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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国资国企改革寄予厚望，他强调，要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壮
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肩负着市属国有企业“出资人”的历史使命，2005年，宁波市国资委正式组建。
十余年来，全市国资系统不仅探索出了一条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的“宁波路径”，也在服务国家大局和城市发展、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等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大批更有活力、更有效率和影响力的国有企业脱颖而出。
未来，宁波国资国企将按照“六争攻坚、三年攀高”要求，拉高标杆，逐梦前行，挑起宁波高质量发展“大梁”。

核心
提示

宁波国资国企宁波国资国企：：勇担勇担高质量发高质量发展展““新使命新使命””

国企改革一度被称作“最难啃的骨
头”。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动力不足，体
制难题长期困扰着国企。

迎难而进，矢志不渝。十余年前，宁
波市委、市政府作出重大决策，组建宁波
市国资委，代表市政府对市属国资企业行
使“出资人”职责，对国企的监管和保值
增值负责，依法对市属经营性国有企业资

产进行监督管理，维护所有者权益。
近几年来，市国资委坚持立足实际，

勇于创新，在党的建设、法人治理、分类
监管、授权经营、国企混改、考核激励、
风险防范、责任追究、容错纠错、职能转
变等方面积极探索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在
探索市场化经营管理、实施薪酬与激励改
革、规范员工持股等方面走出了一条“宁

波路径”。
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例，截至 2018 年

底，市国资委 24家监管企业中有轨道、交
投、商贸、原水、供排水等 5 家企业在集
团层面实行了股权多元化；137家竞争类子
企业中，74 家已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造，混
改率达54.11%。

宁波市属国企正以市场化为引擎阔步
前进。宁波城投旗下的宁波科环新型建材
有限公司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造、员工持股
后，实现经济效益、绿色发展双丰收，探
索出了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的
新路径。去年 6 月，宁波报业集团与万科

“混改”后打造的“教育+文化+商业”教
育综合体芝士公园发展良好。

下一步，市国资委将侧重资源、市
场、技术、资质等方面，引入各类战略投
资者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产业集团
层面混改，分类推进子企业混改；有序推
动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探
索开展科技人员股权激励；在房地产开
发、基金投资管理等市场化竞争充分的行
业，探索开展管理团队核心和骨干人员参
与项目跟投，充分激活经营团队积极性；
鼓励企业通过以战略投资+财务投资、创
投基金、风投基金等形式，提前布局战略
性新兴产业、高端成长型产业；鼓励通过
并购重组上市公司资源，提升国有资产证
券化水平，进一步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

体制改革，国企展现新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通过加强和完
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
企业党的建设，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
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近年来，宁波市国资委始终坚持党的领
导、加强党的建设，深入实施“强根固魂”工
程，全面组织“党建争强、质量提升”专项行
动，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国企党组织的领导作用进一步发挥，党
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国企的竞
争优势、发展优势，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
业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压实“主体责任”。宁波市国资委
狠抓党建主体责任落实，除开展述职评议
会，还从考核上下功夫，制定完善了党建
工作考核办法。明确要求党建工作考核在
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综合考核体系中的权

重不低于 20%，把考核结果与领导人员任
免、薪酬待遇、评先评优等直接挂钩，并
进行排名通报，督促抓好问题整改。

——狠抓“第一资源”。面对日益激烈
的市场竞争，宁波市国资委牢固树立人才
发展理念，奋力培养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
化的市属企业干部人才队伍。全面推进以
优秀出资人代表、优秀经理人为重点的

“五个一”人才队伍建设，打造市属企业领
航人才品牌，首批“五个一”111名优秀人
才入库。进一步完善市场化选人用人机
制，36 家市属国企二三级竞争类子企业完
成职业经理人制度试点，选聘职业经理人
88 人，强化契约化管理。积极搭建引人聚
才平台，共引进各类科研院所 14 家，院
士、博士后工作站7家，研究院2家。

——建强“战斗堡垒”。坚持“一切工

作到支部”，全面开展党组织“堡垒”星级
管理，把支部建到项目一线，让党旗高高
飘扬在“红色工地”。集中开展基层党务工
作者轮训，全面开展支部书记“向我看
齐”践诺创先活动，发挥“领跑者”作
用。全面深化“锋领国企”行动，建强
APP 线上党校，常态开展立功竞赛、技能
比武等活动，带动全体党员对标提优，勇
当“六争攻坚”排头兵。

——打造“红色品牌”。大力推进“一
企一品一阵地”建设，推动党的领导与企
业发展相融相促、互联互通。打造项目党
建、乾坤党建、山海党建、锋领甬水，以
及轨道交通、交投营运、兴光燃气等企业
基层党建服务品牌共 32个。阵地标准化亮
显化建设扎实推进，基层党组织党群活动
中心等红色阵地建设实现了全覆盖。

坚持“红色领航”筑牢国企“根”和“魂”

天一广场天一广场

当前，宁波正全力打造“246”万千亿级产
业集群，企业亟需资本“输血助力”，国资正是
助推“宁波创造”快速发展的核心力量。

“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入，除了资金方面的支
持，最重要的是在管理的规范化上对我们帮助很
大。”此前的一次采访中，宁波菲仕电机技术有限公
司总裁任文杰表示，在获得投资不到4年的时间
内，企业生产的伺服电机产品已在国际市场上具备
了知名度，正向IPO发起冲击。

菲仕的快速发展，是甬企以国有资本为跳
板，实现快速发展的缩影。

目前，已有 120 家甬企获得了 14.4 亿元的
投资，其中初创期企业占到了三成。江丰电子、
信威通信、海兴电力、华培动力等 4 家企业已
在沪深主板上市，航天宏图在科创板首发上
市，5家企业被上市公司收购，7家企业已申请
IPO。

国有资本引导下，大量民间资本、民营企
业向集成电路、半导体、智能制造、生物医药、
新能源、新材料等宁波重点产业集聚。

“这些初始投资较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企业运转成熟后国有资金再按既定增值约定
逐步退出，既有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和企业发
展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也有利于国有资金的保
值增值，发挥更好的引导作用。”市国资委主要
负责人说。

一批“宁波创造”享誉国内外。中策机电集
团打破了船舶发动机的国外垄断，揽获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种子公司甬优 12 超级稻再次
打破全省单季稻最高亩产纪录，马荣荣团队被
誉为“真正的亩产英雄”；供排水集团污水深度
处理工艺国内领先。

宁波模具园、和丰创意广场、月湖金汇小镇
……宁波新兴产业园区拔地而起，成为小微产业集
聚的“加速器”。“小微企业是制造业发展的主体力
量，创业创新领域的活跃力量。”市经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产业园高效集结了“小舢板”，组成联合舰队
披荆斩浪，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促进产业升级
“助推器”功能显现

城市功能完善与产业转型升级，受益的
是民生。

保水、保电、保气、保油，国资与市民
生活的点点滴滴密不可分。涓涓清泉润港
城，投资近 60亿兴建钦寸水库，西线水库群
采用山体隧道和地下钢管封闭式输水，实现
了联网联调，百里外的宁波市民每天都能喝
上国家一类优质原水。

超强台风“利奇马”影响宁波期间，主
供城区的八座水库拦蓄洪水1.8亿立方米。八
座大水缸，相当于拦下了五个半东钱湖的水
量，保障了市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高速、空港、地铁、公交……天上地
下，穿梭不息的立体网络，是关系市民的民

生工程。今年6月，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正式
全线贯通，比原计划快上了整整半年。随着
地铁运营的延伸和轨道公交实现无缝换乘，
众多市民的出行迈入了“分钟时代”，绿色出
行成为绝大多数人的首选，每天有近 58万人
次搭乘轨道交通。

娱乐活动更加丰富多彩。随着宁波奥体
中心的建成，宁波有了“家门口”的高能级
综合性平台。西班牙、阿根廷、俄罗斯三国
篮球国家队“空降”宁波，带来三场精彩绝
伦的世界级运动盛会。李宗盛“有歌之年”
火热开嗓，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同时，文
化广场运营日趋成熟，投运至今已有“亚洲
艺术节”“全民健身节”“科技活动周”等各

类重大文化活动顺利落地。近4 年来，广场
各类公共文化活动年均超过 2000场次，日均
活动6场以上，年客流量突破300万人次。

城市智慧配送体系逐步完善，宁波 90%
蔬菜、90%水果以及95%水产供应链搭载上了

“大数据”翅膀。“以后，我们可以直接在手
机上下单，不用再起早贪黑到批发市场进货
了。”在路林水产市场工作近 10 年的摊主李
磊欣喜地说道。

作为宁波商业“原点”，天一广场已成为
宁波城市的“会客厅”，更是人们在这座城市
生活的守望与寄托。月湖西区、南塘老街、
慈城古镇……一系列旧城改造，大幅提升了
城市的功能和城市形象。

市国资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保障和服务民生
是国有企业的初心使命之一，今后，宁波市国资国
企系统还将继续致力于保障和服务民生事业，为
城市供水、供气、公共交通、“菜篮子”、文体娱乐等
提供更优质、高效、便捷、周到的产品和服务，不断
提高宁波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打造“幸福宁波”
挑起民生建设“大梁”

文化广场文化广场

制图 任峥

从曾经偏居一隅的商埠小城，蜕变为一座万亿级
GDP经济大市、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宁波的发展成
就令人瞩目。踏浪前行的历程中，宁波国资国企系统
筚路蓝缕、栉风沐雨，在同频共振中见证了城市的成

长与变化。
当主力，打头阵，做表率。宁波国企主动融入国

家大局和城市发展战略，在承担城市基础建设、民生
保障等项目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重点项目投资占

全市重点工程投资近四分之一。地上五路四桥、一环
六射，地下轨道五线并进，奥体场馆耸立而起，西线
水库联网联调，功能区块、特色小镇缤纷绽现，绘就
一幅宁波国资国企过往十余年高质量发展的绚丽画卷。

在这幅画卷的背后，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国
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共荣；坚持出资人职责定位，不
断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推动国
有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改革魄力和责任担当。

服务经济发展和保障民生的“国资力量”

城市立交城市立交

一座全长 36公里的“卧波巨龙”，缩
短了宁波至上海间 120公里路程，填补世
界桥梁史上多项空白；

地铁穿行，四通八达，串联城市，宁
波的交通网络从平面走向立体，在这片土
地上扎得更深，连得更紧；

聚焦大港口建设，宁波舟山港年货物
吞吐量再超 10 亿吨，年集装箱吞吐量首
超 2600 万标准箱，首次跻身世界港口排
名“前三强”……

一大批拉动内需、惠及民生的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背后，挺立着宁波国有企业的
坚实身影。

“在这些公益性、基础性和战略性领
域，国有企业始终把履行政治责任和社会
责任放在首要位置，敢于‘挑大梁’‘啃
硬骨头’。”市国资委主要负责人说。

抓改革，上管理，争效率。2015 年
以来，市属企业累计完成有效投资 2115
亿元，在推进国际强港建设、承担重大项
目任务、实施重点区块开发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的“主力军”和“领头雁”作用。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宁波国际
贸易展览中心自开发建设以来，吸引了近
1500 家企业入驻。作为中国-中东欧博览
会的主会场、主阵地，国展中心精心打造优
良营商环境，推动宁波深入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重大战略，向世界传递宁波之
美。

全长 29.6 公里，连续养护 6 年。去
年，曾养护杭州湾跨海大桥整整十年，拥
有丰富大桥养护经验的团队，啃下了港珠
澳大桥日常养护的“硬骨头”，标志着宁
波“超级工程”养护技术已达国内最高水
平。

眼下，聚焦大交通项目，轨道交通 1
号线、2 号线一期、3 号线一期开通运
营，4号线、2号线二期、5号线一期和宁
奉城际铁路建设快速推进；三门湾大桥及
接线宁波段、余慈连接线等竣工建成；宁
波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完成
总体工程进度已超 90%，预计 T3 航站楼
年底启用。聚焦大都市开发，南塘老街二
期、奥体中心、中东欧会馆、国际会展中
心11号馆等项目相继建成投用……

打铁还需自身硬，能够扛起这么多城
市重大项目建设的重任，离不开国企自身
雄厚的实力。截止今年上半年，全大市国
有企业资产总额 1.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68% ； 市 国 资 委 出 资 企 业 资 产 总 额
5419.30亿元，同比增长7.65%，实现营业
收入 435.10 亿元、利润总额 53.67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21.40%和 13.42%，主要经
营指标持续向好。

推进重大项目
“顶梁柱”撑起城市发展

世界最大断面的类矩形盾构机世界最大断面的类矩形盾构机““阳明号阳明号””

舞剧舞剧《《花木兰花木兰》》获中国舞蹈最高奖获中国舞蹈最高奖““荷花奖荷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