入差
距变化研究》），高管与员工现在的收入差距比原来体制下以及上市初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收入差距有了明显的拉大。原来 1~3 倍和 3~5 倍占 74.99%、现在只占 52.39%；而 8 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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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几个类别比例从原来上市前的不到 10%，增长为现在的 24.53%。而且这几个类别的
比例变化有着进一步增长并快速向 50% 靠拢的趋势。
高管与员工收入差距在各个类别的变化上面，10~15 倍的增长最快，达到了将近
700%；其次 15 倍以上有 124.35%；8~10 倍有 116.63%；5~8 倍有 45%；3~5 倍基本持平，
而 1~3 倍则降低了一半左右。当然，从绝对数字上看 8 倍以上增长数字并不大，但增长
比例很大；而 1~3 倍则刚好相反，降低的比例尽管只有将近 50%，但绝对数字是很大的，
超过了 8 倍以上的各类总和。
有学者对近年来的企业改革作了这样的研究分析：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产业结构大
调整和‘减员增效’的提法引发了原国企职工大下岗。1995—2003 年，国有单位职工减
少了 39.6%，国有单位制造业职工减少了 74%，而国家、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增加
了 12%。同样的时间跨度，国有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增加了 59%（从 6080 亿增加到 9694
亿），国有单位制造业工资总额减少了 38.7%（从 1754 亿减少到 1076 亿），而国家、政党
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工资总额增加了 2.2 倍（从 555 亿增加到 1775 亿）。”
（见王炼利《对工
业企业改制中若干问题的审视》）
同样的时间跨度，国家、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比制造业职工人数增加了 34%，
而工资总额要比制造业增加 65%。国有单位制造业职工工资总额减少了 678 亿，而机关、
社会团体职工工资总额的增加数是 1220 亿，是国有单位制造业职工“减员”减去工资
数的 1.8 倍。如果以国有制造业减少的工资总额 678 亿除以国有制造业裁减的职工人数
2472 万，每个裁减人员分摊数是 2743 元，再摊到八个年头，平均每年只不过少为每个裁
减人员支付 343 元，而把机关增加的工资总额 1220 亿除以增加的机关职工人数 122 万，
每个增加人员的人均分摊数为 10 万元，平均每人每年 1.25 万。
从许多迹象可以发现，在中国多年的企业改革中，有一个老百姓念念不忘的问题，
却似乎有意无意地被淡化了。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一个很重要的问
题就是在改革中坚持什么方向，要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3. 结论
这篇报告对 30 多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脉络梳理与经验总结。中国国有企业
改革可划分为改革的初步探索、制度创新以及纵深推进三个阶段。国企改革是一个“摸
着石头过河”的“试错”过程，是中共中央推动与地方实践上下结合的产物，本质上是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符合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但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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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改革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待通过进一步改革来解决。今后的中国国企改革将主要集中
于调整战略布局、深化股份制改革、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及国企
领导方式等几个方向。
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来看，改革的脉络呈现出由浅入深的阶段性推进特征。
本报告通过透视国企改革进程，揭示推动每一阶段改革的基本因素和根本动力，对中国
国企改革的推动模式进行全面梳理与总结，以便中国各级政府能够在今后的改革中把握
规律，掌握主动，尽快实现国企改革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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