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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 60多年历史的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被誉
为中国装备制造工业、机械工业的“鼻祖”。但是，曾
经光辉的老国企前几年经济效益持续下滑，到 2016年
资金链几乎断裂，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怎么办？改革是“救命草”，激活“人”的动力是
关键。3 年多来，围绕“人员能上能下、岗位能进能
出、薪酬能增能减”的体制机制改革，老国企焕发了

“新青春”。近年来，以此为代表的激励机制改革是国
企改革的一项重点。记者日前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
到，随着中央企业激励机制相关政策陆续出台，员工
持股、股权分红等更多举措落地生效，激励工作取得
了积极进展。未来更多企业还将在相关改革方面实现

“破冰”。

激励机制分类共进

增强企业活力、调动企业家和广大职工干事创业
的积极性，是搞好国有企业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国
务院及有关部委陆续印发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国有
企业建立健全中长期激励机制。

何为中长期激励机制？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
明介绍，根据去年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的界
定，就是综合运用员工持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和科
技型企业股权分红激励等中长期激励方式，立体化全
方位激发企业活力。

目前，央企在相关方面已取得积极进展。
实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共有 45家中央

企业控股的 92户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占中
央企业控股境内外上市公司的22.8%，主要分布在通信
与信息技术、科研设计、医药、机械、军工、能源等
行业领域。

开展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截至 2018
年底，已有 24 家中央企业所属科技型子企业的 104 个
激励方案进入实施阶段，其中 2018 年新增 74 个方案，

比上年增长247%。
试点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按照

“成熟一户，推进一户”的原则，全国共选取了 181户
企业开展试点，央企层面 10户试点子企业已经全部完
成出资入股，地方层面的试点企业也完成了首批的出
资入股，后续选择的正积极开展战投洽谈、资产评
估、进场交易等工作。

推动中央企业持续深化内部三项制度改革。实现
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

员工股东企业多方共赢

完善激励机制能带来哪些改变？
据统计，相关企业都实现了强劲的利润增长。国

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 1 年以上的企业营业收
入、利润总额、市值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16.7%、
14.6%、7.0%，明显高于整体水平；30个已经完成首批
激励兑现的国有科技型企业，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增幅
分别达到 41.6%和 45.6%；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员
工持股试点中，10户中央试点企业 2018年利润总额平
均增幅26%。

利润指标之外，更多亮点喜人。
人才留得住了。为稳定骨干员工队伍，航天科技

航天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2017年以增资扩股的形式开展
股权激励，实施以来，不仅公司营收 2018年同比增长
21.7%，企业对专业人才的吸引力也大大增强，其核心
技术团队规模稳定增长，关键技术人员出现回流。

创新动力更强了。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6 年启动岗位分红激励方案设计，加大对核心科研
骨干的定向激励力度，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大大激
发。2018年，企业完成成果转化68项；2018年以来获
专利授权541项，企业效益也实现持续增长。

企业发展更有利了。作为 A 股上市公司，中国建
筑集团有限公司实施的股权激励向资本市场传递了公
司持续增长的信心。中建股份上市后前3年，平均每年
分红不足 20亿元，实施股权激励的近 5年则达到 60亿
元，A 股市值增长到目前的 2300 亿元，融资成本有效
降低。

“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激励机制，可以充
分激发国有企业各层级干部职工的精气神，推动企业
增强内生活力。”翁杰明说。

激励机制还将扩围扩面

不过，翁杰明同时指出，虽然近年来国有企业在
完善激励、增强活力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缺乏有
效的激励、激励力度不够仍是不少国有企业面临的一
个突出问题，企业对完善激励、加大激励有呼声、有
要求，完善激励机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翁杰明表示，未来一方面要完善政策措施，激励
机制的实施要在现有基础上不断扩围扩面。今年央企
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覆盖面将力争比去年新增
数再增加 50%，即努力新增 30 户左右。对于尚未尝试
实施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的中央企业，原
则上在2019年都要求实现“破冰”。结合科创板改革推
进情况，近期将研究出台科创板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
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政策措施，明确业绩考核及收益方
面的支持政策。

另一方面，切实转变国资委管理方式，下一步对
国有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工作，更多的是事中指导和
事后备案，国资委除事先制定相应的政策外，更多鼓
励企业形成良好工作氛围。同时落实中央企业主体责
任，要求中央企业制定好整个集团中长期激励金额和
实施办法，把工作的重点更多聚焦在充分竞争领域和
创新领域，让2019年中长期激励工作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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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持股、股权分红等举措落地生效，国企相关改革持续推进——

激励多了，企业活了
本报记者 李 婕

本报北京5月19日电（记者徐佩玉） 2019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年会暨中国
绿色金融论坛18日在此间召开。记者从会上获
悉，中国绿色金融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产品日
益丰富。2018 年，中国共发行绿色债券超过
2800 亿元，存量接近 6000 亿元，位居世界前
列。同时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不断
夯实。各金融机构加大对绿色项目的资源倾斜
力度，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绿色化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书面致辞中
说，目前，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已居国际第

一方阵，在支持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服务乡
村振兴、促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他表示，中国绿色金融已步入纵深
发展的新阶段。未来推动绿色金融高质量发
展，要加强对绿色金融理论研究，着力构建标
准体系，保障绿色金融规范健康发展；同时要
深化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推动绿色金融
可持续发展；强化绿色金融国际合作，不断提
升我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引领作用。

他认为，未来应通过积极探索发行绿色市
政债券、开展环境权益抵质押交易、完善绿色

债券监管政策工具箱、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环境
压力测试等手段，提供更加友好、可预期的政
策环境，动员各类资本尤其是更多社会资本参
与绿色项目建设，提升经济主体发展绿色金融
的内在动力。

据悉，浙江、广东、贵州、江西、新疆等
五省 （区）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积极推进
各项试点工作。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绿色金融治
理，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 8 个国家的央行
和监管机构成立的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合
作网络 （NGFS） 已扩展至37个成员机构。

中国绿色金融居国际第一方阵
绿色债券存量接近6000亿元

今年以来，济南
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打
造以轨道交通装备产
业为核心的智能制造
与 高 端 装 备 产 业 园 ，
重点发展全断面隧道
掘进机、隧道掘进专用
装备、装配式建材生产
线等产品领域，老国企
焕发出勃勃生机。图为
工人在查看即将完工
的盾构机刀盘。

张进刚摄
（人民视觉）

5月19日，2019年中国旅
游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分会
场活动暨“诚邀四海宾客·共
享文化盛宴”文艺演出季启
动仪式在新疆乌鲁木齐大巴
扎步行街举行。图为演员在
活动现场表演舞蹈。

新华社记者 王 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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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浙江省湖州
市德清县钟管镇推出农旅
融合特色乡村游系列活动，
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
览。近年来，德清县积极推
进以旅游观光、休闲体验、
生态采摘为主的休闲观光
农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带动农业增收。图为游客坐
着农家小船欣赏乡村美景。

谢尚国摄 （人民视觉）

共美景

5 月 18 日，2019 年中
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
会在河北廊坊拉开帷幕。
本届经洽会围绕京津冀协
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
设、北京冬奥会筹办等主
题，组织专题对接、项目
洽谈、贸易展览等系列活
动。图为厂商在现场展示
冰雪运动模拟设备。

本报记者 徐 烨摄

同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记
者吴雨、刘开雄） 中国人民银行副
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
19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
经济金融的稳健运行，为外汇市场
和人民币汇率保持合理稳定提供了
有力的基本面支撑。

潘功胜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在合理
区间，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宏观经
济基本面良好。4 月份，中国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0.1%，继续
处于扩张区间。宏观政策操作空间
较大，政策工具丰富。今年以来，稳
健货币政策强化逆周期调节，增强
政策前瞻性、灵活性，保持了流动

性合理充裕，促进了社会信用较快
增长，货币金融条件松紧适度，金
融部门对民营和小微企业支持力
度进一步加大。4 月末，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5%，比上年同期高
0.2 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金融的稳健运行，为
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保持合理
稳定提供了有力的基本面支撑。今
年以来，中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
境外资本流入增多，外汇储备稳中
有升，外汇市场预期总体稳定。

潘功胜表示，我们完全有基
础、有信心、有能力，保持中国外
汇市场稳定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
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本报广州5月19日电（记者李
刚） 记者日前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
获悉，今年 1 至 4 月，广东省内海
关缉私部门共立案侦办象牙等濒危
物种走私犯罪案件 67 起，占全国

海关缉私部门查获案件的 33%，其
中现场查扣象牙及其制品约 7746
公斤，查扣穿山甲、犀牛角、黑池
龟、老鹰、娃娃鱼等濒危物种的活
体一批。

据新华社海口5月19日电（记
者吴茂辉） 今年以来，海南累计新
增 31 家股东为世界、中国 500 强企
业以及央企的重点企业；截至 4 月
底，全省实际利用外资 1.02 亿美
元，同比增长近20倍。这是记者从
海南省新闻办公室18日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了解到的。

据了解，3 月份以来，海南市

场主体总量稳步增长，全省新增市
场主体 3.4万户，平均每天新增 598
户。新增企业中，外资企业占比较
小但增速较快，特别是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
业企业快速增长。

截至4月底，全省新设外商投资
企业109家，同比增长3.7倍。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

人民币汇率获有力支撑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

人民币汇率获有力支撑

前4月海南利用外资增长近20倍前4月海南利用外资增长近20倍

广东海关查处走私象牙7746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