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柳丝

2017 年，特朗普总统治下的美国，无

论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都明显打着

“美国优先”的烙印。“优先”无疑成为美国

2017年被提及频率最高的一个热词。

“美国优先”加剧了美国国内分裂，扩

大了美国与盟友间矛盾，触发了国际关系

大调整。“美国优先”催生的孤立主义和保

护主义，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忧。

凡事“美国优先”

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任总统，便正

式祭出了“美国优先”的执政大旗。他说：

“从这一刻开始，一切都是美国优先。每

一项关于贸易、税收、移民、外交的决定，

都将基于美国人的利益。”

1月23日，特朗普就以“符合美国工人

利益”为由，签署了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TPP）的行政令。此后几日，他又

连续宣布在美墨边境“修墙”和“移民禁

令”，可谓烧起了“优先”口号下的三把火。

国内分裂加深

在美国国内，“优先”口号唤起了狂热

情绪，催生出“排他思潮”，加剧了民粹主

义蔓延，进一步分化了美国社会。

在“优先”的刺激下，美国发生了近 10
年来最严重的“白人至上主义”骚乱，一些

极端团体伺机走向政治前台。10月，纽约

发生卡车撞人事件，有政治团体渲染袭击

者的移民和穆斯林身份背景。这一事件

折射出少数族裔和移民群体难以融入美

国主流社会的困境。

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58%
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种族主义是社会“大问

题”，这一比例比过去两年提高了8个百分

点，是2011年的两倍还多。

今年以来，美国经历了多起严重枪击

事件和恶性袭击，美国《纽约客》11月一篇

文章甚至将这一现象视为“流行病”，用

“脱节”“怨恨”“破裂”描述当下美国社会，

认为美国白人和黑人、男人和女人、本土

居民与来自贫穷和战乱国家移民的生活

难以平等。

日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最新裁

决，允许政府的最新版入境限制令在等待

上诉期间全面生效。美国国内已出现反

对声音，认为入境限制令中的“歧视”色彩

或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美国优先”虽然饱受争议，却也拥有

相当多的拥趸，这些人多来自支持特朗普

的阶层和人群，他们期待特朗普执政能够

“消灭华盛顿的腐朽机制”。不难看出，当

今美国民众在政治倾向上更趋于两极化。

国际信任渐失

“优先”导致了美国内顾倾向，在政策

上呈现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令美国软实

力和可信度缩减。

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退出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退出联合国《移民问题全球

契约》制订进程……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

先”的名义，今年一再上演“退群”戏码。

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评论说，

这样的外交政策主旋律就是“退出主义”。

特朗普政府对多边体制的排斥更表

现在经贸政策上，美国不但退出TPP，要求

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让韩国同意启

动修改美韩自贸协定的谈判。保守派智

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预测，美国政治今后很

可能进一步走向保护主义。

美国不断推出保护主义举措，引起世

界的担忧。美国进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

员哈丁·兰和迈克尔·富克斯撰文指出，

“美国优先”正变为“美国孤单”。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今年国企利润大幅增长，数据显示，前11个月，我国中央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两项重要经营指标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利润增

速创近五年来的同期最好水平。这是12月15日，国务院国资委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透露的信息。靓丽成绩凸显了国企改革在推

进中取得的实效，记者获悉，垄断领域的混改已经形成突破之势，第三批试点中地方国企占到近七成。

按照十九大的部署，下一步国企将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着力深化国企改革，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经营机制、创新引领

发展、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培育一流人才等方面下功夫，同时将进一步降杠杆、减负债。业内人士认为，2018年国企改革有望

大规模落地铺开，重要主线将是国企混改的全面深入推进，更多重组机会将会涌现。
■《经济参考报》记者 王璐 实习记者 黄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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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张泉

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随着

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中国采

取多种措施为企业海外专利获权、维权提

供便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注重通过专

利布局维护自身海外权益。

2017年上半年，中国申请人通过国家

知识产权局提交的 PCT（专利合作条约）

国 际 专 利 申 请 达 2.0 万 件 ，同 比 增 速

15.3%。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16年

PCT国际专利申请情况报告显示，中兴通

讯以 4123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排名全

球企业第一，华为则以3692件的申请量名

列第二。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主任陈

宏兵表示，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市场，需要密

切关注两个方面的风险，一是因为不了解

海外知识产权状况，无意中侵犯他人的权

利；二是自身的知识产权在海外未进行有

效布局，遭受他人侵权。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国企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018年改革将大规模落地铺开 混改是主线

2017年的美国：“优先”引担忧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培育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近日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也进一步明确要求，围绕推动高质

量发展，着力深化国企改革，促进提质增

效，有利于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对此，彭华岗表示，首先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要下更大功夫，国有企业应该聚

焦实体经济，进一步提高质量效益，要瞄

准国际标准，提高发展水平，进一步推进

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战略性

重组。要进一步压缩过剩产能，处置低

效无效资产，着力培养一批战略性新兴

产业，打造一批国内外的知名品牌。

下一步的举措还涉及企业经营机

制、创新引领发展、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

水平、培育一流人才等诸多方面。在他

看来，要加快建立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

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切

实落实董事会职权，推进经理层任期制

和契约化管理，深化企业内部三项制度

改革。要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

革，促进国有企业尽快转换经营机制。

同时，推动国有企业技术创新、体制机制

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在创新

中拓展企业的发展空间。此外，提高配

置国际资源的能力，打造国际合作竞争

新优势。

对此，众多业内人士认为，2018 年

国企改革有望大规模落地铺开。李锦表

示，明年国企改革发展将呈现多个新趋

势，其中就包括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为重

点的国有企业改革形成突破趋势。此

外，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对于国企尤其是

中央企业的基金管理将会加强。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褚建芳认

为，国企混改的全面深入推进将是 2018
年国企改革的重要主线，以点到面的改

革轮廓将在明年进一步深化，进度可能

会超过预期，涉及的行业和领域也可能

有所扩大。同时，混改将多头并进，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其中，中国联通混改模

式可以视为未来的新方向之一，IPO上

市或资产注入(包括借壳)也是明年一大

亮点。

在供给侧改革大力推进、瘦身健体

提质增效工作成效明显的同时，2017 年

国企改革重点难点问题取得了重大实质

突破，其中，中央企业集团层面和31家省

级国资委出资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工作

已经完成，分类改革、分类考核、分类监

管等工作逐步深化，中央企业子企业层

面功能界定与分类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中央企业集团层面公司制改制方案已全

部批复完毕；各省级国资委出资企业改

制面达到95.8%。

作为本轮改革的突破口，混改更是

掀起热潮。国务院国资委数据显示，中

央企业中已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

户数占比68.9%，10户开展员工持股试点

的中央企业子企业已完成员工出资入股

和工商登记；21个省（市）126户企业开展

了员工持股试点。

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

人彭华岗透露，目前第三批 31 家混改

试点名单已经确定，其中中央企业子

企业 10 家，地方国有企业 21 家，三批

混改试点加起来一共是 50 家，重点领

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正在逐步有序

推进。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

为，第三批混改试点的数量超过了前两

批总和，而且首次纳入地方国企，说明混

改已经形成规模和突破势头。从行业

看，石油、天然气、铁路、重型装备、化工

等垄断行业以及钢铁、煤炭、电力等存在

产能过剩的行业是重点领域，特别是东

北三省、河北等地的地方国企尤为引人

注目。

除了国家层面，目前包括上海、广

东、江西、山东、山西、辽宁等在内的省市

都在出文件、作部署，地方国企混改南北

呼应、上下联动的局面将形成。

不停运转的轧机，飞驰而过的红

钢……攀钢钒钛轨梁厂的万能生产线上

一片繁忙景象，这里是中国高铁及重载

铁路轨道的生产供应基地之一，出口钢

轨占到国内出口总量的70%以上。

“2015 年我们开始改造生产低端原

钢的万能一线，如今虽然整个厂总产量

下降了，但高端产品产量增加，利润整体

增加了 30%到 40%。”在此工作了 15年的

攀钢钒钛轨梁厂副厂长王仁福给记者算

了笔账。

这种变化并不是个例。国务院国资

委15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我国中央企

业实现营收23.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3％；利润总额 13253.3 亿元，增长

17.2％。而1至10月，全国国资监管系统

企业营收、利润总额分别为39.6万亿元和

22828.4亿元，分别增长16.3％和23.7％。

“国有企业发展稳中向好，质量效益

持续提升。”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王文斌

在会上说，国有企业的发展朝着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方向不断迈

进。

在众多业内人士看来，这一切靓丽

成绩的取得，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

逐渐释放不无关系。鞍钢集团公司总经

理姚林对此深有感触：“应该说供给侧改

革是中央非常英明的部署，钢铁行业是

受益的行业之一。淘汰地条钢以及一些

落后的制法工艺、从环保上总量控制调

整各个区域产能，这些措施行之有效，这

两年特别是今年以来钢铁行业形势持续

向好，进入健康稳定发展的状态。”

国务院国资委的一组数据显示，通

过大力压缩可控费用，今年前 11月央企

成本费用支出总额增速低于营业收入增

速 0.2个百分点，成本费用利润率同比提

高 0.2个百分点。同时，推进压缩管理层

级、减少法人户数工作，大力化解过剩产

能，截至 10 月底，中央企业累计减少法

人户数 7062 户，减少 13.53%；化解钢铁

过剩产能 595 万吨，化解煤炭过剩产能

2523万吨，均提前完成全年任务。此外，

推进“处僵治困”工作，截至三季度末，

2041户“僵尸”特困企业整体亏损额降至

121.6 亿元，较 2015 年同期减亏约 1380
亿元，全国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完成分

离移交和签订移交协议的年底将达到

70%。

红利

利润创五年最好水平

中国企业海外专利
布局能力显著增强

这是河北霸州市新利钢铁有限公司。2017年7月底，该公司产能整体退出、设备封存通过河北省验收。 □新华社记者 王晓 摄

趋势

明年国企改革有望落地铺开热潮

混改上下联动形成突破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