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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就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
束，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
优做大等方面提出要求。

加强资产负债约束

为何要强调国企降杠杆，降杠杆又为何落
在资产负债约束上来？

多位专家指出，国有企业降杠杆是结构性
去杠杆工作的重中之重。近来，国有企业的资
产负债率已有下降。2018 年 7 月，全国国有企
业资产负债率为 64.93%，较去年同期下降约 1
个百分点。但横向比较，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
率依然明显高于同期民营企业的水平，企业部门
的债务主要聚集在国有企业。

专家进一步指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高
低，和内外部约束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由于国
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较少，过度融资等造成债务
规模无效扩张和各类债务风险交叉传染。因此，

解决国有企业债务问题，需要国有企业的资产负
债率管理建立约束、形成长效机制。

在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丽莎
看来，国企资产负债率偏高是事实，但也和产业
结构有一定关联。明确资产负债约束就是要强化
监督管理，促使高负债率逐渐回归合理水平。

避免杠杆率降而复升

针对国企资产负债约束，《意见》在总体目
标、对象范围、基本原则、分类标准等方面提出了
针对性要求，确保国有企业降杠杆取得实效。

在总体目标上，既强调短期，也兼顾长期。
《意见》提出，推动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到
2020年年末比2017年年末降低2个百分点左右，
之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基本保持在同行业同
规模企业的平均水平。专家指出，考虑到不同行
业、不同规模的企业资产负债率差异，在国有企
业总资产负债率降低2个百分点后，将使得大部
分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接近行业平均值，基本
回归合理水平。这种长短兼顾的设计不仅可实现
短期内国企降杠杆取得实效，也确保了较长时间
内国企杠杆率不会降后复升。

在对象范围上，既强调全面覆盖，也讲究分
类施策、因企施策。《意见》明确所有行业、所有类
型国有企业均纳入资产负债约束管理体制。同
时，根据不同行业资产负债特征，分行业设置国
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指标标准。严格控制产能过

剩行业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适度灵活掌握有利
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
新创业等领域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

内外兼治建立长效机制

有效的资产负债约束需要强化外部约束，
也需要完善内部治理。专家指出，国有企业资
产负债结构的不合理，也凸显了对过度举债融
资行为缺乏日常约束管理、集团对所属子企业
资产负债约束不到位、内源性资本积累意愿能
力不强等企业内部治理问题。

为此，《意见》提出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
约束，要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优化企业治理结构等有机结合，建立健
全长效机制。要求国有企业通过开展混合所有
制改革、增加股权融资、市场化债转股等措施
实现降杠杆。专家分析，这实际上意味着“倒
逼”国有企业通过上述措施转变发展模式和深
化改革，从而使得企业治理结构改善和预算软
约束降低，最终建立国有企业长期杠杆负债自
我约束的长效机制。

周丽莎对本报记者表示，调整资产负债率
是手段，最终目的还是要提高国有资本使用效
率，优化国有资产配置，促进企业内部治理的
完善。为达成2020年的目标，企业要务实行动
起来，尤其是要转变发展观念，改过度举债为
依靠市场化方式补充资金。

9 月 13 日，澜沧江—湄公河国家产能与投
资合作论坛在广西南宁召开，这是第15届中国
—东盟博览会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系列活
动之一。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当天指出，
澜湄流域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发展前景最
好的区域之一，开展产能与投资合作有着巨大
的潜力和美好的前景。

充满活力的次区域合作机制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是中国与柬埔寨、老
挝、缅甸、泰国、越南共同发起和建设的新型次区
域合作机制。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黄勇
9月 13日表示，“自 2016年 3月 23日澜湄合作首
次领导人会议拉开澜湄合作序幕以来，澜湄合作
已经成长为充满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次区域合作
机制，为经济全球化进程注入源头活水。”

根据发改委数据，2015年至2017年，中国对
湄公河国家直接投资流量由 22.1亿美元增长至
36.5 亿美元，增长 65%。工程承包新签合同额由
159.9 亿美元增长至 192.1 亿美元，增长 20%。进
出口贸易额由 1939.2 亿美元增长至 2239.5 亿美
元，增长15.5%。中国和老挝、柬埔寨、越南建立了
双边产能与投资合作机制，项目总投资金额超过
了200亿美元。中国与缅甸正在开展中缅经济走
廊合作，也在与老挝研究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合
作，产能合作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宁吉喆指出，近年来，中国与世界上近 40
个国家开展了国际产能合作。其中与澜湄国家
开展的双边和多边国际产能合作是独具特色、
生机盎然、成果丰硕的务实合作。“经过澜湄各

国的共同努力，澜湄合作已成为中国和东盟国
家合作的一个亮点，堪称南南合作的一个典
范。”宁吉喆说。

受到湄公河各国的广泛欢迎

澜湄国家开展产能与投资合作，符合各方需
求，受到了各国的广泛欢迎。越南工贸部亚非市
场司副司长阮福南指出，越南正采取多项措施以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到越南进行投资，包括先进技
术、可再生能源、电力等领域，这是越南的实际需
要。“因此，我们希望在相关领域能够与中国以及
其他澜湄国家进行合作。”阮福南说。

“澜湄国家产能合作空间巨大。中国与湄公
河国家之间的沟通协商，使得我们的合作以及
合作的框架更加清晰、更加密切联系在一起。
未来 5 年，湄公河国家和中国之间能够实现一
种无缝的、协同的、合作性的框架，使得大家
能实现共同发展，推动我们的产能逐步提高，
并且成为本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泰国外交部副
部长维拉撒·夫达坤认为。

“柬埔寨现在已经完全准备好随时来进一步
加强这种投资，与各国促进共同繁荣。同时感
谢中国的持续投入，使得澜湄国家更好地团结
到一起，尽全力深化在本区域的产能与投资合
作，帮助我们在区域以及全球价值链上占到更
好的地位。”柬埔寨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副国务秘
书宋速肯表示。

老挝计划投资部副部长坎珍·冯桑本表示，
“老挝将继续与中国和其他湄公河成员国密切合
作，积极为澜湄合作框架下的所有活动和计划的

实施做出持续的贡献，为我们的人民带来具体的
成果、可持续发展以及切实的利益”。

推动合作深入造福各国人民

各国积极响应的同时，企业也保持着较高
的参与积极性。中国通用技术 （集团） 控股有
限公司总经理陆益民介绍，通用技术集团已在
澜湄国家建设了缅甸燃气电站、缅甸车辆供
应、越南金瓯氮肥厂、越南北江氮肥厂、越南
水电站等多个项目，涵盖了电力能源、交通基
础设施、轻工建材、农业设施等多个领域。

“未来，我们将积极推进与澜湄国家的互联
互通和产能合作，加速推进基础设施类的重大
项目建设。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充分发挥自身的
综合优势，与澜湄国家在铁路、公路、房建等
基础设施和电力能源领域全面开展务实的合
作。”陆益民说。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毕亚
雄指出，目前南方电网通过 12回 110千伏及以
上线路与越南、老挝、缅甸电网相连，截至
2018 年 7 月底，累计电力、电量交易达到了
536.4亿千瓦时，有效缓解了越南、老挝、缅甸
北部地区的电力紧缺局面，促进了当地社会经
济的发展。中国南方电网期待着与湄公河各国
电力公司密切合作，共同推进区域电力工业发
展，实现共同繁荣。

“我们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参与湄公河国家的
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欢迎湄公河国家企业赴中
国投资兴业，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宁吉
喆说。

本报北京9月 13日电 （记者聂
传清）11日，联合国环境署与微博联合
发起的“地球卫士青年奖”中国区选拔
赛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经过层层筛选
脱颖而出的三位青年环保人士成为“地
球卫士青年奖”中国区选拔赛获奖者。

此次获奖的三个项目分别为“老
土”农村可持续发展项目、无境深蓝潜
水员海洋保护联盟、自然科普童话 IP
项目《安迪历险记》。这些渗透到各个
领域的创新公益项目见证了罗易、王
淼、诸川汇三位青年发起人参与环保
的创新与努力。

罗易表示，希望用讲故事的方式

关注中国乡村，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分
享中国农村的智慧和生活方式。王淼
表示，“无境深蓝”旨在以科学方法进
行海洋保育，推动大众对于海洋议题
的关注。诸川汇表示，《安迪历险记》是
一部关于自然与成长的童话故事，兼
具科学性和艺术性，希望能让每一个
孩子用科学的眼光认识自然和生命。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新闻司司长内
森·萨巴表示，当年轻人得到机会和
支持时，他们就能成为推动变革的强
大催化剂，希望“青年卫士”们能够
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去开发解决环境问
题的创新方法。

本报电 （王楠） 由中共西安市
委、西安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18
全球创投峰会”日前于陕西省西安市
举行，“全球丝路创投联盟”在峰会
现场正式成立。

联盟由清科集团、投资界联合发
起，百余家全球风险投资、股权投
资、投资银行等专业机构参与，旨在
充分发挥资本力量，链接全球创新资
源，承载构建全球创投力量的使命，
推动高质量发展。首批加入机构包括

深创投、IDG资本、君联资本、联想
创投、北极光创投、德同资本、软银
中国资本等。联盟将会址设立在西安
高新区，并将在每年一度的全球创投
峰会上，邀请各联盟单位相聚。

据悉，2018 全球创投峰会是目
前国内创投活动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
一次，来自美国、德国、法国、以色
列、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创投人士均
参与到了相关的论坛环节，为西安创
投市场的发展建言献策。

本报电 （张辉） 日前，由中国医
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朔州市人民
政府主办的第十届世界养生大会康养
峰会在山西右玉县举行。来自国内外
的政府、有关机构、社会组织的官员以
及健康医疗、康养、农业、文旅等领域
专家、学者、企业家近300人参加大会。

大会以“践行‘两山’理论，打造康
养右玉”为主题，汇智聚力，开展了主
题论坛、精准医疗扶贫、中医养生国际

论坛、生态康养与绿色农业产业发展
研讨暨项目对接、健康扶贫大型义诊、
右玉精神和西口文化体验等活动。

与会人员探讨交流人类养生之道
和健康产业的发展，大力宣传推介右
玉，共同打造“风情西口、生态右玉、康
养福地”的品牌，推动右玉健康医疗、
康养、农业、文旅等绿色产业发展，助
力右玉建设践行“两山”理论示范区、
绿色发展先行区和国家旅游度假区。

澜湄合作更紧密更具活力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澜湄合作更紧密更具活力
本报记者 邱海峰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

国企去杠杆有了关键一招
本报记者 李 婕

“地球卫士青年奖”中国区选拔赛落幕

全球丝路创投联盟在陕西西安成立

世界养生大会康养峰会在山西举行

本报南宁9月 13日电 （记者庞
革平、邱海峰） 13 日，中国—缅甸
经济走廊论坛在广西南宁召开。论坛
以“共建中缅经济走廊，深化互利合
作”为主题，旨在探讨建设中缅经济
走廊，搭建中国与缅甸开展投资合作
的平台载体，促进政府、金融机构、
企业、行业协会间沟通交流，推动中
缅双方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科
技、农业、电力等领域开展广泛合
作。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宁
吉喆在论坛上指出，开展中缅经济走
廊建设合作是中缅共建“一带一路”
的重要内容，双方应秉持“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
赢”的丝路精神，遵循“共商、共
建、共享”合作原则，重点要做好以
下四方面工作：一是加强走廊建设规
划引领。二是加快走廊基础设施建
设。三是推进重点领域合作早出成
果。四是形成支持走廊建设合力。

近 年 来 ，江
西省赣州市会昌
县 因 地 制 宜 引
导、扶持深度贫
困山区农户连片
承包种植毛竹，
将竹木资源的生
态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重点帮
扶贫困农户实现
脱 贫 。图 为 9 月
13 日，农户趁着
秋日天晴晒起竹
丝。

朱 海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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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集市 体验科技
为迎接“全国科普日”的到来，9月 13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新市镇完全

小学联合开展“科普集市”活动，学生们体验智能机器人、航天飞行器、VR技术、
无人机、船模等各种科普项目，感受科技的魅力。 谢尚国摄 （人民视觉）

中国—缅甸经济走廊论坛在南宁召开

在“国际臭氧层保护日”来临前，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东华里小学开
展“彩绘环保长卷 共同保护臭氧层”活动。此次活动由学校教师为学生讲解
保护臭氧层的重要性，并组织学生在长卷上绘画出保护臭氧层主题的彩绘图
画，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图为 9月 13日，学生们在彩绘“保护臭氧层”环
保长卷。 曹建雄摄 （人民视觉）

彩绘环保长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