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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低效”:颠倒事实的私有化悖论

杨承训 张新宁

  内容提要 评判国有企业的效率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三个有利于”和
科学发展观为标准,树立科学的效率观,包括狭义的效率和广义的效率。从近8
年的业绩看,国有企业的狭义效率相当可观。其广义的效率则可视为科学发展

的主要依托和先进生产力的基本载体。今后进一步提高效率之路在于深化改

革,并与管理创新紧密结合。

  关键词 国有企业 科学的效率观 狭义效率 广义效率

  列宁说:“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①一切科学真理都是

建立在大量的基本事实基础上,只有那种蛊惑人心的谬论最不尊重事实,或者

用实用主义的手法找一些为我所用的个别事例作为“论据”,达到其加以遮掩

的目的。“国企低效论”就是这类观点。近年来在一些人中流行着一种“国企

低效”的“实证研究”,即特意选择某一段时间、某几个地区和某些个案,取出自

己所需要的数据,用其特定的数学模型,引出“向私有产权方向改制的企业得

到的效率最高”②的结论。对于国有企业效率的评判是否以事实为基础,关系

到对国有企业改革成就的估价及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途径。我们必须

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做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

一、科学的效率观和全面系统的评价标准

  如何看待效率? 首先要确定评价标准。现在流行着一种肤浅的看法,是
以利润率为标准,只要能赚钱就是效率高。谁能牟取暴利,就是高效。这样

说,那些以危害社会为代价取得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就可算做效率最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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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贩毒、欺诈、卖淫、恶性投机、制假贩假、鲸吞国家资源、官商勾结等可以名

列前茅。我们能倡导这样的效率吗?

  比较带理论色彩的说法是:生产力标准。这个原则是对的,问题在于怎样

理解生产力标准? 在我国应当回到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上来,即“是否

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

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怎样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些标准呢? 邓

小平特意加上了“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重要定语,就是必须

从国家、社会整体上、从生产方式的联系上把握这个标准,而不能使之片面化、
孤立化、绝对化。第一,不能仅看几年的经济效益(如一个经济周期的低谷

段),还要看长期的效益,特别是企业的发展后劲,有的学者仅以20世纪90年

代中后期的国企效率为证,是十分片面的;第二,不能仅看一个单位和一个地

方的效益,还要看它的社会效益和对全局的影响,特别是对综合国力和人民生

活的影响,包括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第三,不能仅讲某一时段的效益,还要看

大的历史阶段的战略效益;第四,不能仅看经济效益,还要看生态效益和社会

效果(企业的社会责任)。不然的话,就会变成近视和庸俗。

  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不讲科学发展观而讲“片面发展论”(以GDP
为基本指标),主张只要我这里能发展,使用什么手段、依靠什么社会势力都可

以。“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当然要发展。关键在于是为谁发展、发展什么、怎
么发展、靠谁发展? 这就要回到科学发展观上来:是否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例如,我国的矿产资源被严重破坏,环境污染贻害后代(国家

花千亿元款都难以医治),土地资源被少数人大量侵占,利用银行贷款空手套

白狼,广大农民工的血汗钱乃至生命被涂炭,成千上万的消费者的权益被践踏

等等,这种赚钱方式能算真正的效率吗?

  鉴此,必须树立新的全面系统的科学效率观,使用新的效率评判标准。这

样就应包括连续多年的销售利润率、资产贡献率、成本费用利润率、产品优质

率、名牌产品率、科技创新率、降能降耗率、排污减量率、资源循环利用率、安全

生产率和职工权益(工资水平、福利待遇等)的维护、消费者满意度、企业信誉

度(诚信等级)以及承担其他社会责任的状况等等。正如评价一个地方的干部

业绩不能仅以GDP增长为惟一标准一样,评价企业的绩效也不能仅以一时的

盈亏状况为惟一标准。这就要区分狭义效率和广义效率、短期效率和长期效

率,并把它们综合起来。下面我们就用这种新的效率观和新的效率标准衡量

一下国有企业的整体绩效。

二、国有企业狭义效率全面的实证分析

  1998~2005年这8年时间,可算做最近的一个经济周期,即由低谷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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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的发展时期,跨越“九五”(后三年)和“十五”两个时段。我们先用四个

衡量指标对工业企业作分析:

  (1)利润总额,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最终成果,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实

现的盈亏相抵后的利润总额(它等于营业利润加上补贴收入加上投资收益加

上营业外净收入再加上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2)资产贡献率,指反映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是企业经营业绩和管

理水平的集中体现,是评价和考核企业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计算公式为:总
资产贡献率(%)=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利息支出/平均资金总额 ×100%。
公式中,税金总额为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与应交增值税之和;平均资产总额为

期初期未资产之和的算术平均值。

  (3)经营亏损率,指企业经营亏损额与毛利润总额(即抵消亏损之前的利

润总额)之比,反映所有同类企业亏损的程度。

  (4)成本费用利润率,反映企业投入的生产成本及费用的经济效益,同时

也反映企业降低成本所取得的经济效益。计算公式为:成本费用利润(%)=
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 ×100%。公式中,成本费用总额为产品销售成本、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之和。

  下面我们看表1中的一系列数据:

表1 1998~2005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利润、资产贡献率、经营亏损率一览

年代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利润总额
(亿元) 525.41 997.86 2408.332388.562632.49 3836.4 5311.88 6447

占整个规模
以上工业企
业利润(%)

36.04 44.00 54.81 50.47 45.34 46.17 46.83 约46.50

资产贡献率
(%) 6.51 6.77 8.43 8.17 8.71 10.09 12.13 约13

亏损率%
(亏损/毛利)① 68.66 49.21 33.33 23.09 20.31 15.06 11.19 10.15②

  注:①毛利指盈亏抵消前的利润总额。②指整个国有企业的数据。

  资源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表1中说明:(1)8年来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数减少了50%以上,
但其利润总额都是直线上升的,2005年为1998年的12.27倍,年均增长

43.1%;进入21世纪的前5年,年均增长22.6%。它的工业增加值由55%下

降为39%,但其利润额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由36%上升到近

47%,8年提高了近11个百分点,又高于它所占工业增加值比重的7个百分

点。今年前5个 月,虽 然 它 的 利 润 增 幅 有 所 降 低,但 仍 然 占 总 份 额 的

47.98%。这表明,单从利润角度看,国有及其控股企业高于其他成分,在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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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结构中仍占大头。

  (2)从反映企业经营业绩和管理能力的核心指标资产贡献率来看,它在8
年中上升到两倍,由1998年的6.51%,上升到2005年约13%。由于它的资

本有机构成较高(占52.3%),故略低于全部工业资产贡献率(2004年低

1.3‰),估计2005年会高于全部工业的值数。实事求是地说,资产贡献率能

达到13%,在世界上也不算低了。

  (3)人们议论的国有企业亏损问题,实际情况也并非有些人形容的那样似

乎已经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例如,2006年年初有人以2005年国企亏损额达

1026亿元,说“创16年来新高”,吵得沸沸扬扬)。实际上可以看出,首先国有

企业盈利大增(12倍),其次其工业企业亏损额是连年下降:处于经济低谷时

的1998年亏损1150.7亿元,为毛利润的68.66%,而2004年亏损为669.48
亿元绝对值下降了42%,占毛利总额的11.19%,下降了57个百分点。对

2005年的工业企业数数据,目前我们尚未看到,但可看到除金融业以外各个

产业国有企业的净利润总额和亏损总额,计算下来,亏损面只占毛利总额的

10.15%。全面系统地看,市场经济有周期,企业的盈亏也有周期(且部门之间

差异很大)。现有的私营企业也每年有大量亏损,其生命周期平均为2.9年。
何况国企的亏损除市场因素外,还有政府因素,包括社会负担过重、用人不当、
越俎代庖瞎指挥等,有相当一部分是一些企业领导者为实现贱价收购(所谓

MBO)故意造成的。我们应当警惕的是:为何一部分国企出现一时亏损就大

惊小怪、沸沸扬扬呢? 为什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呢? 这就叫“为我所用”,“一
叶蔽目,不见太山”。

  下面是两条数据曲线图,可以看出整个发展趋势和国有企业改革巨大成

果,谁坚持改革、谁否定改革也就一目了然。

图1 国有企业改革巨大成果

  再看看能够反映企业投入的生产成本及费用的经济效益,即成本费用利

润率,可与全部工业规模以上的企业作比较: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第15辑 杨承训,张新宁:“国企低效”:颠倒事实的私有化悖论 159  

表2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全部工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比较

时间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A) 全部工业规模以上企业(B) 比率(A/B)

1998 1.61 2.35 68.51

1999 2.89 3.43 84.26

2000 6.15 5.56 110.61

2001 5.75 5.35 107.48

2002 5.93 5.62 105.52

2003 7.25 6.25 116.00

2004 8.23 6.52 131.68

  注:尚无2005年数据。

  资源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上述数据表明,在7年中只有两年国企及其控股企业低于全部工业规模

以上的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其余5年均高于后者,2003年高出16%,2004
年高出近32%。它本身提高7.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1个百分点,而全部

工业仅年均提高0.65个百分点,前者高出后者近70%。这样说明国有企业

投入产出比并不低于其他成分,怎么可以得出国企低效的结论呢?

  从包括所有行业的全部国有企业看,1998~2005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

股企业总数从23.8万户减少到11.9万户,减少了50%;实现利润从213.7
亿元,提高到9047亿元,增长41倍,年均增长高达71%。根据第一次全国经

济普查材料表明,国家投入的资本8.7万亿元,占全部各类资本投入的

48.4%;其利润总额(加上金融业的利润)约占各行业利润总额的近一半,税金

则占56.7%(不包括金融业;如加上金融业可能接近60%)。其总资产(不包

括金融业)每年递增10.1%①。金融机构的利润2005年为1850亿元②,与全

部国有企业及其控股企业相加为10897亿多元。如果再往前看,1991~1995
年国有企业的投入(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收入使用额的比重)为24%,产出

(产值占国内生产总额的比重)为45.1%,产出比投入相对高21.1个百分点;

2004年投入为36.7%,产出为42.3%,高5.6个百分点。国有企业的劳动生

产率比非公有企业也高得多。2000年国有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为45998
元,私营企业为38060元,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高20%;2003年国有和国有控

股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87095元,比港澳台企业高30%,比全国平均数高

19.2%。2004年国有企业提高到90582元,私有企业为55722元,高的幅度为

①
②

白天亮.国企总体是盈利不是亏损[N].人民日报,2006-3-31(5).
王石生.国企利润和改制收入应纳入国家财政[N].经济参考报,2006-5-27.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160  海派经济学 2006卷

63%,前者比后者又高出62.56%。①

  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梯形公式表述,国有企业的狭义效率为:税收>利润>
增加值。总体上,经济贡献(纳税+利润+利息)比重(55%)>资产投入比重

(48.1%)。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判断:国有企业及其控股企业

的直接效益并不低,而是相当可观的。所谓“国企低效论”,根本站不住脚。

三、国有企业的广义效率:先进生产力载体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国有企业的社会综合效率,即广义效率。可以说,
它是我国先进生产力的最重要的载体,是科学发展的主要依托。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显现国有企业独特的优势:

  (一)由于公有制消除了剥削、以共同富裕为宗旨,就能够更好地体现以人

为本,突出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便于最大限度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提高职工生活水平上看,2003年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为14577元,
是私营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1.8倍;从1978~2003年25年中年均提高

13.2%,扣除物价因素,每年平均7%以上,而私营企业从1990年以来职工工

资年均增长5%,扣除物价因素仅增长1%上下。过去国有企业安置城镇就业

的比例高达70%,到2003年仍然占42.8%,高出它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例②。
据河北省调查,82%的国有企业能够保证职工最低工资标准,而51%的私企

却不能保证,每天工作9~12小时,每月工作时间在26天以上,76%的职工假

日加班无加班工资③,而且经常拖欠(据调查,32.5%长期拖欠,80%故意短期

拖欠)。一些私营和外资企业设法压低职工的工资和降低劳保、安全条件,主
要雇用大批廉价农村劳动力,还经常拖欠工资,有的企业连起码的安全、劳保

设施都没有(矿难2/3以上发生在私矿),2004年私企的职工保险综合指数不

到50%。有的剩余价值率达到200%;被私企收购国企转制后大量职工生活

无着落(有的私商只要土地而不要职工)。人们关注的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

现为私营企业与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平均相差25倍以上,高者达几千倍。
从本质上看,目前国有企业最能保持和增强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舍得花本钱

提高职工素质。所以,它最有利于充分调动各类劳动者的积极性,贯彻按劳分

配原则,是相对公平的。

①
②

③

史中来.略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效益[J].红旗文稿,2006(11).
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2005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

[N].中华工商时报,2005-2-3.
李增辉.四成企业工资敢比“最低”还低[N].人民日报,2006-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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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由于公有制经济从根本上克服了个别企业内部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

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奠定了企业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统一的经济基础

  不是单纯追求自身的利润最大化而牺牲社会和职工的利益,它就能够适

应市场的同时更好地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的要求,把“看不见的手”
与“看得见的手”在微观层次上寻找耦合。所以,它是整个社会经济全面协调

发展的微观基础。以支持国家财力的税收为例,国有企业一直占大头,过去占

70%左右,这几年由于其经济总量的份额下降,其税收比例虽有下降,但2005
年与2002年相比税金增加了2237亿元,年递增16%,占当年税收的近56%①

(不包括金融业)。其税负要比私营企业高出4~10倍。事实上,多年来,改革

的社会成本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承担的(吃国有经济的老本)。国家通过财政转

移支付实施以工补农,支持西部大开发,主要依靠的也是国有企业。国家能实

现物价的基本稳定、抑制恶性投机、维持市场秩序,除了靠国有银行的财政和

其他手段之外,还要靠国有企业支持。在维持市场秩序方面,国企起着表率作

用,信誉度最高;而一些私商则千方百计损害消费者利益,制造假冒伪劣产品、
肆意偷工减料、短斤少两,特别是药品、食品已经成为一大公害,每年造成浪费

和危害近万亿元。没有国有经济这一大稳定盘,全面协调发展则是不可能的。
国有企业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主体”。

  (三)由于公有经济遵纪守法,集约化程度高,他们对资源的节约、环境的

净化在各类成分的企业中也是最好的,其发展趋势更符合社会主义节约规律

  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化地调节他们

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

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

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②像宝钢的降低物耗能耗已在世界上处于领先

地位,鞍钢工艺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济钢、包钢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作出表率,
华能集团创造了超临界发电技术,大大降低能耗和污染。资本家的节约则是

以对社会的浪费和增加工人人身支出为前提,而国有企业从根本上克服了这

个弊端,同私企相比,它们更有利于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以煤

炭的回采率为例,国企煤矿要比私企煤矿高出1~2倍。目前一些私企肆意损

害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煤矿、铁矿、金矿、钼矿、钨矿等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

受到严重破坏,其价值约占每年GDP的3%以上(即5000亿元上下)。可见,

①

②

白天亮.搞好国有企业,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李荣融[N].人民日报,2006-3-13(13).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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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

  (四)由于国有企业宗旨明确、规模巨大、人员素质较高、技术设备先进、企
业纵横联系广泛、对外协作和谐,最适合于集中度高的集约经营和科技创新

  目前中央企业拥有各种类型的技术创新机构476家,拥有技术创新活动

人员27.6万人,绝大多数企业都建立了国家级研发机构或企业研究院和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近年来,中央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显著增加。2004年,中央

企业技术创新投入额达768亿元,占当年销售收入的1.5%,其中工业企业占

2%;获得各类国家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2357项,其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
二等奖83项,获得其他国家级科技成果一、二等奖44项;申请专利总数为

6579项(其中申请发明专利2853项),授权专利3886项(其中发明专利1265
项),授权专利和授权发明专利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些企业具备了大型装

备和系统的设计与制造能力,对外部技术的依赖程度逐步减弱,目前有40%
以上企业的自主创新技术占技术来源比重超过50%,除少数企业外,大部分

企业引进技术比重在20%以下。同其他成分相比,国企登记国家专利最多

(约占国内企业的80%),一般都建立了技术创新中心,R&D的投入较大,科
技含量高的产品70%左右出产于它们之手。在科技创新中,许多科技含量高

的拳头产品和攻关技术,包括已占出口产品60%的机电产品,大量地是国有

企业创造的。国有企业是实施新型工业化的主力军,是自主创新的骨干力量,
是体现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最佳结合的载体,它创造的国家品牌最多,有许多

项目已占居世界领先地位,这是其他成分的企业所不可比拟的。

  (五)国有企业拥有先进生产力,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

行业和关键领域,比如军工、航天航空、石油石化、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行

业,它始终占主导和支配地位

  这些行业的技术创新和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主要是靠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重点工程和举世

瞩目的神舟六号成功发射,国有经济特别是中央企业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没

有强大的国有经济,根本上不可能兴建如此巨大的工程。

  (六)由于国有企业服从国家一盘棋的部署,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重要支

柱

  我国国有经济在支持落后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全国平衡方面,
发挥了巨大主导作用。建国初期,我国不多的工业集中于沿海几个城市,面积

占56%的西部地区产值不到全国的1/10。“一五”时期,156项重点工程1/3
摆在西部。20世纪60~70年代,集中财力支持“三线”建设,投资上千亿元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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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2000多个大中型骨干企业,成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支柱。摆一个

大中型企业,就带动了一片地区经济成长;摆一二十个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
就形成一个新城市。以后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力度更大。现在中西部地区的经

济总量已占全国的42%,其中国有经济的贡献约占60%①。

  总体上说,国有企业是目前我国先进生产力最基本的载体,又体现人民根

本利益的一致性,所以它又是实现整体四大良性循环的主要支柱。经济上它

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以科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五大环节(突破以往的四

大环节)组成的良性循环起着关键作用。同时,它消除了人们之间根本利益冲

突,最有利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现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统一(许多不

稳定的因素正是私吞国有资产造成的)。它作为科技创新和发展循环经济的

主体,又必然成为实现人与自然良性循环的先锋力量。至于实现国内经济与

国际经济的循环,国有企业乃是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主角,“走出去”利用世界

资源最主要的还是靠国有企业高技术的“航空母舰”。从对增强综合国力的贡

献看国有企业,它不但是国家财力(税收)的主要源泉,而且是战略性物资的主

要提供者,特别是有关国防建设和航天事业的产品几乎全部是国有企业供给

的。我们经常说没有强大的工业,便没有强大国防,没有实力,就没有我们的

国际地位,实际上依托的就是主导我国工业的“第一长子”。如果用公式表示

则为:社会贡献>经济贡献;广义效率>狭义效率。

  当然,我们不是说非公有经济完全不能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现实

的生产力水平出发,私营企业对整个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尤其在就业方

面相当显著(近50%),涌现了一大批好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和优秀企业

家。由于其机制灵活,在不少方面显现了高效益。所以,应当发展非公企业,
但它们不能充当主力军,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缺陷,同时需要加强监督引导。现

在需要纠正的是一味贬低国有企业的错误倾向。

四、在深化改革中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

  上面我们全面论述国有企业的效益,并不是说它已经尽善尽美,而且其效

率大有提高的空间。事实上,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整体效率同世界上先进国

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进一步提升。这就要求继续深化改革,铲除腐

败,强化管理。中央要求:要着眼于增强活力和竞争力,深化企业改革,积极推

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积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

有经济发展。

  实践既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也是探寻解决矛盾方案的认识基础。如

① 史中来.略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效益[J].红旗文稿,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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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搞活国有企业问题,现在已经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有了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

的实践昭示出正确的出路。我们对河南157户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了14年

(1990~2004年)追踪调查,大体结果如下:

表3 对河南15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14年追踪

序号 企业状况
数量
(户) 占%

其中大型
企业(户) 原因

A 一直看好的 39 24.8 34 从管理入手,改革与管理结合紧密

B 近几年好转的 63 40.1 56 面对困境,从管理入手深化改革

C 仍处困境的 29 18.5 14 虽有改革动作,但仍疏于管理

D 基本垮掉的 26 16.6 8 管理混乱

其中改制与上市的 10 6.4 6 管理极差,如郑百文、春都集团

  实践告诉我们,单项改革(如产权)并非医治国企病惟一的灵丹妙药,而管

理科学与深化配套改革结合,才是搞活企业的关键。在实行战略重组的同时,
要着力抓好内部的改革管理。没有严格科学的管理,即使是私营企业,也难以

提高效率,甚至会倒闭。郑州大学对123户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前后情况的调

查表明,改制后其效率先升后降。见下表:

表4 123户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前后的变化

平均值 改制前 改制后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经营收入(%) 100 131.69 82.93 62.95

利润总额(%) 100 90.98 86.56 51.05

劳动生产率(元/人) - - 80276.9 66287.09

  资料来源:孙学敏:《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后的管理问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

99BJY040)。

  他们认为:“产权是私人的,也未必能管理得好。资产的增值保值,市场的

开拓最终是靠管理支持。”可见,私有化并不是提高效率的根本出路。

  从现时实际情况分析,目前制约国企发挥质量优势的主要有两条:外部政

企分开(政资分开),难点很多(包括企业负担重、环境差,特别是一些吏治腐败

造成用人不当),需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内部科学管理与配套改革需要下硬

功夫。从理论上说,管理具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重性,强化管理必须与改革

相耦合。大量事实说明,切实落实“管理科学”和突出自主创新,乃是带动配套

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治本之策。每个企业都应当从实际出

发实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推动配套改革。我国的国有企业情况千差万别,
从事业务、市场行情、组织基础、经济实力、技术水平、人员数量与素质、所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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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资源禀赋、管理经验等等各有其特殊性,不可推行一种模式;尽管可以借鉴

国外的管理理论,但因其情况不同,也不能照搬洋教条。这就需要针对本企业

面临的实际问题,抓住要害,对症下药,一企一策。

  现在对影响提高效率的内部制约因素要认真改革,并且必须与管理创新、
技术创新结合。比如,内部的资源配置、分配和人事制度、技术创新和转化体

制、“办社会”机构剥离、强化监督约束机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等等,要做的文

章很多。这也说明,尚待挖掘的潜力很大。以国航为例,2000年前严重亏损,
由李家详(解放军空军某部少将)接任老总后,狠抓管理和内部改革,很快扭亏

为盈,在世界航空公司普遍亏损的情况下,他们2004年和2005年却盈利100
多亿元。

  这里的关键是切实消灭内部蛀虫,认真选好经营管理者,进行企业干部制

度改革和建立反腐败的长效机制。从理论上说,既然私人资本可以实现人格

化,公有资本当然也可以实现人格化。所不同的是前者资产归自己,后者资产

不归自己,却能认真负责地经营,实际上西方股份制中的独立董事和经营者多

数也实现了人格化。对于公有经济的经营管理者来说,最基本的是三条:一要

有高度负责精神和高尚的品德;二要与个人利益相联系(如经营管理者合理的

薪酬制度);三要有合理的治理结构和严格的监督约束机制。这应当成为国有

企业的一个重要机制,深化改革中应当将此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深化改革与强化管理、提高创新能力的内在

关系。大量经验表明,在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凡是单讲产

权改革而管理跟不上的都一个一个败下阵来;凡是善于把改革与管理结合得

好的就会越经营越兴盛。我国的百强企业就证明了这一点。从我国分布在

105行业的1050个“十佳企业”看,实施科学管理是它们成长壮大的一个重要

因素。我们应当从这些实践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来。这就是进一步提高效

率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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