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咱下转 P2暂

编者按玉

今日 版 第 192期 总第 10502期 企业家日报社出版 值班副总编辑：肖方林 责编：方文煜 版式：黄健 全年定价：450元 零售价：2.00元 2022年 8月 3日 星期三 壬寅年 七月初六

ENTREPRENEURS' DAILY

做 中 国 企 业 的 思 想 者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98 邮发代号：61—85 中国企业家网：www.zgceo.cn 电子版：www.entrepreneurdaily.cn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jrwbd http://weibo.com/qyjrb

8

企业家日报微信公众平台
二维码

中国企业家网
二维码 广告

广告

酿造单位院贵州省仁怀市王丙乾酒业有限公司
出品单位院贵州省仁怀市狄康春酒业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院18586361133 渊沈先生冤

13608529997渊张先生冤

广告

今天发表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

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兼首席专家

李锦为本报提供的星团式管理法研

究成果。

从 2021年 4月以来，李锦在水

发集团蹲点调研。总结党的十九大

以来混合所有制的经验，解剖当前

混改的主要问题，特别对王振钦创

建的星团式管理法从规律层次上分

析，揭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发展

方向。调查深入，内容有针对性，具

可仿照、可操作性。

今天本报发表的调查、评论与

授课报告，星团式管理法是一个新

事物，对我国国企、民企都有很强的

启发意义。

星团式管理法，是山东水发集团董事

长王振钦在 2019年创造的一种新型管理
模式。

星团式管理，是大型企业集团借鉴宇

宙星球公转与自转的规律，按照既定的运

行轨道，对企业充分授权，让企业在自转过

程中充分释放活力，形成既遵守规定，又能

保持充分活力的一种市场化的管理方式。

具体内容为野股权多元袁自主经营袁终端反
馈袁总部赋能冶。星团式管理，运用“大数据
技术+财务中心管控+信息反馈”等多种方
法，集团总部把工作重点放在培养前端企

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和战斗力，提高后端的

资源整合和支撑保障能力，搞好前后端之

间的高效有机衔接，使得集团总部形成授

权与监管相结合、放权与搞活相统一的混

合所有制改革的治理模式。

星团式管理的实质在于，改变传统的

金字塔式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以监督管

理机制的改革，带动公司治理机制、市场运

营机制与分配激励机制的改革，把国企传

统优势和民企机制优势相结合，推动新型

国企的出现。

星团式的管理是诞生于混合所有制实

践的一种新型管理模式，是大型企业集团

在完全市场竞争领域对企业充分放开而有

效管控的一种管理方式。

姻 李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近五年来，随着国企

改革由点向面梯次铺开、范围逐步扩大，国有

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山东有

个水发集团，他们为高质量、优治理的混合所

有制改革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经验。

五年来，水发集团资产总额由 2016年的
322亿元增长到 2021年的 1680亿元，收入由
44个亿增长到 770个亿，利润总额由 1.37亿
元增至 18.5亿元，被人们惊叹为水发速度。
水发在迅速扩大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同时，带

动数百家民营企业和数十万家市场主体发

展。水发高速高质发展的成功关键在于：探索

一个星团式管理模式，创新公司治理、市场运

营、激励约束、监管四大机制，闯出一条可供

混合所有制改革借鉴的管理新路。

认识水发现象，解剖水发稳健发展的管

理之道，是对十九大以来国企改革的最好总

结，也为今后深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

了样本。

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
快速成长的水发样本

水发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水发”），前

身是山东省水利厅下属平台公司,2017年划
归山东省国资委统一监管。从党的十九大以

来，这家来自市场的企业，是山东省混合所有

制改革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效果最好的

省属国有企业。

水发产业以水务、农业、环保、清洁能源

板块为主，由无划拨资产、无注入资金的企

业，怎么可能实现高速高质发展？这是一个

“谜”。水发现象的解剖，将为解开混合所有制

改革几个重要难题，提供极为重要的启示。

有人说“混改就是一个形式，弄到一起就

图的是混资本”。而水发实践告诉我们，他们

实行的多是战略型投资而不是财务投资，要

找“三观一致的”，市场要素“根正苗壮的”，从

源头上解决问题。他们的“应改尽改”，不是数

字上的“混资本”，而是真正的“改机制”。

有人说“混合所有制改革，把这么多民企

弄进来，会不会把国有资产稀释了”。水发本

身是政府没有一分钱投入的企业，用水发集

团董事长王振钦的话说，混合所有制改革是

水发最大的政策机遇。十多年前水发从借款

1亿元起步，五年前营业收入 57个亿，2021
年是 770个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国有

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

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

本功能。这是第一次为国企改革确立了价值

判断标准。水发是三个“有利于”最有说服力

的证明。

有人说“按民企管理，国企规矩丢了，国

有资产流失没有办法”，结果只能用传统的国

企来管理。水发的回答是，混合所有制有新的

管理方法，星团式管理是放得开管得住，国企

规矩不丢，民企活力充足。

水发人斩关夺隘，啃下一个一个硬骨头，

创造出的辉煌，令人惊叹不已。

水发集团以兼并重组的方式，对兴业新

能源的收购可算有代表性的一例。兴业是在

珠海的一家民营上市企业，因为资金困难而

奄奄一息。然而水发看到新能源的发展前景，

以 9亿元收购。水发关注投资、布局、财务和
合规经营等重大事项，只派去董事长与财务

总监，而总经理和经营管理由原班人马负责。

在水发充分信任、授权与支持下，兴业能源的

活力得以充分释放，大规模实施股权激励，覆

盖近 200名核心管理和技术骨干。类似这样
的困难企业，水发兼并重组达 300家以上。
从党的十九大以来，水发集团坚持深化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六大变化”。

一是规模质量效益的野跃变冶遥 2021年与
2016年相比，集团资产总额五年增长 4.2倍；
营业收入五年增长 16倍；利润总额五年增长
12.5倍；经营性现金流净额由负值增至 54.3
亿元；利润过亿的实体企业由 0户增至 9户。
集团 2021年首次进入中国企业 500强，位列
中国企业 500强 434位、全国水利企业 100
强首位。这种反差之大，在国内是少有的。

二是创新成果的 野质变冶遥 研发费用从
2019 年的 7520 万元增长至 2021 年的 7 亿
元；高新技术企业从 2019年的 11家增至 74
家，增长速度和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在省属企

业遥遥领先；科技型中小企业从 2019年的 1
家新增至 5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从 2019
年的 3 家新增至 23 家；省级研发平台从
2019年的 10个增加到目前的 32个；授权专
利由 2019 年的 707 项增加到目前的 2707
项。组建院士工作站 5个、博士后工作站 1
个、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2家。一批研发成果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 本报评论员

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

下，中国国有企业管理不能长期沿用传统的

管理模式，也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管理理论，应

紧密结合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实践，有所创

新，有所进步。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关于加

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指导意见》，把治理现

代作为世界一流企业标准，这就使得国有企

业管理创新的任务，更为迫切地摆在我们面

前了。

最近，国务院国资委在京举办中央企业

负责人研讨班与地方国资委负责人年中工作

视频会议。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关于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部署要求，部署开

展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按照《关于开

展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的通知》，到

2022年，国有重点企业基本形成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

业管理体系，企业总体管理能力明显增强。同

时，一些新的模式开始出现。

一种新的管理模式的产生，必是时代的

驱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近五年来，国有企

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由点向面梯次铺开、范围

逐步扩大，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有力推动国

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然而，国有企业混合所

有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管理方法也需要

变革。山东有个水发集团，借鉴宇宙星系运行

规律，以“多元持股、自主运营、终端反馈、总

部赋能”经验，创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星团式

管理体系，在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制衡机制完

善前提下充满活力自转，按轨迹运行。做到

“混得快、放得开，管得好”，从而走向高质量、

优治理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新阶段。这是混合

所有制改革深化时期的一种企业管理模式。

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

说过：“在人类历史上，还很少有什么事比管

理学的出现和发展更为迅猛，对人类具有更

大和更为激烈的影响。”我们发现，星团式管

理法这一新的管理模式，正是伴随混合所有

制改革的一系列制度创新来到我们面前的。

到 2018年底，水发企业混改面和资产混改面

已经分别达到了 75%和 78%，法人企业达 500

多家，“星团式管理”，便成为放得开、管得住

的最佳选择。这种管理模式，搭建起以公司制

为核心，以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

效制衡为特征的公司治理机制，建立了市场

导向的经营机制，实是创新公司治理、市场运

营、激励约束、监管四大机制，闯出一条可供

借鉴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管理新路。基于当前

及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

制改革的深化，星团式管理模式的提出，是有

积极意义的，可望成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

改革管理思想史上的新坐标。

认识水发现象，解剖水发稳健发展的管

理之道，是对十九大来特别是国企改革三年

行动以来国企改革的最好总结。不仅对于明

确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培育更多产

权多元、治理现代、激励有效、自主经营的混

合所有制企业，而且对于加强现代管理、建设

世界一流企业，具有样板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完善企业治理模式和经营机制，真正确立

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增强企业内在活力、市场

竞争力、发展引领力。他从国家治理高度多次

提出国企治理，强调模式创新。在中国，建设

世界一流企业，应该打造具有中国智慧、中国

魅力、中国活力、中国话语权的治理现代新模

式，以引领国有重点企业对标世界一流管理

提升行动走深走实。

显然，治理现代化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应

该是有中国特色的治理。当然，水发管理模式

也不是万能的，是在完全市场竞争企业的一

种管理模式，是相对控股企业的有效管理途

径和办法。对待资源能源类企业，不能一概采

用。当前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正在深化，还需

要深入探索，呼唤更多、更好、更为有效的管

理模式出现。

评论玉

在深化改革中推进国企管理模式创新

名词解释玉

王振钦与星团式管理法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新标杆
———水发集团星团式管理模式的调查与思考

荫水发集团在新疆种植棉花 400万亩袁产量占全国的 20%遥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水发集团作为差异化管控企业的创新，形成“多元持股、自主运营、终端反馈、总部赋能”

经验，创建星团式管理体系，做到“混得快、放得开，管得好”，走向高质量、优治理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新阶段。这不仅对

于明确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而且对于加强现代管理、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具有样板意义。

相关链接玉

日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在新闻发布

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答复称，党的十八大

以来，国资委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

出主业、提高效率的总体要求，主要从几方

面开展工作：一是统筹做好混改的把关定

向；二是持续完善混改的制度体系；三是积

极拓宽市场化的引资本渠道；四是着力深

化系统性“改机制”工作。

下一步，将坚持“三因三宜三不”的原

则，围绕深度转换经营机制等重点工作，进

一步指导混改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发

挥战略投资者的积极作用，切实维护各方

股东的权利，建立健全灵活高效的市场化

经营机制，以混促改，务求改革实效。

国务院国资委积极稳妥深化混改：
以混促改，务求改革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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