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度

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

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杨海廷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工作办法(试行)»(吉发〔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受省政府委托,现将

２０１９年度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如下,请审议.

一、基本情况

按照我省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全省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

业)按照管理级次分为省属国有企业、市(州)国有企业(包含县区

所属企业)两个层级,其中省属国有企业由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省

国资委委托监管企业、省直非监管企业(包含文化企业)三部分组

成.

(一)资产总量及分布情况.截至２０１９年末,全省国有企业共

计２５３６户,资产总额１８５６５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２％;负债总额

１０７８７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５％;国有资本权益总额７２６９７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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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１５９％.

其中:省属国有企业１００１户,资产总额５０２３２亿元,负债总

额３３０８３亿元,国有资本权益总额１４２６６亿元.(省国资委监管

企业５９３户,资产总额４４８１４亿元,负债总额２９５９８亿元,国有

资本权益总额１２７１０亿元)

市(州)国有企业１５３５户,资产总额１３５４１９亿元,负债总额

７４７９４亿元,国有资本权益总额５８４３１亿元.

２０１９年度吉林省企业国有资产主要指标表

单位:亿元

项目 户数 资产总额国有资本
权益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

吉林省国有企业汇总 ２５３６１８５６５１ ７２６９７ １１４６８ ３２４

省属国有企业 １００１ ５０２３２ １４２６６ ４６４５ １８７

其中:省国资委监管企业 ５９３ ４４８１４ １２７１０ ３７１ １４７

　　 省直非监管企业 ２６８ ４９０８ １３３６ ７１８ ４７

　　 省国资委委托监管
企业 １４０ ５１０ ２２０ ２１７ －０７

市(州)国有企业 １５３５１３５４１９ ５８４３１ ６８２３ １３７

　　１地区分布情况.全省企业国有资产主要分布在省国资委

监管企业、长春市和吉林市国有企业,占总资产的７２８％,其中省

国资委监管企业占总资产的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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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度吉林省企业国有资产地区分布图

单位:亿元

　　２行业分布情况.全省企业国有资产主要分布在社会服务

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工业４个行业,占总资产的７８１％.其中

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主要分布在建筑业、工业、社会服务业和交通运

输业４个行业,占总资产的２２１％.

２０１９年度吉林省企业国有资产行业分布图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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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收入及效益情况.２０１９年度,全省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

业收入１１４６８亿元,同比增长８６％;实现利润总额３２４亿元,

同比减少３７９％;社会贡献总额４５０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４％;实

际上交税费总额４８０亿元.

其中:省属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４６４５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３％;利润总额１８７亿元,同比持平;社会贡献总额２１８０亿

元,同比增长１３１％;实际上交税费总额２０５亿元.(省国资委

监管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３７１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０％;实现

利润总额１４７亿元,同比增长３３３％;社会贡献总额１８６３亿

元,同比增长１７６％;实际上交税费总额１６３亿元)

吉林省国资委监管企业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主要指标对比

单位:亿元

　　市(州)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６８２３亿元,同比增长

６３％;实现利润总额１３７亿元,同比减少５９２％;社会贡献总额

２３２７亿元,同比下降５８％;实际上交税费总额２７５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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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情况

２０１９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企改革爬坡过坎的严峻

形势,省政府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以落实“省属国企改革发展三年行动方案”为重

点,聚焦高质量发展目标,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

效.

(一)国资监管职能加快转变.围绕管好资本布局、规范资本

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等重点,梳理优化监管职责和

工作内容,制定国资监管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监管方式,细化监

管内容.推进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制定授权放权清单.推动企业

董事会建设,选好配强企业外部董事.健全完善三项制度改革,并

将其纳入年度业绩考核.制定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完善与经

济效益挂钩的工资决定机制.健全出资人监督和纪检监察监督、

巡视巡察监督协同机制,共享监督成果,提高监督实效.

(二)国有资本布局持续优化.按照省委、省政府“举全省之力

支持一汽发展”的要求,推动资本运营公司投资２５９亿元整合我

省汽车零部件产业,实现控股一汽富奥、并表一汽富维、增持一汽

轿车,打造千亿级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推动吉盛资产公司组建

吉林省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和吉林省盛金资产管理公司,两家

新企业今年已相继成立.指导资本运营公司和吉盛资产公司围绕

国资国企转型升级和改革发展需要,组建发展基金,加快战略新兴

产业培育.推动投融资平台企业加大投资力度,其中吉高集团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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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投资项目完成１９９７亿元,伊开、集通等高速公路相继建成通

车;水投集团完成投资３３６亿元,中部城市引松供水工程、敦白客

专外部供电工程等重点项目进展顺利.

(三)重点企业改革取得突破.坚持“一企一策一专班”,推进

重点企业改革脱困.昊融集团、通钢集团分别通过司法重整、债务

优化方式,化解了金融债务,摆脱了经营困境,焕发了生机活力.

大成集团战略重组取得积极进展,已初步选定央企作为战略合作

者,明确了“土地盘活—债务化解—引资重组”的改革路径.截至

２０１９年末,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穿透式混改比例达到６４０％.

(四)稳增长防风险取得实效.按照中央关于“六稳”工作部署

要求,多措并举推动企业稳增长,吉高集团、运营公司等企业收入

和利润都实现了不同程度增长.坚持问题导向,制定企业担保事

项和对外拆借资金管理办法,严格审核企业重大投融资、担保和对

外拆借行为;修订投资监管办法及投资项目负面清单,开展重大投

资项目检查和问题整改.积极协调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

门,通过贷款倒展、资产变现等方式,帮助交投集团、森工集团、吉

煤集团、大成集团４户企业有效化解债务风险,为防范区域性金融

风险做出贡献.

(五)遗留问题处理有序推进.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厂办大集

体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省直相关部门形成了“１＋５”配套政策.

召开全省工作动员部署会,申请中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各市

(州)进一步细化政策措施,全面开展企业界定和职工身份认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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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吉林省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

作方案»,进行全省工作动员,推进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

工作有序开展.全省４７户国有企业８５５个“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项目全部签订移交协议,目前绝大部分已完成维修改造.国有企

业办市政设施和社区管理职能全面移交,１０所教育机构和６１所

医疗机构基本完成深化改革工作.

(六)企业党的建设进一步加强.一是贯彻落实“两个一以贯

之”要求,积极推进企业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写入公司章程,推行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落实党委(党组)研究讨论作为

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要求.二是扎实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按时完成软弱涣散党支部专项整治

任务.三是从严压实国资系统各级党委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全力

支持省纪委监委派驻各级纪检监察机构开展工作,持续整治“四

风”,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系统政治生态逐步好转.

今年年初以来,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省属国有企业在

率先复工复产的同时,展现使命担当、履行社会责任.一是组织医

护人员驰援武汉,累计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４００多万元.二是积

极响应“稳就业”政策要求,定向招聘应届毕业生.三是支持中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截至８月末累计减免房屋租金

１５７５万元,惠及企业５３３户.

三、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省在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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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中央、省委及省人大对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要求,还存在一些差

距和不足.

(一)国有资本总量不大结构不优.我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在

全国排名比较靠后,并且主要分布在传统的资源型企业和投融资

平台,多数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战略性产业和具有成长

性的高科技企业少.还有部分企业主业优势不明显,产品附加值

不高,缺乏核心竞争力,缺少有影响力、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

(二)企业内生动力不足经营困难.个别企业缺少市场眼光,

存在等靠要思想,与同行业对标意识不强.一些企业行政化、机关

化色彩比较浓厚,基础管理薄弱,对高质量发展缺乏清醒认识.吉

粮集团、森工集团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交投集团、吉煤集团资产

负债率居高不下,生产经营形势严峻,特别是吉煤集团欠薪欠险问

题突出.

(三)国资监管体系有待健全完善.突出表现在市、县两级绝

大多数没有设立专门的国资监管机构,经营性国有资产还未做到

监管全覆盖.按照目前我省“分级分类监管”的国资管理体制,市

(州)层面只有长春市和吉林市单独设立国资委.由于监管体系不

健全,市(州)国资统计工作分布在财政、国资、工信等部门,缺乏有

效协同,部门间无法实现信息、数据互通共享,影响国资监管效能.

省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多数没有完全实现集中统一监

管,低效无效资产有待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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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一步工作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

要论述,贯彻落实好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

照省委和国务院国资委部署要求,以及省人大审议意见,围绕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主动适应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增强机遇意

识和风险意识,全力推进国企高质量发展,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

业,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一)强化管理提质增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一是进一步完

善奖惩机制,强化目标引领和分类引导,切实用好考核指挥棒,做

到“业绩升、薪酬升,业绩降、薪酬降”.二是开展对标一流管理提

升活动,着力加强企业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建设,进一步强化精益

管理,加强成本费用管控,有效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努力拓展增效

空间.三是防范化解企业重大风险,规范企业投资管理和对外担

保、拆借行为,严格实施资产负债率、负债规模双管控,将债务风险

防控纳入企业绩效考核体系.四是指导企业健全内控体系,完善

风险防控机制,持续提升企业治理能力和风险管控水平,确保不发

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突出战略规划引领,实现高质量发展.紧紧围绕高质量

发展要求,着力打造发展活力更加突出、产业布局更加优化、资源

配置更加高效、支撑作用更加明显、监管体系更加完善的发展新格

局.一是科学编制“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企业功能定位,指导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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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积极参与“数字吉林”和“７６１”新基建工程建设,谋划发展一批新

旧动能转换项目.二是以“两类公司”为依托,推动业务板块整合,

实现专业化发展,做强做优主责主业,优化资本布局结构.三是联

手央企做优增量,借力借势、靠大联强,通过与央企共设基金和联

合投资等方式,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三)着力推动行动方案落实,确保国企改革取得实效.一是

结合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坚持“一企一策一专班”持续

推进重点企业改革.推动运营公司、吉盛资产公司加快完成吉粮

集团和森工集团重整工作.指导大成集团加大土地盘活和债务化

解力度,为实现央地整合重组创造条件.推进吉盛资产公司等企

业制订完善综合改革方案,完成省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等审议程序.

二是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坚持“三因三宜三不”原则,全面放开竞

争类企业各层级国有股权,加快推进功能类企业股权多元化,不断

深化与央企、民企及各类资本合作,全力推动我省混改实施方案落

实落地.三是加快推进厂办大集体、国企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分

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三项改革收尾工作,确保年底前完成任务

目标.

(四)强化治理增强活力,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一是完善公

司治理结构,明晰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充分发挥党委领导作用、董

事会决策作用、经理层经营管理作用,着力提升董事会科学决策水

平,切实做到高效运转、有效制衡.二是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经营机

制,组织开展“去行政化、去机关化”专项整治,精简机构和人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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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管理层级,打造灵活高效的组织体系,提升企业发展活力和市场

化水平.三是深化三项制度改革,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

化管理,推进企业用工市场化,形成正确用人导向,完善市场化薪

酬分配机制,实现薪酬分配向突出贡献人才倾斜.

(五)强化提升监管效能,加快推进职能转变.一是加快形成

科学系统、精简高效的以管资本为主的监管制度体系,修订完善监

管权责清单,探索继续下放管理权限,做到放管结合.加快实时在

线监管系统建设,形成上下联动的数字化监管格局.二是深化授

权经营体制改革,加强“两类公司”行权能力建设,确保各项权力放

得准、接得住、管得好.三是着力构建业务监督、综合监督、责任追

究三位一体闭环监督体系,推动出资人监督与其他监督融合贯通.

四是落实国资监管“大格局、一盘棋”战略,协调推动建立健全基层

国资监管体系,明确市、县两级承担国资监管职能部门(机构),规

范开展监管工作,持续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

(六)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一是始

终把企业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全面建立党委会学习贯彻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第一议题”制度,切实把“两个维护”

融入到国资监管全过程.二是推进企业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

合,持续推动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统一.建立“解放思想再深

入、全面振兴新突破”教育实践活动长效机制.三是从严落实系统

各级党委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着力在整

治不担当不作为上下功夫,着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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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建设上求实效,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具体

要求,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企业改革发展良好环境.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委员,省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国资管理情况制度建立后,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并审议企业国有资

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充分体现了省人大对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工作的高度重视.我们将按照本次会议的审议意见,进一步改

进和完善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更好发挥国有企业对我省经济

社会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为吉林全面全方位振兴发展做出积极

贡献.

附件:１名词及指标解释

２２０１９年度吉林省国有企业资产负债表

３２０１９年度吉林省国有企业利润表

４２０１９年度省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表

５２０１９年度省属国有企业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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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名词及指标解释

　　１我省现行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管理体制:目前,

我省省级和部分市(州)成立了国资监管机构,对同级政府授权的

国有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并负责国有资产监管;未成立国资监管

机构的,由地方政府授权相关部门履行出资人职责.

从省本级情况看:大部分一级企业由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

责,实行集中统一监管;文化类企业由省委宣传部文资办履行出资

人职责,对文化类企业国有资产实施监管;金融类企业划归省财政

厅统一履行出资人职责,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实施监管;部分未脱

钩的省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办企业,由各主管部门和事业单

位履行国有资产监管职责.

２国有资产:是指属于国家所有的一切财产和财产权利的总

和.广义国有资产是指属于国家所有的各种财产、物资、债权和其

他权益,包括:依据国家法律取得的应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基于

国家行政权力行使而取得的应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国家以各种

方式投资形成的各项资产;由于接受各种馈赠所形成的应属于国

家的财产;由于国家已有资产的收益所形成的应属于国家所有的

财产.狭义国有资产是指国家所有的并能为国家提供未来效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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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经济资源的总和.

３经营性国有资产:是指从事产品生产、流通、经营服务等领

域,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依法经营或使用,其产权属于国家所有的

一切财产.经营性国有资产包括:企业国有资产;行政事业单位占

有、使用的非经营性资产通过各种形式为获取利润转作经营的资

产;国有资源中投入生产经营过程的部分.

４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出资所形成的权益.

５省国资委委托监管企业:按照吉政办函〔２０１６〕１９３号文件

要求,省直部门及事业单位所属１８８户企业分两种形式脱钩,其中

４０户直接划转省国资委监管,１４８户企业国有股(产)权划入省国

资委,再由省国资委委托原主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的省直党政机

关和事业单位所办企业.省国资委进行产权登记等基础管理工

作,原主管部门负责日常监管工作.

６省直非监管企业:未纳入省国资委集中统一监管的省直党

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包括文资办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

７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

资源,资产总额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全部资产,这些资产包括流动

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及递延资产、其他长期资产等,即

为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总计.

８负债: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

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负债实质上是企业在一定时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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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必须偿还的经济债务,其偿还期或具体金额在它们发生或成立

之时就已由合同、法规所规定与制约,是企业必须履行的一种义

务.

９资产负债率:是指公司年末的负债总额同资产总额的比

率.计算方法: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１００％.

１０国有资本权益总额:是指企业所有者权益中,国有实收资

本及其享有的权益额.属于合资、合作、股份制等多元投资主体性

质的企业,国有资本享有的权益年初、年末余额按以下公式计算填

列:(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其他综合收益＋专项储

备＋一般风险准备－国有独享部分)×(国有实收资本/实收资本)

＋国有独享部分.

国有独享部分包括:国家专项拨款、各项基金转入、土地估价

入账、税收返还或专项减免、国家拨付流动资本等政策因素形成的

国家独享权益数额.

１１营业收入: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商业企业销售商品或提供

劳务所获得的货币收入,分为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１２利润总额: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扣除各

种耗费后的盈余,反映企业在报告期内实现的盈亏总额.利润总

额＝营业利润＋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

１３社会贡献总额:是指企业为国家或社会创造或支付的价

值总额.主要包括企业工资、劳保退休统筹、其他社会福利支出、

利息支出、应交增值税、应交销售税金及附加、应交所得税、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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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税收、净利润和企业对外捐赠等.

１４工资总额:是指企业在一个会计年度内直接支付给与本

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包括工资、奖金、

津贴、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

１５工资总额管理:是指企业每年度围绕发展战略,按照国家

和我省工资收入分配政策要求,依据生产经营目标、经济效益和劳

动生产率情况、人力资源管理要求,对工资总额的确定、发放和职

工工资水平的调整,作出预算安排,并进行有效控制和监督.

１６“三供一业”:是指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供水、供电、供热

(供气)及物业管理等办社会职能的统称.

１７“两个一以贯之”: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０日,在全国国有企业党

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

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

１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关于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

设工作的实施意见»(吉办发〔２０１７〕５２号)中“坚持和完善双向进

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一项中明确提出:符合条件的党组织领

导班子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董事

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和程

序进入党组织领导班子,适当增加进入董事会的党组织领导班子

成员人数;经理层成员与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适度交叉任职.

１９“六稳”、“六保”:２０１９年９月４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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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精准施策加大力度做好“六稳”工作,

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首次强调“六

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２０混合所有制改革“三因三宜三不”原则:在国有企业混合

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坚持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资)

则独、宜控(股)则控、宜参(股)则参,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

设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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