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书记调研徐工，给国企改革怎样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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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的首次调研，来到江苏徐州，考察徐工集团。习总书记肯定徐工
发展，勉励徐工着眼世界前沿，努力探索创新发展的好模式好经验。习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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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的风向标：徐工
徐工集团是一家根正苗红的老国企，作为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已连续 28 年保
持中国第一，也是唯一进入世界工程机械行业前十强的中国企业。
为什么徐工？总书记的到访又将释放哪些信号？将会对国企改革产生怎样的影响？
徐工的混改一度令中国工程机械制造业面临被外资垄断的危机
就在十几年前的国企改制浪潮中，这个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排头兵，徐工集团险些成为外资
大鳄的盘中餐。
2005 年 10 月 25 日徐工集团与美国凯雷公司在南京草签的收购协议，凯雷以 3.75 亿美元
的价格收购徐工机械 85％的股权。
这一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购如果成功，中国工程机械的半壁江山就可能被外资主
宰。
作为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事实上在 2003 年，徐工全年的营业收入就超过了 154
亿元，显然徐工被凯雷收购不仅是贱卖，还会导致中国失去这一战略产业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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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都明白凯雷背后有世界工程机械行业排名第一的美国卡特彼勒的影子，作为工程机械
行业的龙头老大，卡特彼勒觊觎中国市场由来已久，因此一旦此次收购成功，卡特彼勒借助凯
雷占领控制中国工程机械市场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一旦中国工程机械市场被外资垄断，按以往进口外国设备及服务的经验，中国的工程建设
成本必将大幅增加，不可避免地加大中国现代化的成本。如果这一重要产业的改革，不能吸取
汽车产业的教训，那将是非常遗憾的。
断尾求生，徐工走上国企自主发展的正途
所幸，商务部驳回了凯雷的并购申请，至此历时 3 年的徐工凯雷并购案终于无果而终。2007
年徐工不得不踏入自主重生的路上，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徐工仅在当年的收入就突破 300
亿，利润 20 个亿，几乎一年就赚回个（被收购前的）徐工！
2008 年，徐工集团痛下决心退出徐工集团与卡特彼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彻底结束与
卡特彼勒那段一厢情愿、期望甚高却被别人算计得几乎血本无归的“因缘”，徐工集团组建了
自己独资的挖掘机生产企业：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从此徐工迈上良性发展之路，短短
几年，徐工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工程装备制造企业之一。
中商情报 2015/6/25 刊载的徐工介绍：
徐工集团成立于 1989 年 3 月，成立 25 年来始终保持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排头兵地位，位居
世界工程机械行业第 5 位，中国 500 强企业第 122 位，中国制造业百强第 49 位，中国机械工
业百强第 4 位，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规模最大、产品品种与系列最齐全、最具竞争力和影响力
的大型企业集团。徐工集团年营业收入由成立时的 3.86 亿元，发展到 2012 年突破 1000 亿元，
保持行业首位。公司是集筑路机械、铲运机械、路面机械等工程机械的开发、制造与销售为一
体的专业公司，产品达四大类、七个系列、近 100 个品种，主要应用于高速公路、机场港口、
铁路桥梁、水电能源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养护。

历史反复证明，离开外资，中国国企不但能够生存，而且其优秀者的能力和效率不比任何
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差。中国铁道部整合部属国企力量，仅用不到十年时间就把中国从一个铁路
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提升为世界高铁排名第一，新技术的引领者。徐工从一个世界上默默无
闻的中国地方企业，到销售过千亿元，跃居世界工程机械行业第 5 位，仅仅用了不到 8 年时间，
并在许多领域直接和卡特彼勒一决高低。从 3.75 亿美元贱卖，到世界级大企业的戏剧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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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国企给世界经济学家上的国企技术进步最生动的一课，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企
成功的一个范例。
以市场换技术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多是偷鸡不成蚀把米的惨痛教训
1994 年在对外经济贸易部的牵线下，徐工与全球的工程机械行业巨头卡特彼勒合资成立
了徐工集团与卡特彼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双方第一阶段共同出资 1990 万美元，卡特彼勒
认缴 1140 万美元，徐工认缴 760 万美元，双方的出资比例为卡特占 60%，徐工占 40%。
之后卡特彼勒采用跨国公司惯用的亏损战术，即卡特彼勒利用合资公司高价从自己在国外
的公司采购核心设备和相应的财物管理策略，使得合资公司在成立后多年亏损，卡特彼勒则借
机“债转股”增资扩股，徐工集团的持股比例逐渐被稀释到 15.87%。
更致命的不平等条约是，合资合同还约定徐工不能生产自己的挖掘机，在中国基础建设大
干快上、挖掘机市场日益火爆的战略机遇期，徐工却被自己的一纸合约关在了门外。
在这一屈辱的合作中，徐工本以为忍辱负重以市场换技术最终可以成就自己，而残酷的现
实是这个合资公司就是个过时技术产品的组装公司。正像徐工董事长王民后来所说的一样，
“我们拿到的是落后 20 年的技术，还要交付高昂的技术转让费，更为严重的是卡特彼勒还毫
不掩饰地暴露出要吃掉徐工的意图”。
2005 年蓄谋已久的吃掉徐工的战役通过迂回战术到了最后攻坚阶段，白手套美国凯雷公
司出面并购徐工案进展顺利，一路层层过关斩将并草签了合同，离最终批准完成法定程序只剩
一步之遥。这个于 1943 年创立的共产党鲁南第八兵工厂演变而来，经过 60 多年无数艰难岁月
的国企，眼看就要葬送在不恰当的“改革”中。
事实上徐工并购案前，国企与外资混改已经有许多血淋淋的教训。原大连电机厂曾经是我
国最大的电机企业，原大连第二电机厂曾是机械部生产起重冶金电机的排头兵企业。1996 年、
1998 年，这两个电机厂分别与新加坡威斯特、英国伯顿合资，之后被外商控制了经营权和购
销渠道，巨额收入被外方隐蔽，流失境外，企业连年亏损。外资在掏空了合资企业后，收购了
中方全部股权，仅 3 年就完成了“合资、做亏、独资”三部曲。
类似的不恰当的合资不仅没有实现国企解困的初衷，反而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一半以
上职工丢了饭碗，国家多年培育的行业技术自主创新的平台被瓦解破坏，大量投资付之东流，
造成了“包袱被政府背着、债务逃废、税收流失”的局面，市场还被别人轻而易举地占领，未
合资部分只能生产原 41 个系列产品中的 3 个，最终被彻底挤垮。
笔者在《谁是扼杀汽车国企技术进步的元凶》一文中阐述了市场换技术的轿车模式，从上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共和国前 30 年来积累的三大三小汽车制造业家底前前后后共组建多达几十
个合资企业，经过二三十年的“市场换技术”混合所有制改造，虽然在商业上有所收获，却至
今没有一个掌握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技术。特别是混改初期，外方通过各种手段巧妙地阉
割了国企原有的自主创新能力，反倒使中国骨干汽车国企几十年积累下来雄厚的技术和科研力
量大量流失、产业空心化。近年来这些企业终于痛定思痛，开始了重新恢复自主创新能力的艰
难之路。
无数事实证明，中外合资混合所有制改革并非全是“机遇”，而是“危”“机”并存，如
果没有清醒的认识、慎重的对待，甚至最终成为真正的“危机”，令相关产业创新发展的最大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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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值得深刻反思的是，在中国工程机械产业及市场面临被跨国公司垄断的严峻现实面
前，企业和政府内的部分人士未能意识到潜在的问题，为一些“低价出卖”国有资产亮绿灯，
甚至能得到主管部门的批准。除了腐败因素外，是因为长期以来有一股强大的舆论认为国企不
可救药，不卖给外资就永远落后，甚至无法生存。这种妄自菲薄的国企改革就是习近平总书记
批评过，缺乏四个自信的集中体现。
苏东全面私有化不仅教训惨痛，更是民族工业的灾难
上世纪 90 年代，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形成的 30 个后社会主义国家，集体采纳
西方顶层设计的所谓改革“休克疗法”，即依照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条条框框，一夜间窒
息了所有社会主义制度要素：公有制变成私有制，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一党治理变成多党
竞争宪政民主。其中，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的过程，由最初资产平分，到资本迅速向少数人手
中集中，形成垄断，出现像巧克力大王、石油大王、郁金香大王那样的寡头，彻底改变国家的
政治生态，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和形成维护资本利益、西方利益，扭曲国家发展进程的寡头
政治。
更为可怕的是传统战略产业快速消亡。
西方跨国公司兵不血刃地通过股权收购，资本运作，市场垄断，轻而易举地摧毁竞争对手
的战略性产业，全面占领市场，迫使这些国家进入产业“殖民地化”时代。
原有的国有经济人为地突然消失，彻底破坏产业链和经济结构，私有企业就失去像中国改
革中出现的蓬勃发展的土壤，“国退民进”自然无从谈起。
苏东改革有“红利”，不过不是国家和百姓得到实惠，而是西方战略利益、西方国家利益，
以及跨国公司、资本大鳄收获巨额冷战红利，此外，少数原政府官员为主体，利用手中权力和
影响力迅速先富起来的那批人。
波兰是个经常被西方提起改革和经济转型发展的“好榜样”。然而作为曾经经互会的工业
强国，2016 年习近平、李克强分别到访波兰时，波兰政府都一再提出请求中国帮助波兰再工
业化问题。
波兰这个东欧曾经的重工业强国为什么今天不厌其烦地恳求中国领导人帮助他们再工业
化？他们的传统工业在“休克疗法”后短短 20 余年都去哪了？
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向阳红 5 号海洋调查船就是波兰造船的杰作。这还
要从 718 工程说起，为了完成洲际弹道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必须首先完成靶场选点，为此必须
对相关海域进行考察。1970 年，国家海洋局接收交通部广州远洋公司货轮“长宁”号，决定
将其改装成海洋调查船，以完成海上靶场调查任务。长宁号货轮由波兰巴黎公社（Komuna
Paryska）造船厂建造，1966 年 7 月出厂，载重量 16000 吨，航速 16 节，是当时交通部下属
运输公司中船龄最短、性能最优越的船舶之一。
那时，波兰制造代表的是远远领先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发达国家的制造水平。
直到 1979 年我国才有能力建造首艘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向阳红 10”。然而当中国今
天成为世界造船第一大国的时候，当年的造船强国波兰，在私有化的大潮中已经失去造大船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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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克”的何止波兰造船。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捷克、南斯拉夫这些当年的工业强国，
如今全都沦落到靠农业、出卖资源和少量“殖民地化”产业为主要经济的国家，需要再工业化
的悲惨境地。
国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经济的“顶梁柱”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方兴未艾，可又有哪
一项来自这些曾经叱咤风云，冷战年代与美国在许多尖端科技领域争锋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呢？
经济学权威声称有恒产者有恒心，私有化赋予企业家创新能力，“企业家精神”。苏东三
十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国企私有化的残酷现实证明，私有化绝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对于曾
经的公有制经济体，那就是一剂致命的毒药，值得人类社会深刻的反思。
什么样的改革才有红利，才有利于国家利益，人民福祉？
被称作当今世界一代枭雄的普京，公元 2000 年就任俄国总统时宣称“给我二十年，还你
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二十年转眼将至，然而被西方顶层设计“休克疗法”铲除了所谓“制度性障碍”，即彻底
清除计划经济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面私有化浪潮断送国有经济体系的支撑，以及随之被西方
掏空、摧毁了的工业基础，只能依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俄国已经完全不可能在
20 年内重现当年苏联时期所创造过的辉煌。2017 年 12 月 6 日普京正式宣布参加下一届总统竞
选，普京还有当年的豪气吗？
就难怪奥巴马离别总统宝座前不忘讥讽俄国：“他们（俄罗斯）是一个较小的国家、较弱
的国家。除了石油、天然气和武器，他们的经济产不出其他任何别人愿意购买的东西。他们没
有创新。”
奥巴马一语道出真谛：私有化不等于创新，被西方顶层设计改革私有化的俄国，既没有出
现所谓企业家精神的创新、更没有出现市场化国家的创新。事实无情戳穿被经济学家们冥顽不
化鼓吹的私有化原教旨主义精神价值。“有恒产者有恒心”，私有化才有企业家精神、创新动
力，他就忘了，中国还有一句古话是“富不过三代”，恰似告诫有恒产者最容易失去创业的初
心。
苏东改革的教训告诫我们，国企改革制度自信的缺失，自主发展还是委身于外企仅一念之
差，损失的不仅是像徐工这样的如今价值千亿的国有资产和市场，更丧失中国基础工业的主导
权和“顶梁柱”，战略上遗患无穷，并最终直接关系到中国崛起的成败。
试想，在当时的所谓与国际接轨的政治大环境下，外资并购徐工一旦成功，就等于开了一
个危险的口子，同行业和其他制造业的骨干企业都可仿效徐工让外资并购。
有些人可能认为，国企只要守住军工、能源等领域就行，殊不知装备制造业也是一个国家
的战略产业，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体量的国家，它是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国
防体系的基础。如果装备制造业对外资不再设防，缺乏自主的机械装备，也会影响其他产业的
发展。失去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发展，中国想技术上赶超发达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恐怕
就只能是美好的梦想。
习总书记调研徐工时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这从根本上为国企改革把握了前进方向。
缺乏制度自信的国企改革必成为高官高管“私人会所”的饕餮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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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当前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重中之重的大环境下，徐工的改革探
索备受各界关注，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2015 年 11 月 11 日，据徐工集团官网报道，集团董
事长在接受《中国经营报》采访时说：“国企改革必须加快，这样企业将有更加合理的机制和
体制，使内部的员工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徐工的预期是将国有控股降到 25%左右，国家相对
大，但不绝对控股，中间有众多战略投资者细分这个股份，而我们的管理层和技术骨干，参与
部分股份，这个股权不用国家掏一分钱，自己掏钱买。徐工已经在做资产管理计划，包括贷款、
自己砸锅卖铁掏了 2 亿多，现在已经开始推动了，我期望时间是今年年底或明年三月份必须完
成改革。绝对不能拖，因为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也是大家能够形成共识的时机，想把中国经济
或制造企业变成世界级企业，这个改革不可或缺”。
国企一方面为国家所有，国家为企业和员工的发展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与保障，另一方面，
国企的管理层和普通员工，确实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如何平衡好全民与个人的利益，是一个
重要的课题。
同样重要的是，国企要发展面临资金问题，如何把握对各种来源资金的利用，与控股权问
题之间的平衡，也可以说是见仁见智。
但两年过去，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当时徐工部分管理层期望的改革，没有成为现实，可见
高层对国企改革有不同的思路。
2015 年，徐工其实已经是世界级企业，如果相关人士有更长远的眼光，就不会说“想把
中国经济或制造企业变成世界级企业，这个改革不可或缺”。
更为意味深长的是他强调“绝对不能拖，因为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也是大家能够形成共识
的时机”。这个“共识说”有着深刻的背景，因为从经济学权威，到部分官方人士，新自由主
义信徒当时仍能对改革施加影响。比如在 2013 年时，就有官方人士称：铁路方面改革的核心，
是看外部的投资者能不能，愿意不愿意进入，改革是否成功就看这个指标。
“改革是否成功就看这个指标”？
能吸引其他投资者的言下之意，就是铁路要有赚头，这样才算是改革成功。如果单单站在
铁路系统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判断固然有合理性。但铁路这样的行业，对整个国家的战略安全、
经济发展、产业拉动有许多积极影响，当然应该考虑全局，而非囿于局部盈利。
不明白这些高级智囊为什么一定要外部投资者进入中国铁路。非国有资本的外部投资者进
入，未必就能助推铁路发展。
世界最发达国家美国，铁路私人运营，每年从美国联邦政府获得十几亿美元的财政补贴，
无论安全和效率与国企中国铁路比都相去甚远。
2017 年 12 月 18 日美国铁路又出事了，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由西雅图开往波特兰的 501
次列车当天在华盛顿州塔科马以南一处高架路段脱轨，列车上有约 78 名乘客和 5 名工作人员，
事故造成至少 6 人死亡，77 人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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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美国铁路重特大事故频繁发生，2007 年 11 月 30 日，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在芝
加哥南部的一起货运列车相撞事故造成多人受伤。2012 年 11 月 30 日，美国新泽西南部小镇
帕洛斯波罗一处铁路桥坍塌，造成货运火车出轨坠入河中，并导致火车上运载的剧毒氯乙烯泄
漏。2013 年 5 月，则在两周内发生三起事故，导致数十人受伤。去年 9 月 29 日，新泽西州一
列开往纽约曼哈顿的通勤列车冲进车站，造成 1 人丧生，108 人受伤。
中国铁路真的需要走美国铁路私有化的道路，需要“外部投资者进入中国铁路”吗？
在某些经济学家眼中，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志已经不是提高劳动生产力，而是打破“公有制
垄断”，或者说私有化才是“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底；以简单粗暴的“降低国有控股”作为国
企改革的最终目的和“政治正确”。
管理层和普通员工参股确实有一定的激励效果，外部资金也会有积极作用，但如前所述，
需要把握平衡，严守大方向，而不是搞“闯关式”的“改革”。尤其是在混改中起到重要作用
的管理层，不能认为自己“劳苦功高”，急于分股，而应该认识到国家在国企成长过程中的基
础性作用。
徐工部分管理层当年的“豪言”，使得无数国企高管和行业主管紧盯着徐工在这个“最好
的时机”推动的“创新”盛宴。所幸的是，徐工的混改没有这样进行，示范效应可能推动的私
有化浪潮再次被阻断在萌芽状态。
5 年前，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京外考察，选择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
释放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强烈信号，以改革作为切入点和出发点。5 年来，在习近
平总书记的亲自推动下，掀起全面改革大潮，成效和经验有目共睹。
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的首次调研，来到江苏徐州，考察徐工集团，这个前身始于 1943
年创建的八路军鲁南第八兵工厂，近年来自主研发的多种工程机械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产品
销往世界，同时在国家开发智能制造、参与军民融合发展、参加“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取得
重要进展的国有企业，和其它国有企业一道，构成“中国经济的‘顶梁柱’”。
习近平关心的是拥有红色基因的国企如何继续承担中国经济顶梁柱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的徐工调研，为国企改革把脉
习近平总书记在徐工考察期间，结合展板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发展、自主创新、国际合作、
人才培养、党的建设等情况，肯定企业继承红色基因、适应时代发展取得的成绩。他强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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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
柱”。要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使国有企业成为贯
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骨干力量，成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一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国有企业的发展非常关注。2016 年 7 月，他在全国国有企业
改革座谈会上提到，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
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国有企业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前，都肩负着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任。
而徐工的发展，很有借鉴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的到访，应对可以纠正部分人士在国企混改上的
偏误。
“只有基础工业充分发展，才能成为世界强国。”全国劳动模范、徐工集团起重机械事业
部维修再制造分厂调试工孟献群是一名在徐工集团工作了 20 多年的一线工人。聆听总书记的
讲话，让他深有感触。“我们从一穷二白，发展到现在全球行业第五，实属不易。”
这是来自普通群众的声音，决不能让我们数代人艰苦奋斗，发奋图强发展起来的国有经济
毁于一旦。
发展国企、装大国企、捍卫国企是国企员工的责任，也是全体共产党员的责任，它是直接
关系到民族复兴、人民福祉的国家根本战略。
附：徐工机械(000425)十大股东

截至 2017 年 06 月 30 日，有 3 个股东增持，共增持 7968.96 万股，占总股本的 1.14%，
有 2 个股东减持，共减持 3918.19 万股，占总股本的 0.56%。
（ 以上资料来证券之星：http://stock.quote.stockstar.com/share_000425.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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