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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希

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两类公司），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全新尝

试，也是实现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

监管的重要举措。

业内认为，伴随近期相关政策文件出

台和试点成果不断显现，这项改革有望迎

来提速扩容新阶段，并牵引国资国企改革

向纵深推进。

今年 7月份，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实施

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两类公司的功能定

位、组建方式、授权机制、治理结构、运行

模式以及监督与约束机制等，为推进这项

改革提供了重要遵循。

“目前结合中央企业实际，国资委正

在抓紧完善中央企业改组改建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公司试点的工作方案，并研究

将更多具备条件的中央企业纳入国有资

本投资公司试点范围。”国务院国资委副

主任翁杰明表示。

据他介绍，两类公司试点扩容，央企

层面“争取力度要比第一批大”，同时鼓励

各地方国资监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在更

大范围内不断推进这项改革。

2014年 7月以来，从中粮集团、国投

集团等 8家中央企业试点国有资本投资

公司，到诚通集团、中国国新启动国有资

本运营公司试点，目前国资委在中央企业

层面选择了 10 户企业开展两类公司试

点。各地方国有企业已改组组建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公司89家。

通过几年的试点探路，两类公司的眉

目正逐渐清晰起来——

管控模式的变化相当显著。例如，投

资公司大多选择三级管理架构、实行战略

管控为主，按照“小总部大产业”原则清晰

界定总部与子公司权责界限，推动投资运

营权利上移、产业经营职能下沉。值得关

注的是，试点企业推进所出资的子企业开

展综合改革试验，探索职业经理人制度、

与市场接轨的薪酬分配制度等，在完善市

场化经营机制方面先行一步。

设立基金的动作引人关注。目前国

有资本运营公司共发起设立6只基金，总

规模近9000亿元，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

投资方式，服务国有企业布局优化、结构

调整和高质量发展。以国内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

（国调基金）为例，基金设立近两年来已签

约项目 48个，签约金额 789.2亿元，九成

资金投向了国有企业。

诚通集团总裁、国调基金董事长朱碧

新表示，基金既推动中国国航等央企结构

调整，积极参加中国联通、中粮资本混合

所有制改革，又助力中钢集团、中船重工

等企业改革脱困、降杠杆，还主动在环保、

金融科技、智能制造等战略新兴行业布

局，在促进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布局优化、

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试点是改革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

法。伴随两类公司试点企业的快速发展，

这项改革势必将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推

进。

翁杰明说，下一步深化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试点，要坚持“一企一策”原

则设计授权方案，围绕企业核心功能，在

发展战略、企业主业、用人与分配以及股

权激励等方面赋予试点企业更多自主权，

着力提高国有资本运作效率和水平。

同时他表示，“放活”还要“管好”，将

着力强化事中事后管理，特别是在线实时

监督，使两类公司改革的推进建立在扎实

稳妥的基础之上。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新华社记者 赵焱 裴剑容

太平洋的浩瀚淼淼，在相当长的时间

里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难以逾越的天然障

碍。直至远洋航海技术快速发展的十六世

纪，大量的中国商品、制造技术以及文化理

念才得以远渡重洋，抵达美洲海岸。直至

今日，源自中国的一些制作技艺和艺术审

美依然在南美洲许多地方流传。

如今，相隔万里已被现代化交通工具

“攻克”，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被赋予新生

命而再度繁忙。商品互通不在话下，各领

域各层级的融通成为新航标。丝路精神随

之延伸，推动良性循环发展，带动跨越大洋

两岸的新合作扬帆远航。

忙起来，打造龙头项目

1565年 10月 3日，装载大批中国货物

的第一艘马尼拉大帆船驶入墨西哥阿卡普

尔科港，从此开辟了亚洲与美洲之间的贸

易航路。在此后250年间，中国的生丝、丝

绸、瓷器、棉制品等，深刻改变了这里的生

产生活，并且迅速辐射到今天的秘鲁、巴拿

马、智利、危地马拉、厄瓜多尔、阿根廷等

地，一些原本沉寂的港口快速活跃起来。

光阴荏苒，进入 21世纪第二个十年，

“一带一路”倡议让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

交流和融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晨曦中，巴拿马科隆自贸区迎来忙碌

的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的集装箱巨轮在码

头上装卸货物。中国岚桥集团投资建设的

世界级枢纽玛岛港，正位于巴拿马运河大

西洋入口的科隆自贸区。

在扩建项目工地上，巴拿马小伙塞萨

尔忙个不停。正是因为看好项目的前景，

这位律师出身的政府公务员今年年初辞去

公职，毅然加入了项目。妻子原本担心语

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会让塞萨尔无法融入中

企发展环境，但数月来，塞萨尔表现出的愉

悦心情消除了家人的担忧。

“一带一路”大大推动了中国与拉美的

贸易升级，玛岛港扩建意义愈发突显。按

照扩建计划，玛岛港将升级为运河大西洋

侧唯一可停靠15万吨级集装箱船的港口，

将拥有 3 个“超巴拿马型”集装箱专用泊

位，项目一期建成后年通过能力将达 500
万标箱，项目全部完工后年通过能力将达

1100万标箱。

塞萨尔发现，中企具有许多优点，例如

勇于创新、守时高效、重视总结经验、避免重

蹈教训、恪守规范经营、注重环保评估、承担

社会责任等。而且，中方员工与当地员工和

谐相处，互相尊重包容，易于融为一体。“前

一阵巴拿马踢进世界杯，中国老板还给我们

放了假，和我们一起给球队加油呢！”

奋进而亲和、努力而互助的环境通常

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精神感染力，进而催生

热火朝天的创造力。塞萨尔发现，中国员

工总是带给他们一种劲头。项目伊始，岚

桥集团就把目标设定为打造“世界航运关

键航线的‘咽喉’”，这让当地员工兴奋不

已，干劲十足。

“许多原本‘无所事事’的当地民众，看

到中国基建设施的项目进展顺利，也开始

加强自身学习，希望有一天能搭上中国项

目的‘顺风车’，参与建设自己的国家。”塞

萨尔说。

跑起来，加速发展脚步

17世纪旅居美洲的意大利神父卡莱

里在日记中感慨道，大帆船贸易已经让阿

卡普尔科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海上第

一港口”“通往中国之梯”。卡莱里的评价

并不夸张。史料记载，16世纪末，阿卡普

尔科人口不到250户，而18世纪末，阿卡普

尔科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4000人、市集贸

易时人口可骤增至1.2万。

小渔村蜕变升级的密码，正是商品的

加速流动。大帆船贸易鼎盛时期，每年有

近百艘中国船只满载丝绸等货物前往马尼

拉，这些货物随后又被装载在千吨级的马

尼拉大帆船上远航美洲，大大促进了商品

的流动性和贸易的流通力。

今天，在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这样的

“加速”每天都在上演。看着崭新的列车以

高速行驶在崭新的铁轨上，工程师卡雷拉

激动不已。

“阿根廷人对铁路有着特殊的情结。

阿根廷是在铁轨上发展起来的国家，有铁

轨经过的地方便有了城市，而铁路的年久

失修折射出阿根廷经济的停滞和困境，”卡

雷拉说，“与中国合作是阿根廷走出困境的

良方，更新铁路系统是阿根廷完善贸易体

系的第一步，这是让阿根廷找回昔日繁荣

的捷径。”

阿根廷是农业大国，拥有“世界粮仓”

的美誉，然而连接主要粮食产区与港口的

老旧货运铁路，一度成为阿根廷农产品走

向世界的障碍。大吨位的农产品不得不依

靠卡车陆运至港口，高昂的运输成本使阿

根廷农产品失去竞争力。

2011年，阿根廷政府提出了旨在升级

全国铁路系统的“铁路振兴计划”。两年

后，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阿

方签署贝尔格拉诺铁路改造项目总承包合

同，这条铁路改造后，将使阿根廷北部地区

快速连通东部的罗萨里奥港口。

“提升安全性能和提高运行速度的效

果立竿见影，一些客户又重新选择了铁路

运输，”贝尔格拉诺货物运输公司副总经理

赫尔曼·哈纳切克说，“等到收获季节，货运

量会更大，小麦和大豆将通过铁路运往港

口。”

亮起来，开启未来梦想

西班牙议会早期的一份记录显示，伴

随跨洋贸易，中国生丝源源不断地抵达墨

西哥，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仅

1637年，就有 1.4万人从事中国生丝的加

工和编织工作。

自古以来，丝路的内涵，不仅仅是商品

贸易，更重要的是，它带动了生活方式的更

新，便利了新技术的传播，创造了行业机

遇，激发了创新思维，更点亮了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憧憬。

在巴西东南部米纳斯吉拉斯州阿尔科

小城附近，身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们正在

搭建一座电力基塔。远远望去，他们的身

影，与电力线融为一体，好似五线谱上跳动

的音符。

这是巴西美丽山水电站的一处建设工

地。美丽山水电站是巴西第二大、世界第

四大水电站。它是世界上仅有的几条特高

压±8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之一，也是中国

自主研发的特高压输电技术“走出去”的

“首秀”。美丽山输电线路一期工程完美收

官后，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又独立中标全长

2518公里的二期工程。

两期工程将极大缓解巴西南部和东南

部用电难的问题，打造一条贯穿巴西南北大

陆的“电力高速公路”，惠及数千万巴西人。

工地上，工程施工人员几乎都是巴西

人。卡马戈便是他们中的一员。“很难说我

们这个团队是巴西的还是中国的，大家早

已难分彼此。我们相互配合和支持，保证

了工程的顺利完工，这是成功所在。”

这么大的工程，管理很关键。中方管

理人员大胆放权给巴西员工，不断激发他

们的干劲，取得了明显效果。

美丽山二期工程九标段项目中方经理

鞠涛说：“现在项目具体实施方案的很多决

定权下放给巴方管理层，因为他们更熟悉

当地情况和法律，也能够与巴西员工更好

地交流，中方只在资金控制和战略决策上

给予决定性意见。”

“美丽山一期和二期两条特高压输电

线路解决了巴西东南部工业和民用能源危

机，”巴西中国与亚太地区研究所所长塞维

里诺·卡布拉尔说，“一座座基塔、一根根电

线不仅仅是输送电力，更是中巴两国人民

紧密合作的见证。”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9月11日电

新华社北京9月 12日电 （记者 熊

丰）记者 12日从公安部获悉，公安部近日

组织指挥上海、天津、广东、辽宁、河北5省

市公安机关，在当地税务部门的配合下，对

25个虚开增值税发票职业犯罪团伙进行

统一收网，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04名，捣毁

虚开发票窝点53个，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近

千亿元。这是近年来公安机关破获的涉案

嫌疑人最多、犯罪链条最长、涉案金额最大

的涉税犯罪案件。

今年 6月，上海、广东、深圳等地公安

机关在工作中发现，大量长期处于“非正

常”状态的企业突然“复活”，并大肆向外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对此，公安部高度重

视，迅速组织力量，在税务机关和人民银行

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深入开展分析研

判。经过缜密侦查，公安机关逐渐查明了

一个由25个职业化犯罪团伙组成、跨多个

地区的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网络。

公安机关侦查发现，今年2月以来，以

犯罪嫌疑人杨某、陈某为首的 2个犯罪团

伙，分别在上海、深圳等地低价收购“僵尸”

公司，并雇佣他人领取发票后将公司高价

倒卖，短时间内即倒卖公司2600余家。

以犯罪嫌疑人付某某、张某某、詹某、

谢某、刘某等人为首的多个虚开、洗票团

伙，在天津、上海、广东、河北、辽宁、浙江等

多个省市实施虚开发票行为，开票量巨大、

犯罪链条长、隐秘程度高，严重危害了税收

征管秩序。近日，公安部统一指挥上海、天

津、广东、辽宁、河北 5地公安机关开展集

中收网行动，一举破获全案。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按

照国家税务总局和公安部、海关总署、中国

人民银行共同打击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出

口退税违法犯罪两年专项行动工作部署，与

税务等部门密切配合，依法严厉打击“假企

业”虚开发票和“假出口”骗取退税等涉税违

法犯罪，坚决将违法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国企改革有望迎来提速扩容新阶段
“一企一策”设计授权方案“两类公司”试点将扩容

自然延伸 扬帆远航
——“一带一路”的拉美故事

公安部指挥铲除
25个虚开增值税
发票犯罪团伙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走过国企改革从奠基、起步、发展到壮大的历程，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铁路装备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缩影。图为工人在复兴号动车组生

产线上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