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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上市公司应成为提高
上市公司质量的排头兵

从全线亏损到 7000 亿营收巨头
中国五矿如何跨越生死线

用来监督社交距离的激光雷达
竟然还会损害视网膜
LiDAR 运动传感器广泛使用在自动驾驶或数字 3D
建模中，有人指出它可能会伤害视网膜。 

ATTENTION   07  >>

华为：对自己都不狠，哪来的战斗力 

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华为这样一个大基数的公司保持
如此旺盛的增长？

VISION    04  >>

6 个涨停后 ST 亚星与景芝酒业
跨界联姻宣告失败 
景芝酒业借壳上市的希望仅仅持续了 7 天，就再一次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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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防腐措施与推进国企改革把防腐措施与推进国企改革
三年行动统筹起来三年行动统筹起来

国务院国资委举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暨警示教育大会国务院国资委举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暨警示教育大会

■  作者  郭梓维

■  作者 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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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宋志平

截至 2020 年 11 月 8 日，我国共有国有上市公司 1151 家，

其中央企上市公司 394 家，地方国企上市公司 757 家，国

有上市公司数量占整个上市公司总数的 28%，但是市值占

到全市场总市值的 44%。

2020 年是上市公司发展的而立之年。30 年来春华秋实，

上市公司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少质

量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

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

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证监

会在去年 11 月印发了《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行动方案》，

2020 年 3 月出台了新修订的《证券法》。10 月 9 日，国务

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 下简称

“意见”)，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作为目前上市公司的重中

之重的工作来抓。这个意见里，也专门讲到上市公司协会

要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方面充分发挥自律管理作用。作为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我深感责任重大。

深刻认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意义

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基石。高质量的

上市公司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重要主体。高质量的上市公司也是我国从容应对

国内国际疫情变化、恢复经济的生力军。

经过 30 年发展，我国上市公司数量迅速增加，质量稳

步提高，已成为全球市值规模第二的股票市场。截至 2020

年 11 月 8 日，境内上市公司已达 4087 家，总市值为 76 万

亿元，相当于 2019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76.85%。这

三十年来，上市公司从资本市场累计募集基金 13.6 万亿元，

累计现金分红 8.36 万亿元，分红率达 60%。仅 2019 年，我

国上市公司分红就达 1.36 万亿元。我们也涌现出一大批非

常优秀的上市公司，积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国际竞争，

在业绩、市值、分红等方面都做得很好。应该说，上市公

司发展的 30 年创造出了全球瞩目的成绩。上市公司是我国

企业的“优等生”，是我国经济的“压舱石”和“定盘星”。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做优做强上市公司对我们国家经济发

展具有重大意义。

但从另一方面看，的确还存在着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

方，如公司治理有待进一步规范、信息披露质量、运营质

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等。这些问题和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及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不相适应，亟待改善和解决。

2005 年 , 国务院批转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

的通知》，到 2020 年已经有 15 年了。这 15 年里面，我们

国家围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做了大量的工作。习近平总书

记也非常重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和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发

展，多次指示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党中央国务院最近

几年也有过多次部署，证监会也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作为

核心工作。在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2019 年年会上，易会满主

席专门讲到要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作为我们的中心工作，

同时对上市公司董监高关键少数提出了“四个敬畏、四条

底线”等原则性要求。可以看到，国务院《意见》是在资

本市场三十而立的关键时刻出台的，对于如何进一步规范

市场、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如何让我们的资本市场发

挥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要抓好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重点工作

《意见》提出要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大力提高

上市公司质量，并从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推动上市公

司做优做强、健全退出机制、解决上市公司突出问题、提

高违法违规成本、形成工作合力等六个方面，提出了 17 条

具体举措，既为上市公司整体质量的提升提供了方向性、

引领性的制度安排，也提供了很有针对性的具体安排，找

准了影响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回应了市场各

方的关切，同时也对上市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举

措和建议正在稳步落实。

TECH   10  >>

1 月 28 日，国资委党委以视频方式召开国资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会议暨警示教育大会，总结 2020 年工作，开展警示教育，部署 2021

年重点任务。

会上，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在谈及 2021 年工作时强调，2021 年

国资央企要更加坚定自觉做到“两个维护”，持续惩治国企腐败问题，并

把防腐措施与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统筹起来，推动形成严格有效的监督

体系，不断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战略目标。

郝鹏指出，2020 年国资委机关、中央企业和直管协会各级党组织按照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切实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决履行“两个维护”

重大政治责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治理腐败效能不断增强、

持续扩大；坚持不懈纠治“四风”，作风建设抓细抓小、走深走实；加大

国有企业反腐力度，专项整治工作进展良好、初见成效；全面贯彻巡视工

作方针，巡视和巡视整改工作持续深化、巩固提高；健全国资监督工作体系，

“两个责任”深入落实、贯通联动，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营发展提供

了坚强保障，有力促进了国资央企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推动中央企业为

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

郝鹏强调，2021 年国资央企要深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针，旗帜鲜明

讲政治，深刻把握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的要求，不断提高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更加坚定自觉做到“两个维护”，深

刻认识腐败的政治危害性，知难而进、坚定不移反腐败，充分发挥全面从

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以全面从严治党新作为新成效推动国资央企改革发

展和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进步。

持续惩治国企腐败问题，并把防腐措施与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统筹起

来，推动形成严格有效的监督体系，不断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

推进战略目标。持续深化专项整治，深入排查企业存在的腐败隐患和国有资

产流失风险，及时有效拓展专项整治领域和效果。毫不松懈纠治“四风”，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滋生蔓延，让新风正气不断充盈。牢牢把握政治巡视定位，开展专项巡视，

深化巡视巡察整改和成果运用。坚决履行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确保“两个

责任”落实到位，不断提升新时代正风肃纪反腐的能力和水平。

中央纪委副书记傅奎出席会议并讲话指出，2020 年国资委党委和中央企

业党委（党组）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发生明显变化、

取得新的成效。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和中央企业纪检监察机构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以有力有效的监督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和国有企业提供了坚强保障。

傅奎强调，做好 2021 年国资央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认真学

习领会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新任务新要求，

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更加突出政治监督，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

要持续加大反腐败力度，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坚持“三不”一体推进，一刻

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

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贯通融合“两个责任”，推进国资央企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完成从负债 168 亿元到营收 7000 亿元、累计利润 669 亿元的跨越，中国

矿业巨头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五矿）只用了四年。

2020 年，中国五矿全年营业收入 7016 亿元，同比增长 15%；净利润同比

增长 36%；2016 年至 2020 年，中国五矿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年均

分别增长 13%、50%、121%，经营性现金流净流入累计 1816 亿元；“十三五”

期间，中国五矿累计实现利润 669 亿元，累计上缴税费 1051 亿元。

“中国五矿超额完成了国务院国资委考核任务和年度预算指标，并创下

了史上最好经营效益。”中国五矿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国文清在最近召开的

2021 年度工作会上如是总结。

多位改革人士认为，经济寒冬中，中国五矿代表的金属矿产传统产业能

够逆势腾飞，并非易事。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国务院国资委推行“国企改革

三年行动”，全面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聚焦主责主业，发展

实体经济，在主业中实现转型升级。

五矿风云

“2020 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大宗商品、铁矿石价格在下半年起

飞，受益于此，中国五矿下属的中冶集团效益向好。”有中国五矿人士这样解

释集团为什么能够在 2020 年取得史上最好业绩。

更多学者认为，中国五矿是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的一

个成功案例。

“开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是近年来国务院国资委授权经营体制

改革的关键之举，如今成效已现。”经济学与公共政策学者范必对《企业观察报》

说。

中国五矿经历过这样的危机：

2015 年，全球有色金属及黑色金属等原材料产业进入深度调整期，黑天鹅

效应下的中国五矿孙公司五矿营口中板有限公司，受中厚板钢铁价格大幅下跌

的影响严重亏损，当年公司总资产 160 亿元，总负债 168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