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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强”，目前来看，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业务，无疑是广汽集团寻求业绩

提升的突破口。

“广汽新能源何以能在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上迅速展露头角？对标特斯

拉，广汽新能源还有多少距离？”关于广汽新能源，这些是目前备受外界关注

和热议的话题。

广汽“标签”：丰田与黑科技

事实上，政府部门决策层态度的转变，是广汽新能源得以快速崛起的引擎。

今年6月，国家工信部发布了最新版双积分修改政策，规定自2021年1月起，

混合动力车型将被定位为“低油耗汽车”并给以优惠政策；今年 10 月 27 日中

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上发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版）》又提出，

至 2035 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年销量将各占一半，传统能源动力乘用车

将全部转为混合动力，从而实现汽车产业的全面电动化转型。

此前，国家并未将混合动力车型纳入新能源补贴政策之中，以致混合动力

在中国发展缓慢。一个例子是，数年前由长安、吉利、科力远、云内动力等车

企共同组建的“中国混合动力联盟”，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随着国家支持政策出台，新能源汽车市场也迎来爆发式增长，据乘联会统

计，今年 9 月份，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同比增长 99.6%，环比增长 24%，实现

12.4 万辆销量；其中纯电动车的批发销量是 10.2 万辆，同比增长 105%。

	 顺势而为的广汽集团，引入了混合动力巨头日本丰田。近期，据外媒《日

经新闻》报道，丰田旗下开发和供应混合动力汽车驱动系统的 BlueENexus 已

经和广汽集团达成了技术转让协议，这是丰田首次向非日本企业分享混合动力

技术，此前丰田曾向斯巴鲁、马自达等日本车企共享过该技术。

国有大型汽车集团之一的广汽集团，想要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后发制人。

11 月 6 日，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广汽集团	股票代码：

601238）披露了 10 月份产销数据报告。今年 10 月广汽集团实现新车销量

20.99万辆，同比增长21.53%；1-10月累计销量为 161.7 万辆，同比下降3.79%。

具体产品线上，10 月份，合资品牌广汽本田销售新车 8.76 万辆，同比增

长 31.9%；广汽丰田终端销售 7.42 万辆，同比增长 27%；广汽三菱 10 月销量

为 8301 辆，环比增长 18.1%。自主品牌广汽传祺销量为 3.06 万辆，同比增长

22.8%，广汽新能源 10 月销量为 7106 辆，同比增长 57%。

这其中，销量增长幅度最大的广汽新能源，成为了最近国内新能源汽车

行业的焦点。

2017 年 7 月，广汽集团全资设立广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简称广汽新

能源），正式进军新能源汽车领域。

广汽新能源成立至今，先后推出了纯电动车型传祺 GE3 和埃安 S、埃安

LX、埃安 V 三款埃安系列品牌，从销量上看，成立仅三年的广汽新能源汽车，

整体销量排名一度上升到了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前三名，仅次于电动汽车

巨头特斯拉。

广汽集团也在加大对新能源汽车业务板块的投入，据工商信息，今年 10

月，广汽新能源的注册资本由 7.83 亿元增加到 14.19 亿元；同时市场上不断

传出广汽集团将会把广汽新能源分拆并独立至科创板上市的消息，广汽集团

对此并未否认。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近年来，广汽集团的销量和整体业绩承压，在国

内车企中长期落后于一汽大众、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东风日产和吉利汽车

被指“汽车自燃和续航里程欺诈”：
欲与特斯拉争锋的广汽集团差了什么

埋雷后“跑路”无门：
优胜教育 0 元赠股能求来接盘方吗
创办 17 年，自称 K12 教育龙头的优胜教育是怎么倒下的？

FOCUS   02 >> VISION  07  >>

财务造假水落石出 
长园集团被罚并引发维权
持续两年之久的长园集团子公司造假事件终于真相大
白，虽为子公司造假，但长园集团依然难辞其咎。

VISION  05  >>

章子怡黄晓明持股：博纳影业冲击 A 股
是资本狂欢，还是收割韭菜？ 
疫情之下，影视行业凛冬未过，博纳影业的回 A 之路却初露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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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理论意义。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翁杰明提供数据显示，

2019 年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达 201.3 万亿元，较 2012 年增长 1.5 倍；

2020 年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达到 80 家。2012-2019 年，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

业累计上缴税费约占同期全国税收收入的四分之一，2019 年研发投入超过 1 万

亿元，约占全国一半。

“国资国企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

必须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必须坚

持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必须坚持主动适应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发展要求。”翁杰明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围绕“对标世界一流，促进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话题谈到，世界一流企业应具备三方面的条件：一是处于行业领

先状态；二是在所处行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三是企业发展是可持续的。

也就是说，世界一流企业是重要的关键经济领域或者行业中长期持续保持

全球领先的市场竞争力、综合实力和行业影响力，并获得全球业界一致认可的

企业。同时，他还给出了一个四维分析框架，即战略柔性、资源基础、动态能

力和价值导向，还有企业家精神文化传承、公司声誉等。

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杨瑞龙谈到“分类改革逻辑下的国企混改”

时表示，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从效果上看，国有控股企业的效

率要高于国有独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存在的不足是“混而不改”的现象依然存

在。关于如何避免只混不改，杨瑞龙认为，一是要看民营资本的经营机制到底

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二是要看混改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解

决了产权明晰、政企分开等问题。

国务院国资委携手中国社科院 国务院国资委携手中国社科院 
打造国有经济研究国家级平台打造国有经济研究国家级平台

■  作者 张郁

11 月 11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国资委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

合成立中国社科院国有经济研究智库，并举办首届国有经济研究峰会。

在成立仪式上，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表示，搞好国有经济

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创新工程，需要各方大力支持、协同配合。各中央企

业和各级国资委将全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有经济研究智库，携手打造一

个具有实践推动力、理论引领力、社会影响力的国有经济研究国家级平台。

郝鹏表示，这对于推动国有经济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助力国有经

济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强调，

要以智库的成立为契机，充分运用好这一研究平台，积极促进企业界与学术

界联手、企业家与理论家合作，推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落地，大

力推进国有经济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表示，国有经济研究智库要深入研究国有企

业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围绕重大现实问题，挖掘新材料、提

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学说。

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合作，把智库建设成为开放性学术平台，在国有企业改

革发展研究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据了解，国有经济研究智库的具体工作机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和国务院国资委综合研究局。

在首届国有经济研究峰会上，与会嘉宾就国有经济发展进行了热烈讨论。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发言表示，成立国有经济研究智库是推动国

资国企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国有经济更好进入新发展

■  作者  张宁

  国投集团是如何实现
“脱真贫、真脱贫”的

■  作者  张宁

国投集团交出了最新的扶贫成绩单。

11 月 10 日，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投集团）

在北京举行了脱贫攻坚表彰大会，并发布了《国投扶贫白皮书

（1995-2020）》。国投集团方面，国投集团党组书记、董事

长白涛，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施洪祥，党组副书记钱蒙及在京

党组成员出席了会议。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会长袁文先、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

副司长马英、国资委科技创新和社会责任局社会责任处处长张

晓松等领导一同出席活动并发言。

1995 年成立以来，国投集团先后承担了贵州省、甘肃省等

4 省 9 县的定点扶贫任务。截至 2020 年 10 月，国投集团累计

投入各类扶贫资金 114.6 亿元，资助贫困学生 9860 名，管理扶

贫基金 347.25 亿元，引领和撬动社会资本 2800 亿元投入脱贫

攻坚。

国投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白涛表示，十八大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投集团上下团结奋

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坚持以脱贫攻坚作为最重要的政治

责任和社会责任，深入实施“扶志”“扶智”“扶弱”三大行

动，坚决助力定点扶贫县撕掉贫困落后的标签，贴上新的崭新

靓丽的名片。

脱贫攻坚，国投集团有自己的探索实践

“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

贫任务，确保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

脱贫。”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中指出。

以滇桂黔石漠化区为典型的地区，是中国脱贫攻坚任务中

最难啃的硬骨头。2020年3月，国投集团帮扶的贵州省罗甸县、

平塘县和甘肃省宁县、合水县 4 个定点扶贫县如期实现了脱贫

摘帽。

“20 多年来，国投人从滇桂黔石漠化区到宁夏固原六盘山

区，奔走在 4 个贫困县，与当地百姓并肩作战，终于啃下了这

块脱贫攻坚中的硬骨头。”国投集团扶贫干部对《企业观察报》

说。

以国投集团定点帮扶的贵州罗甸县为例，2013 年该县的贫

困发生率为 32.2%，到 2019 年，该县的贫困发生率下降到了

1.59%。

国投集团是如何做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脱真贫、

真脱贫”的？国投集团表示，今天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在众

多扶贫方式中，国有集团的产业扶贫功不可没。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

要因地制宜，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

事实上，作为一家大型国有投资公司，国投集团很早就尝

试过用发展产业的路子解决贫困县的脱贫难题。2013 年，国有

集团成立了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国投创益），

国投创益受托管理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等，是中国第一只实行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

独立运营、自负盈亏的专责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基金，目前基

金规模为 347.25 亿元。

据了解，国投创益主要是以股权、债权、子基金等方式投

资贫困地区产业项目，探索出了一条“用产业基金带动根本脱

贫和长远脱贫”的新路子。

截至目前，国投创益累计投资决策项目 166 个，受托管理

基金已全部完成投资，覆盖了所有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涉及全国 27 个省（区、市）、153 个市（地、州、盟）、335

个县（市、区、旗）。

具体到发展扶贫产业上，如何实现从“输血”到“造血”

的根本性转变，并且因地制宜地把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国投集团的扶贫经验——“选准产业是关键”。	

以贵州罗甸县为例，罗甸县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无霜

期长，非常有利于百香果生长。国投在罗甸县挂职的副县长宋

勇亮反复验证过，国投集团投入了 360 万元在逢亭镇建起了百

香果产业帮扶项目，并逐步形成了纳上—床井—腮里—祥脚—

上隆百香果产业带，共建成 1830 亩百香果基地，实现了“点—

线—面”全部铺开。2020 年，预计实现产量 549.5 万斤，产值

2745.5 万元，成为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