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建议：

东北设立混改试验区 为国企注入新鲜血液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希望大家不要给东北打这么

多标签，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曾经

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极其重要的贡

献，输送过大量的木材、石油、煤炭、

钢铁等资源，也输送了大量人才。事

实上各地营商环境都有一个不断改

善的过程，东北也在努力改善。比如

吉林省就设了一个软环境办公室，

专门负责市场营商环境的监管评

价。 ”谈及东北投资环境现状，全国

政协委员、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主任张占斌不无感慨地说，“从低潮

往高潮走总有个过程， 将来会再创

辉煌。 ”

张占斌认为， 过去东北国有企

业比重高。计划经济思维尾大难掉，

改革开放后未能及时跟上全国发展

的步伐， 导致积重难返。 今年两会

上，张占斌的提案是建议“在东北地

区设立混合所有制改革试验区”，引进

新的资金， 民营经济甚至外资经济，

“把一些经营理念， 一些新的技术，包

括市场营销新模式， 都慢慢带进来东

北。 ”同时，希望国家给东北更多政策

和自主权， 激发地方主政者更有积极

性推动实施。

“东北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 当

前，国有经济比重过高、重化工国有企

业偏多、 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竞争活

力不足、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新兴产

业发展偏慢等问题和矛盾依然没有缓

解。 ”张占斌认为，针对东北国有经济

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

盾， 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

东北振兴的重中之重， 因此应加快东

北地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程， 加大

东北地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力度，建

议在东北设立混合所有制改革综合试

验区。

改革如何实施？ 张占斌提出四点

建议。首先是制定一个整体实施方案，

搞好顶层设计。 希望由国务院领导牵

头，国家发改委具体组织实施。国家发

改委组织国资委等有关部委和东北各

地部门，深入开展调研论证、制定切实

可行的 《加快推进东北地区混合所有

制改革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 报中央

审批。

其次， 下大气力进行体制机制创

新，创造宽松的体制机制环境。张占斌

认为建立完善鼓励改革创新和容错的

机制， 深入推进东北国有企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继续抓好 “三去一降一

补”和自身治理结构建设，完善投资、

金融、土地、科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等配套措施，为混改创造有利条件。

同时， 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

条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着力构建东

北地区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市场体

系构建， 健全产权流动保护的法律体

系，优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营商环境。

提升民营企业的管理现代化和治理结

构规范化水平， 增强与国有企业联姻

对接、交叉融合的能力。

最后，张占斌指出，要创新国企

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推进东北地区

国有资本多元化进程。 以混合所有制

改革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契机、 为平

台，组建符合东北域情的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牵线搭桥，积极吸引社

会资本和外资。 同时也要适当降低和

放宽国有经济股权“门槛”，盘活“混

改”的资金池。

全国政协委员、奥克股份董事长朱建民：

优化营商环境 增强东北振兴信心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全国政协委员、奥克股份董事长

朱建民认为，所谓“投资不过山海关”

造成东北的投资营商环境的落差，存

在内外部的复杂因素。 朱建民表示，

近年来辽宁的营商环境也有一些改

进，但是和许多省份相比，差距在加

大，尤其是与企业投资经营相关的政

策法规的改革开放相对滞后，影响了

企业在辽宁的投资与发展。

政治生态显著改善

朱建民表示， 东北作为老工业

基地， 计划经济带来的惯性思维导

致企业和群众习惯了听从国家安

排，久而久之计划性思维根深蒂固，

缺乏对市场的关注。 但改革开放以

来，由市场主导生产，主导资源配置，

全面竞争之下， 东北的固有计划思维

就显得日益陈旧僵化。

主观原因上，东北尤其是辽宁发生

的经济数据造假问题，也损伤了政府信

誉， 让投资者和市场对东北失去了信

心。 “如果政治生态不好， 市场不讲诚

信，企业运作不是围着市场走，而是找

关系，这样企业就没法办。 影响营商环

境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生态。 ”朱建

民表示，去年辽宁政府工作报告对过去

出现的问题、偏差，丝毫不回避，勇于承

认经济数据出现水分， 这就是实事求

是，这是政治勇气，这也显示辽宁的政

治生态发生了显著改变。

朱建民认为， 要让企业在优化营

商环境上有获得感， 政府就应该首先

依法依规解决那些近年来遗留的对待

企业， 尤其是对待民营企业的缺乏契

约精神的不诚信、不守约的问题，理好

旧账， 让以往在辽宁投资和发展的企

业真正感受到营商环境的优化。

创新思维振兴东北

“我所在的辽宁省，发展势头是十年

来最好的，大家逐渐勇于创新，崇尚实

事求是。 从各方面看，我觉得这一轮的

东北振兴真的不一样， 肯定会成功，而

且必须成功。 ” 作为辽宁省工商联副主

席，朱建民对辽宁的发展有着独到观察。

朱建民认为，东北地区工业基础、

工业文化的优势是强劲和雄厚的。 这

些年总找不到感觉，存在多方面原因。

这几年通过努力， 经济发展开始慢慢

走出低谷。 朱建民指出，东北地区，尤

其是辽宁省聚集了很多大专院校和科

研院所，科研基础条件非常好，只是这

些年很多科研成果墙内开花墙外红。

现在国家正加大力度加快建设创新型

国家，一些方针政策更趋科学合理。

“不妨将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与这

一轮东北振兴相结合，在辽宁建设科学

技术转移转化试点，也算是一举两得。 ”

朱建民认为，目前国家正在实施的一系

列促进国内发达省份和东北老工业基

地的对口合作新举措算是走对了路子，

老工业基地的适应能力也在明显提升。

哈电集团董事长斯泽夫：

“共和国长子”转型慢了

所以得更努力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如果有合适的项目，哈电会考虑在黑龙江、

在东北投资，营商环境的问题哪儿都有。 ”在接受

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哈电集团董

事长斯泽夫多次为东北“正名”，表示当地政府正

在积极优化当地经济环境，已经显现成效。

2016

年起执掌哈电集团的斯泽夫， 此前曾担

任四川德阳市副市长， 其后多年任东方电气董事

长。 去年年底，哈电集团作为首批混合所有制改革

的央企试点，完成公司制改革，驶上改革快车道。以

哈电集团为代表的先进装备制造业要如何转型升

级，也成为管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一个落点。

东北投资环境总体向好

对于目前全社会关注的东北经济环境问题，

以及企业如何在这种环境中求得发展， 斯泽夫表

示，东北确实面临着商业氛围不够，人才和人员流

失严重等问题，但“并不像大家说的那么可怕”。他

认为当地政府为营商环境改变付出了相当努力。

“问题基本都能及时解决。 有时候也会遇到个

别棘手的情况，但不仅是在东北，在任何地方也都

可能会遇到。”斯泽夫举例称，在某些子公司的注册

登记和工程验收上， 前些年政府急于招商引资，某

些工程手续不全就先行开工建设，如今验收交付遇

到困难。 “这些是历史遗留问题， 哈电自己也有责

任。 ”斯泽夫表示，当地政府正在积极协调解决。

“东北投资环境总体是好的。 ”斯泽夫称，若有

合适投资项目， 哈电集团投资仍将选择东北投资。

一方面是因为哈电集团总部就在东北， 产业基础

好，在人员安置等方面也有优势；另一方面，哈电本

身也希望为黑龙江和东北的经济发展多做贡献。

“转型不转行” 谋高质量发展

由国家“一五”期间前苏联援建的

156

项重点

建设项目的

6

项沿革发展起来的哈电集团

,

被称

为“共和国装备制造业的长子”，是我国的装备制

造行业“老大哥”，也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同辙共

轨。 目前哈电集团占据国内

1/3

及以上的火电和

水电发电设备市场， 去年还推出了世界单机容量

最大白鹤滩首台座环、海外首堆“华龙一号”核电

机组蒸汽发生器、 我国首台国产化

AP1000

追加

主泵屏蔽电机等一批创新产品。

转型之困同样萦绕着

2016

年“空降”至此的

斯泽夫。 去年审计署发布的审计结果显示，

2015

年哈电集团存在着大量未处理的低效无效资产，

在企业重大决策和内部管理方面审计也有部分问

题，公司已做出整改。

因此，首先要市场规律主动调整产业结构。斯

泽夫坦言，火电是让哈电非常“纠结”的一块。哈电

集团因火电而生， 后来逐渐发展出水电、 核电设

备，目前火电仍占据高达

67%

的资产比重。 过去

受苏联模式影响，国企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现在

已不能再盲目追求规模、追求全产业链，而是要从

工艺流程上再造， 进行全球范围内的采购，“把该

甩掉的包袱甩掉，轻装上阵”。

目前哈电集团

90%

以上的优质资产都集中在

哈尔滨电气、

ST

佳电两家上市公司，斯泽夫认为，

第二大转变就是由过去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转变

高质量的发展，做强做优，更好地回报投资者。

最重要的就是“转型不转行”，坚持集团多元

化、企业专业化发展。

“哈电转型慢了。”斯泽夫说，目前国内优秀的

装备制造企业早都在转型。与东方电气相比，哈电

总资产比东方电气低，净资产收益率较低。在产业

布局上，东方电气在风电、太阳能装备和燃料电池

等新兴产业上都已落子。在斯泽夫看来，这些和主

业相关的布局也是考虑方向。

“过去好的时候都没追上别人，现在要想轻轻

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转型发展，那不可能。哈电

必须得比别人更加努力，更加辛苦才行。 ”斯泽夫

用“肩负重任，砥砺前行”概括目前哈电的形势：

“也许我们不能成为

GE

（通用电气），但我们可以

向世界上所有优秀公司学习，解决这些问题。 ”

【编者按】： 今年年初，“控诉亚布力” 、“雪乡宰客” 等事件爆

发，再度引发业界对“投资不过山海关” 的热议。当地人对此怎么看？

东北营商环境究竟怎么样？带着这些问题，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采访

了来自政府部门、高校、东北国企、民企等不同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

倾听他们的心声，感知他们对未来的期盼。

政治生态需要修复、 经济结构亟待调整……振兴东北不可能一

蹴而就。 不过值得欣喜的是，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企业界人士，大家

都不回避问题，并在求解路上积极探索。 “爱之深，忧之重” ，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东北不能缺席，我们期盼广袤的黑土地再燃激情、再写

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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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盘锦市副市长潘元松发出投资邀约

东北经济正在复苏 千万不要放过投资机会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外界关注东北营商环境，首先

说明大家很重视， 东北振兴在国家

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 另一方

面， 也说明大家对东北充满了期

待。 ”全国政协委员、盘锦市副市长

潘元松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GDP

挤水分”后的东北经济正

在复苏，“希望有眼光、 有远见的企

业家， 千万不要放过在东北投资的

机会”。

营商环境需多方考虑

潘元松认为，在谈营商环境时，

大家很容易忽视人文环境因素的重

要性。从晚清开发东北，到民国时的

“闯关东”， 再到新中国把东北作为

重工业基地来进行建设， 东北人来

自五湖四海，东北话最接近普通话，

通俗易懂。因此，东北天然具有开放

性和包容性， 来东北投资的企业家

和创业就业的人才， 不容易产生被

孤立在当地人圈子之外的感觉，更

容易融入当地社会。

营商环境与当地的资源、交通和

工业基础、 生态环境等也密不可分，

潘元松认为， 以辽宁来说， 土地、矿

产、海洋资源都非常丰富。 交通上，该

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路网密度

位列全国前列，渤海湾更是距离俄罗

斯远东地区和蒙古国的最近出海口。

此外， 除了拥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外，

从生态环境角度看，整个东北地区有

大片的原始森林和湿地，盘锦市拥有

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面

积超过

800

平方公里，这些在招商引

资、吸纳人才方面很重要。

“我们不能回避东北发展中遇

到的问题。首先东北寒季太长，对一

些产业和外来人才形成了天然的障

碍；其次，东北整体产业结构以重工

业为主， 受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周期

波动的影响非常明显， 需要从国家

战略的角度逐步调整。 ”

潘元松强调称， 辽宁经济发展

中遇到的问题， 还和此前政治生态

恶劣、弄虚作假成风、

GDP

盲目注水

有关。此前王珉主政辽宁，拉票贿选

导致一大批干部卷入其中， 政治生

态遭到严重破坏，干部作风浮躁，严

重破坏政商关系， 违背经济规律，

“数字出官，官出数字”频繁发生。

“刮骨疗伤” 已现复苏

过去数年，辽宁经过了一场“把

经济数据做实”的刮骨疗伤。 潘元松

表示，近年来辽宁大力修复和净化政

治生态， 从

2015

年起开始对生产总

值、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等指标

“挤水分”， 这也是辽宁的经济数据

“垫底”的原因之一。 “我们自己的体

会， 东北经济并不是断崖式下跌，情

况没有数据体现的那么严重。 ”

潘元松列举了一系列数据：

2017

年度辽宁生产总值是

23942

亿元，比

2016

年度增长

4.2%

。 财政收入为

2390.2

亿元，增长

8.6%

。 这说明辽宁经

济筑底企稳向好的态势已经很明显，财

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比生产总值的增长

速度要高一些， 说明经济增长质量较

好。 同时

2017

年辽宁的登记失业率为

3.8%

，远低于国家控制的

4.5%

。 盘锦更

低了，去年的失业率才

2.86%

。 这也说

明辽宁的经济宏观形势是比较好的。

潘元松认为， 数据的背后反映了

良好的政治生态对经济健康发展的促

进作用； 与此相适应的是新的动能正

在形成。 去年辽宁新登记的市场主体

一共是

62.9

万户， 每天新增加

1722

户， 这也证明了辽宁的创业创新态势

良好。

具体到盘锦市，潘元松感触更深。

2017

年度盘锦市的固定资产投资

603.9

亿元， 仅微增

0.4%

。 但可喜的

是，在这些固定资产投资中，投入第二

产业的是

308.57

亿元 ， 占比超过

50%

， 而且投入第二产业的增长幅

度达到

11.2%

， 说明盘锦的实体经

济投资增长比较明显。 从投资主体

上看，国有资本的投资是

119.99

亿

元，下降

22.76%

，非国有资本的投

资是

483.88

亿元， 同比增长

8.5%

，

这也意味着投资的来源更加多元

化，民间投资活力更强。

“盘锦城市人口规模不大，但我

们去年实际到位的外资是

1.97

亿美

元，增长

6.7%

，实际落地实施的亿元

以上的外商投资项目一共有

10

个。

可能你们觉得比较小，但对于盘锦已

经是不小了。 ”潘元松说，去年台资企

业联成化学在盘锦追加投资

26

亿，

新建锂电池铜箔项目，长春石化在盘

锦追加投资

17

亿，新建顺酐项目；新

加坡益海嘉里投资

4

亿元在盘锦发

展大米深加工项目，都说明了有外商

和外资愿意在东北扩大投资。

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投资也不少，

2017

年落地实施的亿元以上的内资项目

达

81

个，其中中储粮东北物流综合基地

等

10

亿元以上的项目有三个。

“这些较大的投资主要来自于境外

和关内，谁说投资不过山海关？ ”潘元松

说， 稳定的法治环境对投资环境很重

要，辽宁出台了国内首个营商环境条例

作为制度保障，设立了营商监管局的组

织体系，加上政治生态的修复，全省各

级干部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正在全力建

设营商环境最优省，盘锦市也在全力打

造营商环境最优市，进一步改善当地的

政务服务环境。

“一句话，东北是一块宝地。 我们有

好的政策，有好的环境，有丰富的资源，

有发达的交通体系，特别是有奋发有为

的干部队伍。 ”潘元松呼吁，“耳听为虚，

希望有眼光的企业家，到盘锦、到辽宁、

到东北来实地看一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