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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23时42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
验卫星一号送入太空。

此次发射的卫星是我国通信技术试验系列
卫星的首颗星，主要用于开展Ka频段宽带通信
技术试验。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208次
飞行。 新华社记者 白禹 摄

指导意见提出，推行职业经理人制
度，实行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畅
通现有经营管理者与职业经理人的身份
转换通道。这意味着，用人制度改革对
不少体制内的国企高管而言，将带来一
个再次选择的机会。

李锦表示，要力争通过3到5年的
时间，使绝大部分国企都按照职业经理
人制度选聘负责人，用市场化的考核来
制定相应的薪酬。“到那时，职业经理人

的薪酬比行政任命的董事、监事高出数
倍，也是很自然的事。”

一位央企二级子公司高管表示，
畅通身份转换通道的新提法，将影响
一些有着“官本位”思想的国企领导。

“为了防止一些没有能力的国企领导
‘变身’职业经理人，需要在后端加强
对其身份转换后的业绩考核。”这位高
管说。

周放生告诉记者，在身份转换方面，

比较典型的案例是中集集团总裁麦伯
良。这位56岁的中国集装箱工业的第
一代工程师，在放弃招商局集团的体制
内身份，成为职业经理人后2013年的年
薪高达869.7万元，位居央企控股上市

公司负责人榜首。
“真正具备管理能力、有自信的国企

高管，只要转换通道畅通，他们敢于放弃
行政级别，跳进去参加市场化竞聘。”周
放生说，“不过，参加市场化竞聘后，将来
如果董事会对你不满意，把你换掉了，个
人要自谋出路，为此必须承担相应的市
场风险。”

记者何欣荣 杨毅沉 赵晓辉
（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转 换
体制内也可以跳到体制外 加强后端考核

指导意见提出，国企将实行“与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薪酬分配制
度”，对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党委、政府
及其部门任命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合
理确定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
收入。

这样的表述，与去年年底公布的《中
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
形成有力呼应。“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防
止国企高管既享受体制内的行政级别，
又拿体制外的高薪。”中国企业改革与发
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说。

今年1月1日起，央企薪酬改革已
经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中国移动等
72家央企中实施。改革大半年来落地
情况如何？记者查阅最新公布的上市公

司年报，发现改革使央企负责人薪酬呈
整体下降效果，部分企业负责人的降幅
还不小。

比如，中国石油主要管理人员的薪酬
总额，从去年上半年的611万元下降至今
年上半年的460万元，降幅达到25％。中
国建筑关键管理人员薪酬从579万元降
至382万元，降幅为34％。中国中铁从
250万元降至213万元，降幅为15％。

在央企的带动下，地方国资纷纷跟
进。记者统计发现，目前至少有广东、浙
江、山东、湖北、贵州等5个省市，均公布
了国企负责人薪酬改革方案。这些方案
普遍借鉴央企的思路，将负责人的基本
年薪＋绩效年薪“两段式”结构改成基本
年薪、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三分
式”。其中，基本年薪按照上年度省属国
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倍内确定。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
为，改革后将部分薪酬改为任期激励收
入的形式发放，可以促使国企负责人更
注重企业中长期发展。

浙江省表示，改革后省管国企负责
人平均薪酬水平将下调31.5％。广东省
国资委相关负责人透露，广东省属企业
负责人平均薪酬与职工的差距将缩小到
6.5倍左右，降幅超过30％。

除了较为常见的20－30％降幅，也
有部分例外情况。如新上市的中国核
电，上半年高管薪酬从 215 万元降至
205万元，降幅约5％。由于煤炭行业不
景气、利润大幅下滑，上半年中国神华的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从600万元降至300
万元，降幅达到50％。

此外，部分省份还加强了对国企负
责人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的全口径监
管。贵州省规定，国企负责人按照1人
1车或多人一车配备公务用车，主要负
责人配备标准为排气量2.0升（含）以
下，购车价格28万元以内。四川省规
定国企负责人原则上不得租用商务机，
不得乘坐头等舱，不得选住高档宾馆豪
华套房。

薪 酬
合理确定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

部分央企今年已跟进落实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根据不同企业
类别和层级，实行选任制、委任制、聘任
制等不同选人用人方式。董事会按市场
化方式选聘和管理职业经理人，合理增
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市场化选聘的职业
经理人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

“这个改革方案直指国企用人制度
的弊端。”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
经理祝波善说，现在绝大多数国企的董
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人员，都是上级政

府部门直接任命的，而非市场化的选人
用人方式。此次改革直面问题，首先厘
清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并且赋予董
事会关键的用人权，这是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的基础。

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说，用人制度改革
可以有效激发国企经营者的积极性：组
织任命的出资人代表——包括董事会、
监事会成员，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应该拿

政府规定的报酬；由董事会向市场选聘
的职业经理人，包括总经理在内可以拿
市场化的薪水。

目前，国企中市场化选聘的高管占
比还非常小。有统计显示，自2003年

以来，央企公示的高管人选中，来自于
本系统内部的占42％，来自具有国资
背景的占47％，只有11％左右的人选
来自于外部。

上海华谊集团一位高管认为，市
场化选聘国企高管可以先从一些专业
性较强的岗位做起，如首席财务官、首
席信息官等。“这些岗位在不同企业是
通用的，市场上有成熟的薪酬体系供
参考。”

双 轨
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 实行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

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对外公布。这一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文件，明确
地表达了未来国企用人机制市场化、去行政化的总体思路。公众关注，新出台的意见将如何有效改善国企的用人制度？

用人机制市场化去行政化

破解国企领导“既当高官又拿高薪”之弊

指导意见开宗明义指出，国有企业
属于全体人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
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

国有企业的全民性得到实现，国有
企业就能真正发挥出主力军、骨干、排
头兵的作用。张春晓说，“国有企业全
民性的再一次强调，就是要让国有企业

为全民所有、为全民服务、为国民经济
的建设和发展服务。”

此番指导意见体现改革成果人民
共同分享的思路，提出提高国有资本收
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
30％，更多用于保证和改革民生，划转
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不仅如此，指导意见还支持社会公
众参与国有资产监督和国有企业改革，
具体措施包括：切实做到信息公开、建
设阳光国企，有效保障社会公众对企业
国有资产运营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等。

此外，国有独资、全资公司的董事
会监事会均应有职工代表、推进全员绩
效考核、建立分级分类的企业员工市场
化公开招聘制度、依法妥善处理劳动关
系调整等，则是强调了依法维护职工的
合法权益。（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如何看待国企改革与社会公众关系？

国企改革顶层设计
回应六大关切

国资委主任张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
示，指导意见经多次研究修改后，先后提请
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
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公布实施。

“针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存在的
突出矛盾和问题，指导意见全面系统提

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举措。既
体现一以贯之的传承性，又体现与时俱
进的创新性；既体现改革的协同性、耦合
性，又体现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中国
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

具体来看，指导意见有四方面突出
亮点（见下图）。

此次国企改革方案有哪些特点和亮点？

指导意见提出，国有企业改革要遵
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坚持
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
离；促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
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

张毅指出，把国有企业打造成为独
立的市场主体，充分激发和释放企业活
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引领力，是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国有企业首先是企业，要遵循市场
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国资委研究
中心主任楚序平说，“市场”一词在指导
意见中出现35次，是贯穿全文的一条主
线，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将为增强国有

企业活力释放巨大政策红利。
一系列相关重要措施在指导意见中

体现：依法落实企业法人财产权和经营
自主权；转变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推
动企业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推进公司制
股份制改革，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商业
类国有企业按照市场化要求实行商业化
运作；依法独立自主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

楚序平说，通过这一系列改革措施，
充分调动企业经营管理者和职工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国有企业的内
生活力，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充满生机
活力的市场主体，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如何使国企真正成为独立市场主体？

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
管，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资
产监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为完善国
有资产监管体制明确了大方向，规划
了主路径。

指导意见强调，推动以管企业为主
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要建立监管权力
清单和责任清单“两个清单”；做到“三
个归位”，即将依法应由企业自主经营

决策的事项归位于企业，将延伸到子企
业的管理事项原则上归位于一级企业，
将配合承担的公共管理职能归位于相
关政府部门和单位。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张春晓说，实
现以管资本为主的目标，就是要推进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能转变，科学
界定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边界，推进所
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不干预企业经营自

主权。
指导意见提出，以管资本为主改革

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组组建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优化国有资本布
局结构，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
主体，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战略，优化国
有资本重点投资方向和领域。

一个可操作的做法是，“通过加大
国有企业重组力度，使国有资本向关
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
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
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
中。”李锦说。

如何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

国有资产来之不易，是全国人民的
共同财富。张毅说，国有企业要先加强
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一条做不
好，国有企业其他改革难以取得预期成
效，这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条重要
经验和工作要求。

“过往，国有资产监督领域存在监
督资源分散、多头重复监督等问题，一
些国有企业也暴露出管理不规范、内部

人控制严重、企业领导人员权力缺乏制
约等现象。”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
指出。

为此，指导意见提出，强化企业内
部监督，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
源富集、资产聚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
督，防止权力滥用；建立健全高效协同
的外部监督机制，实施信息公开加强社
会监督。

指导意见明确：“对企业重大违法
违纪问题敷衍不追、隐匿不报、查处不
力的，严格追究有关人员失职渎职责
任，视不同情形给予纪律处分或行政处
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张毅表示，要建立健全国有企业重
大决策失误和失职、渎职责任追究倒查
机制，建立健全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问
责机制，坚决遏制侵吞、贪污、输送、挥
霍国有资产等腐败现象，严厉查处违法
违纪问题。

如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遏制腐败？

在各方看来，增强活力是搞好国有
企业的本质要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要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以
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提高国有资本效率
中心。

指导意见提出一系列增强活力的
重大举措，主要包括：依法落实企业法定
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通过界定功能明

确不同企业的战略定位，推动国有企业
同市场经济深入融合，激发企业的活力。

同时，建立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分类
分层管理制度，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畅通现有经营管理者与职业经理人身
份转换通道，董事会按市场化方式选聘
和管理职业经理人，合理增加市场化选
聘比例……

对于指导意见提到的“建立健全企
业各类管理人员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等
制度”“推进全员绩效考核”，李锦印象
深刻，他说，只有切实做到收入能增能
减、奖惩分明，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的合理流动机制，才能真正激发广大职
工活力。

除此之外，李锦认为，文件中透射
的推进资本专业化运作，优化国有资本
配置，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
革等，都将有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激发各类资本的活力。

如何通过改革激发企业活力？

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记者吴晶晶）记者
13日从中科院获悉，由原中科院怀柔火箭试验基地
原址改建的“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日
前正式开馆。其中，一些当时参与“两弹一星”工程
的科技工作者的贡献乃至姓名首次公开披露。

“两弹一星”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
据介绍，当时中科院先后投入了40多个单位、一
万七千多名科研人员参与“两弹一星”的研制工
作，建立了“两弹一星”相关的主要科学基础，造就
了大批领军和尖子人才，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
和配套技术，开拓了一大批新兴科技领域，并由此
形成了后来中科院的机构规模和学科布局。

中科院副秘书长曹效业说，在这个外貌如旧
的展馆中，大家不仅可以看到“两弹一星”功勋奖
章获得者，其中有17位曾在中科院工作，他们开
拓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
事业；也可以看到一大批在科研一线奋力拼搏的
科技工作者，他们中许多人的贡献乃至姓名是第
一次公开披露。

据介绍，纪念馆位于北京市怀柔区雁栖镇的
中国科学院大学怀柔校区，由原中科院怀柔火箭
试验基地原址改建。

中科院建
“两弹一星”纪念馆
部分科技工作者姓名首次披露

我国成功发射
通信技术试验卫星一号

新华社重庆9月13日电（记者韩振）记者从
相关部门获悉，13日13时许，重庆一通用直升机
坠毁，机上4人全部遇难。

据了解，这架B－7702号贝尔407GX直升
机在执行重庆万州至梁平航拍任务过程中，突然
与地面失去联系。当时直升机上载有4人，包括
正驾驶、副驾驶和2名随机作业人员。

18时30分许，搜寻人员在梁平县蟠龙镇扈
槽村发现该直升机已经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
难。目前，相关部门已抵达事发现场，开展事故调
查和其他善后工作。

重庆一通用直升机坠毁
致4人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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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两名广西百色市右江区阳圩镇孟
沙村村民走过一处被暴雨袭击塌方路段。

当日凌晨，广西百色市右江区遭遇大暴雨袭
击。据百色市右江区气象局消息，最大降雨量达
217毫米。暴雨导致多个乡镇山洪暴发，部分沿
河农田受淹、被毁，尤其是阳圩镇达江片区的达
江、布林、孟沙等9个行政村，因大暴雨袭击造成
各条乡村公路多处塌方、交通中断，多个村庄停电
断水，洪泥冲入民房等。暴雨过后，当地政府和有
关部门立即组织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工作，受灾群
众也积极开展生产生活自救。

新华社发（韦万忠 摄）

广西百色暴雨成灾
乡村公路多处塌方、交通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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