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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0 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

成果发布会”上举行的主题为“赢向未来，

新格局重塑发展新优势”圆桌论坛上，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总经理王彤宙，中国煤炭地质

总局党委书记、局长赵平，徐工集团工

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陆川，清华大

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

心主任高皓，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

院长罗新宇参与论坛讨论。

在新发展格局下，第一个是做好国

内大循环，第二个是高水平做好国际大

循环，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的优势特点在

畅通国内循环。在助力双循环当中，王

彤宙表示，企业要推动和参与到国内的

大循环，首先是要发挥自身的优势，看

看你的产业优势，你的能力优势。再一

个就是要服从服务国家战略，事实上大

家都清楚中交集团我们在综合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和大的城市建设方面有我们积

累的独特的经验，包括管理、技术、人

才，按照整个国家的部署来说十九届五

中全会谈得很清楚，下一步国家会加大

建设大通道、大枢纽包括物流网络的体

系建设，这个应该说特别是大通道大枢

纽对中交集团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也是中交集团一个主要的市场。

另一方面，王彤宙进一步介绍说，

新型城镇化建设对于中交参与到国内大

循环来说，中交建也是有自身的长处的。

比如说中交建是央企的几家从事房地产

的企业，但我们并不是单纯地做房地产，

因为中交建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优势，比

如说在雄安，中交建现在做的 1+2+3+4 的

开发模式，就是城市综合性开发，1 就是

土地的基础整治，从土地整治到二级地

产开发，三级产业的导入，最后四级城

市的运营。最近在雄安已经公布的三号

地块是第一家中标的，以 1+2+3+4 的模式，

既是开放模式的创新，同时也是企业发

挥自身综合专业优势和业务特长的一个

空间。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上，中交是一个

在建筑企业里面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企

业，在全球的建筑企业里有一个 250 家

国际承包商的排名，中交在亚洲和中国

是排在第一位的，在 157 个国家有 210 多

个机构，有具体实质性的业务，这些也

包括我们除了路桥、港口、码头基础设

施的建设，比如说正华重工做的港口机

械，在世界的港口机械里面占了 70% 多

的市场份额。现在我们利用这些，一个

是寻求自己的，中央包括国家提倡的下

一步打造供应链，提升供应链和产业链

的价值。我们一方面加大科技研发，对

一些关键的技术、一些硬配件减少更多

的依赖性，把一些卡脖子技术攻下来。

另外一方面加大全球市场的替代和补充，

这也叫做严练、补练、强练，这样通过

全球化的市场使国内外的资源得到更好

的循环和更好的互补。当然，我们在国

外还有十多个合作区。现在中国实际上

也有一部分产业在梯度转移，从东南亚

往中东国家转移。这个时候应该主动作

为，主动策划，引领一些需要转移、梯

度转移的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布局

的合作区去。这样实际上也就充分体现

在新发展格局下怎么样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来进行国内国外双循环的促进作用。

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是实体经济

的基础，实体经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

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

工程机械属于典型的制造业，它在新发

展格局中也被寄予很多期待。对于新格

局新发展，陆川结合徐工集团的经验，

总结出三点体会：第一个体会，既要做

好全球的产业链布局，也要抓住关键核

心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等等，包括全

球的采购链、欧洲采购中心等等面向全

球的制造基地进行服务，在全球产业链

布局当中，我们现在越来越感觉到自主

可控的重要性，包括在 12 年以后行业最

低谷期。我们也坚持每年 5% 的研发费用

不放松，打造核心零部件、核心关键技

术方面逐渐形成我们自己的核心能力，

包括四千吨起重机大型的油缸、液压及

核心的控制软硬件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

打造的。这是一点体会。

第二点体会，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牛鼻子，同时确实高度注重需求侧

的管理，使供给创造需求，需求引领供

给良性循环、良性互动，这个方向非常

明确。首先要练好内功，供给侧、质量、

成本、服务等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关注

客户的需求，贴近客户的需求，产品的

品种、价格、服务、品质等等是否能满

足各档次客户的需求，这是非常关键的。

比如现在工程机械行业，从节能、环保、

升级换代、大吨位、无人化、新能源、

电动化等等，包括现在的数字化来改造

传统产业、传统产业利用数字化拓展新

兴产业等等，都面临着很多需求的改变，

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需求才能为下一步

的发展打下好的基础。

第三个体会，牢牢抓住国内市场，同

时还要开拓好国外市场。国内市场是大

市场，是基础，面临着疫情、面临着经

济环境，包括单边主义等等，国内市场

必须抓好。另外利用国内市场做好积累，

也要紧紧盯住国际市场。我们要伴随着

中国建设“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等等，

要很好地提供服务，很好地走出去。工

程机械中国是一个大市场，欧美是一个

大石块，亚太、西亚是一块大市场，还

有一块是“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这

是增长非常快的市场。恰恰我们在这个

市场上占有率超过 60%，我们要很好地

经营好这个市场，另外还要面向高端市

场，这几个方面的结合，按照现在新的

格局、新的理念，有新的做法，下一步

把企业向高质量方面更好地往前走。

关于绿色发展方面，在 12 月 18 日闭

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被列入明年的重点任务之一。

党中央提出，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

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对于煤炭行

业的新形势，赵平给出了以下几点看法：

当前，国家的能源结构特别是化石能源

仍然还是以煤炭为主。赵平给出数据表

示，按照 2020 年的消费结构，煤炭达到

57.5，比去年略有下降，去年是 57.7 的消

费比例，所以在一段时间内煤炭作为我

国的主体能源不会有大的变化。按照党

中央和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

如何做好碳达峰和碳中和这一项重要的

任务，也摆在了能源行业煤炭人的面前。

赵平进一步表示，国家煤炭的储量并

不是很多。如何把煤炭这一块问题解决，

国家还有很多灰采率比较低、浪费比较

严重、生态环境修复压力比较大的问题

存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始终

在探讨的问题。

煤炭也是产能主要的行业，挖掘主要

的产能，这样也就给我们提供绿色发展

更大的场合、舞台和机会。所以作为能

源煤炭行业，也继续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总的新能源

战略的要求，做好能源创新发展，转变

我们的发展之路。

第一个应该树立新的发展理念，这

种就是绿色、低碳这。从绿色勘探、绿

色开采，再到低碳消费，所有的人都应

该有低碳的意识。绿色出行、绿色生活，

这样才能共同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特

别是碳中和需要全体人有一个理念才能

够完成这项重要的任务。

第二点就是要做好科学的规划，把我

们能源的煤炭如何开采好，用我们的新

技术和设备安全、低能、高效地开采和

最大、最高效地利用，这是我们煤炭行

业要考虑的事情。

第三个是我们新能源的开发，特别

是总局这几年也在新能源开发这块做了

大量的工作，包括煤层气、地热能以及

干热岩等的开发研究和更好地利用，怎

么把我们的能源结构比例降到最合理，

新能源这块更多地是在比例上、结构上、

比重上的上升。

第四个，就是我们在整个新技术、信

息和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使我们的煤

炭开采、开发达到最合理、最低碳。这

块新技术，国务院包括八部委在山东济

宁召开了智能化管理现场会、智能化矿

山开采现场会，也主要研究新技术，给

我们传统行业更多的赋能。这是我们也

要重点考虑的。

第五个，要构建新发展的格局，要建

立国家层面的资源采集，统计和信息共

享，建设统一的能源市场体系。

中国还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同时也

是一个能源不足的国家，石油、油气进

口达到 70%，所以在能源利用上中国煤

炭地质总局将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工作。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重创全球经济，

也带来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发

展，商业模式也在加速变革。面对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的民营企业作为

市场上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高皓作为

民营企业家，分享了几点转型经验。

高皓认为，民营企业作为中国社会主

义经济非常有活力的一个群体，第一个

关键词是转型。今年受疫情的影响，包

括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很多民营企业在自身的战略方面

做了很大的转型，包括在数字化方面也

做了很大的转型。一些大的民营企业做

了全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很多中小民

营企业向着专精特新、隐形冠军的领域

更深入发展。同时很多在传统行业当中

的民营企业，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

第二个关键词是传承。改革开放 40

年，很多第一代民营企业到了五六十岁、

六七十岁，未来会经历大规模的代系传

承考验，这是非常巨大的挑战。美国的

赢向未来，新格局重塑发展新优势

■  作者  贾紫璇 数据显示，真正成功的企业从第一代传

到第二代成功率不超过 30%，从第一代

到第三代不超过 13%。东南亚上市公司

当中，在传承的过程中，上市公司的市

值平均缩水了 60%。从世界范围来看，

传承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我们 3200 万家

民营企业，假如说也是 60% 在传承过程

中失败，是 1800 多万家民营企业，经济

增长、税收、就业、社会问题，这也是

未来发展的灰犀牛。面临这样一个全新

的挑战，也有一些民营企业，新希望也好，

碧桂园也好，美的也好，他们都以不同

的方式设计传承路径。希望三千多万家

民营企业未来平稳有序地完成传承。

第三个关键词是财富。传承是财富

的意义，公益是财富的归宿。全球最顶

尖的企业，比如瑞典最大的企业控制三

家世界五百强，ABB、爱立信和全世界第

三大制药企业阿斯立康，但是它的顶层

持股结构是 15 个公益基金会，印度最大

的塔塔集团，有 32 家上市公司，它的顶

层是 22 个家族慈善基金会，台湾最大的

工业企业台塑集团顶层也是公益慈善组

织，所以他们在创造价值的层面是市场

经济，可是在分享财富、分享价值的层

面是社会主义。很多年轻中国民营企业

也向这个方面探索。比如去年万象集团

成立 50 周年，第二代当家人就把万象集

团 100% 股权捐赠出来，这是一家有 1300

亿销售额的大企业。包括宝丰集团，宁

夏最大的民营企业，把每年利润分红的

10% 用于公益慈善写进了公司章程。中

国民营企业不只是在创造财富，而且在

财富运用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期待未

来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各位领导、

央企的各位领导，能够关心关注民营经

济的健康发展，共创中国美好的明天。

在科技创新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作

用，嫦娥探月、北斗指路、天问探测行星，

以及高速列车等等都是我们国家企业的

重大科技创新成果，而且由大企业牵头，

带动促进了中小微创新企业成为新的创

新来源，形成了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

小企业的融合创新，所以国家科技创新

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十九届五

中全会和全国经济工作会议，都特别强

调科技创新。国资国企在科技创新的道

路上也发挥了自身的优势。其中也存在

着一些现实困难。

据罗新宇介绍，科技创新是一个新

的长征，特别是它也经历了很长的磨砺。

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源源不断的资本

支持。但现有的国资管理体制、考核体制、

资本供给体制并不支持。比如我们的基

金五年退出，再加上三年、八年退出。

像这样需要十多年坚持的资本，就会碰

到问题。未来我们怎么样通过政策创新，

把庞大的国有资本转换为长期资本，这

是我们要思考的重要命题。

罗新宇表示，资本也是一个智慧资

本，创新最大的是人。国有企业的体制

怎么样把人的活力激发出来，最近我们

也做了很多的探索，比如科创试点示范

行动、科创基金相关的跟投、科技人员

的持股，这些正在发生变化。只有当中

国最大的资本国有平台，转换成为一个

创新资本、长期资本，中国的科创才会

迎来真正发展的春天。这方面作为国有

企业的领导人也好，还是作为国有资本

的运营平台也好，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使

命。我们也希望在今天这个场合，大家

更多地关注国家的创新，因为这是我们

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最生动、最具

体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