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点

同志们：

今天公司召开“双百行动”暨全面深化改革动员会，目的

是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动员各级领导干部强化责任

担当、动员公司上下坚定信心决心，围绕落实“双百行动”要

求，深入讨论研究、系统思考谋划公司深化改革综合方案。 刚

才，吴礼杰同志传达了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国企改革

“双百行动”动员部署视频会议上的讲话，谭耀宇同志介绍了

国务院国资委“双百行动”专题培训情况，并宣读了“双百行

动”实施方案，部署了深化改革的相关具体工作，请大家认真

学习贯彻落实。 下面，我再讲四个方面的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站位，深刻认识深化改革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公司在深化内部

改革方面作了积极探索，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立足实际，大

力推进市场化对标，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总体来看，改革仍然

停留在局部的修修补补，改革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不够，系统

性、整体性、协同性不够，与上级要求、公司发展要求以及职工

期盼都存在较大差距。近期公司入选“双百行动”，同时中国有

色集团王彤宙董事长在公司调研时明确指示大冶有色要深

化改革，为公司改革指明了方向，拉开了公司新一轮改革的

序幕，也为公司深化改革、走出困境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

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来认识和理解

此次改革，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

1.要强化大局意识，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是政治责任，

不改革上级“不满意”

一是“双百行动”是中央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

作为入围企业必须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

署，而国企国资改革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务院国有企

业改革领导小组开展“双百行动”，目的是选择一批有代表性

的基层企业，全面落实国企改革政策要求，充分激发企业改

革发展内生动力，形成从“1+N”顶层设计到“十项改革试点”

再到“双百行动”梯次展开、纵深推进、全面落地的国企改革新

局面，将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推进。 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举措，是深入推进国有企

业改革的必然要求，是破解国有企业改革重点难点问题的迫

切需要。公司入围国务院国资委“双百行动”名单，是我们积极

争取的结果，必须用好用足各项政策，抓实抓好改革工作，勇

当改革尖兵，发挥引领示范带动作用。

二是要认识到深化改革是集团公司的明确要求，公司必

须坚决落实，主动作为。 8月初，中国有色集团王彤宙董事长

到公司调研时，明确指出大冶有色改革是获取集团公司支持

的必要前提条件。 简而言之，不改革就得不到集团公司的大

力支持。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该清醒认识到，集团公司和王

彤宙董事长不会放任大冶有色延续目前的状态，这关系集团

公司的改革发展大局，而绝不仅仅是支持不支持的问题。 事

实上，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无论集团公司是不是把改革作为

大力支持大冶有色发展的先决条件， 我们都必须要改革，改

的越早、越好，我们就越主动。 不改革，集团公司不满意，我们

也交不了差。 我们必须化被动为主动，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

迎接和推动改革，以真切的行动和成果，理直气壮获得集团

公司的信任和支持。

2.要强化发展意识，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是历史责任，

不改革职工“不答应”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大冶有色发展到今天，各类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推动改革

的责任历史地落到了我们的肩上，不改革我们就会错失发展

机遇，我们就是历史罪人。

一是深化改革是公司抢抓发展机遇， 破解发展难题，实

现赶超发展的必然选择。大冶有色在 60多年发展历程中，从

未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思想观念相对落后、体制机制不活、

管理模式老化等问题日益凸显， 各类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

已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对公司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制约。 与

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竞争愈加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下，

国内铜行业发展势头迅猛， 民营资本催生了产能的快速扩

张，随着一些项目陆续投产，铜冶炼产能达百万吨级的企业

越来越多，公司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严峻形势，与行业

先进单位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不通过改革，抢抓发展机遇，

公司的行业地位和话语权会一落千丈，市场生存空间会越来

越窄，甚至被市场淘汰。 生死存亡就在一瞬间，不改革就没发

展，没发展公司就会走向消亡。

二是改革是回应职工期盼，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

想的必然要求。 当前，公司职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诉求日

益强烈，打破现有利益格局，营造更加公平公正的环境、建立

更加高效灵活的体制机制的诉求更加强烈，职工迫切希望通

过改革发展解决收入、公平公正等问题，过上体面的生活，这

些都是合理的正当的诉求，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

想的内在要求。

可以说，全面深化改革是公司结合发展实际，立足未来，

思考今天的历史必然选择，肩负着企业发展和职工幸福的历

史责任。 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以改革促发展，通过发展

解决改革中的问题，实现企业增效、职工增收的“双增长”目

标，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绩。

二、下定决心、坚定信心，以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公司

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狠抓改革落实中，比认识更重要

的是决心，比方法更关键的是担当。 在这里，我想结合实际，

通过回答三个问题， 谈一谈在我们推进改革过程中的决心、

信心和责任担当问题。

1.我们应树立什么样的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改革落实，一把手的决心最为重

要。 从刚才的分析来看，大冶有色的改革势在必行，越早越

好，越主动越好，越彻底越好。 我可以明确地说，这次改革必

须真刀真枪地干，脱胎换骨地改。 对于公司的改革，大家不要

怀疑我的决心，不要怀疑公司领导层的决心。 但改革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必然涉及各方面利益的深刻调整，只我一

个人有决心、只公司领导班子有决心，是远远不够的，公司上

下都应该坚定决心，今天参会的都是领导干部，是关键的少

数，更要坚定决心。

一是要有一往无前、破釜沉舟的决心。 我们很多同志对

改革还抱着等待、观望、徘徊、犹豫的态度。 从前期收上来的

改革建议来看，有的抱陈守旧，有的安于现状，有的求稳怕乱，

有的浅尝辄止，不敢面对困难、挑战、压力、风险，这也担心那

也怕。 其实用市场的眼光、发展的眼光来看，公司最大的风险

不是改革的风险，而是不改革的风险；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

改革派，而是来自守旧派。 历史经验证明，没有哪一个企业是

改革“改”死的，大多是被温水“煮”死的。公司这次全面深化改

革，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是组织交代的任务，是职工群众的期

盼，必须改、坚决改，这是政治任务，必须旗帜鲜明、态度明确。

二是要有一抓到底、义无反顾的决心。 改革进入“深水

区”，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前面难免会有暗礁、有险滩，躲

也躲不过，绕也绕不开，怎么办？ 这就需要我们做好“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的准备，做好“白一层头发、脱一层皮”的准备，

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开弓没有回头箭”“两兵相接勇

者胜”“困难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这些过去耳熟

能详的经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仍然适用。 我们必须

以“等不得”的紧迫感、“慢不得”的使命感、“坐不住”的责任

感，全力以赴将改革进行到底。

三是要有一马当先、自我革新的决心。 全面深化改革绝

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完成的。 我们要实现凤凰涅

槃

，浴火重生，

完成脱胎换骨的蜕变，没有自我否定、自我革新的革命精神

不行，没有“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的奉献精神不行。

从过去历次改革和市场化对标、处僵治困、“三供一业”分离移

交等工作来看，我们很多同志一方面想改革、盼改革；另一方

面真正“革”到自己身上来，又怕改革、抵制改革，这是典型的

个人主义、机会主义，是没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的表现。

2.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

当下，大家普遍感觉问题矛盾丛生，改革难度很大，无从

下手。 因此，在推进改革时，我们只有决心还不够，还得让大

家看到信心和希望。 我们的信心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来自中央和集团公司的政策支持。 全面深化改革，

是党指明的方向，是中央的正确决策。 此次入选“双百行动”，

有包括“1+N”政策体系在内的“政策包”和“工具箱”，为我们

深化改革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保障。 中国有色集团仅有大冶有

色和沈阳矿业入选“双百行动”，而且王彤宙董事长明确指示

大冶有色要深化改革，在调研中甚至表态即使通过银行贷款

也要支持大冶有色推进“三供一业”移交，充分体现了对公司

改革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为公司加快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外部

环境和条件。

二是来自公司 60多年发展奠定的基础。 尽管公司目前

发展面临很大的困难，但正如王彤宙董事长所言，大冶有色

的基本面还是好的，仍然保持着产业一线先进水平，有着优

秀的国企文化，65 年来形成了很好的政治优势和党建优势，

有着相当的人才和经验积淀。

三是来自公司应对困难的成功经验。 公司 65年的发展

历程，积淀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公司历史上经历了三年脱困、

四块战略、分兵突围、金融危机等种种磨难和市场洗礼，再加

上前期开展的市场化对标工作，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改革创

新经验，凝聚了广泛的思想共识。 这些既是我们全面深化改

革的坚实基础，也是我们推进改革、深化改革的动力源泉，更

是我们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 赢取改革红利的有力支

撑。

四是来自集团公司对公司发展的支持态势。 王彤宙董事

长到任以来，对大冶有色的改革发展更加关注、重视和支持，

大冶有色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公司也正在筹划“20 万吨多

基固废处置 +40 万吨电解”项目，努力争取集团支持再造一

个冶炼厂。 此外，中色国际技术中心的组建、泰中有色的重组

等，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遇。 企业的发展也会为改革提供

更多的解决方案。

3.我们要怎样书写责任和担当？

推进改革，需要公司上下都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担当

精神。 但我今天想着重强调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

一是要牢记使命。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绝大多数领导干

部都是脚踏实地、敬业、能干、肯干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同志出

现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船到码头车到站”“推一推，动一

动”的思想，改革的毅力、创新的动力不足。 有的安于现状，认

为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求过

得硬，只求过得去”，缺乏精益求精、攻坚克难的精神。 全面深

化改革，是一场关乎智慧、勇气、利益的大考，迫切需要领导干

部以坚定的决心、无畏的勇气和冲天的干劲强力推动。 不换

思想就换人，不换脑子就换位置。 在“变则兴、不变则衰”的改

革浪潮中，不采取果断措施、激烈手段，就无法推动改革破浪

前行。

二是要顾全大局。“领导带了头，群众有劲头。 ”全面深化

改革，涉及很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领导干部是改革的组织

者、推动者，又是改革的主要对象。 领导干部能不能带头解放

思想，带头自我革命，带头服从单位和个人利益调整，敢于割

自己的肉，直接决定改革的成败。

三是要务实重行。 领导干部若有守旧观念、守常思维、守

成思想，必然会阻滞改革运行；若有退缩念头、观望心理，必然

会影响改革进程。 我们过去有些单位在改革和对标等工作

中，“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只见改革的车子左右晃动，不

见改革的车子前行”，造成工作被动，导致改革不成功、不彻

底。 领导干部要亲自深入基层调研，亲自组织学习、宣讲、讨

论，亲自撰写深化改革的建议和方案，把全面深化改革做深

做实。

三、突出重点、精准发力，认真做好深化改革的系统谋划

“双百行动”有明确的任务和要求，公司必须在 9 月中旬

前完成公司深化改革的综合方案报集团公司审定后报国务

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这是刚性任务。 现阶段的主要

任务是通过广泛深入的讨论，汇聚全员智慧，系统研究谋划

公司改革，形成综合方案。

肖亚庆主任在讲话中明确要求，各地国资委和中央企业

集团公司要在前期本地区、本企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

思路和方案的基础上，指导“双百企业”更深更细谋划改革、推

进改革，并不是要“另起炉灶”“推到重来”。因此在讨论研究谋

划公司的改革方案时，要和前期“四个一批”“处僵治困”“压

减”“亏损企业治理”“三供一业移交”等改革工作，以及公司市

场化对标工作结合起来，进行系统谋划。 刚才，谭总对相关工

作作了具体安排，我再强调以下五点。

1.要明确改革目标。公司落实“双百行动”、全面深化改革

的目标，就是要落实王彤宙董事长的指示，通过深化改革，加

快打造中国一流铜业企业，为集团公司建成“世界一流矿业

集团”贡献力量。

2.要明确改革方向。 公司改革必须以效益提高、效率提

升、市场化基础为方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把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突出了“市场

化”这一改革焦点。 王彤宙董事长在调研中明确指出，大冶有

色原料、产品两头在外，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内部经营管理机

制若与市场脱轨，必然不能适应市场变化，必然会被淘汰。 大

冶有色作为市场竞争主体，更加自觉地树立市场意识，遵循

市场规律，完善市场化经营管理体制。 通过市场化对标，实现

效益提高和效率提升。

3.要明确改革价值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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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的

改革确立了价值判断标准。 我们的改革必须坚持“三个有利

于”标准，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我们都要大胆思

考、大胆尝试。 我们所提的建议方案也必须用“三个有利于”

标准来衡量。

4.要明确改革重点。“双百行动”确定的改革重点就是

“五个突破、一个加强”，这也是公司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 各单位、各部门要聚焦“五个突破、一个加强”，在

深入研讨的基础上，对公司的改革、本单位和本部门改革提

出建议方案。 公司目前只定总体目标、大的方向和原则，具

体怎么搞，靠大家的聪明才智，公司暂不设条条框框限制。

此前，各单位、各部门，以及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已提交了意

见和建议，我都看了，对一些比较有价值的建议意见交办公

室进行了汇总，也发给大家了，请大家结合起来思考，进一

步拓展思路。

一是关于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组织架构方面。 可着重从

公司及各子公司“三会”规范运作、公司各层级的管理定位和

管控模式、优化调整组织机构等方面去考虑。 其中，关于集团

总部的管理定位问题， 基本的思路是打造作为管理主体的

“战略决策中心、资本营运中心、财务管理中心、人力资源中

心、信息管理中心、廉洁风险防控中心”，以及作为市场主体的

“生产营运中心与成本管控中心”的“6+2”战略管控模式。 要

考虑资源整合，完善总部、二级单位的组织治理架构。

二是关于建立市场化经营机制方面。 根据管理定位和素

质提升要求，落实“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

场化退出”原则，借鉴先进企业做法，实现管理团队重组。 重

点是三项制度改革，目标是实现“人员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

下”“收入能增能减”。

三是关于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 重点是以

“聚焦实业、突出主业、专注专业”为指导，优化调整公司产业

布局，按照“四个一批”，找准自身定位、精准施策，坚定不移地

推进“亏损企业治理”“处僵治困”“特困企业治理”“压减”，清

理退出不符合主业发展方向、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通过

改制上市、引进战略投资等方式，发挥引资本对转机制的促

进作用，同时盘活存量资产。

四是关于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方面。 主要是要从优化

绩效考核模式、建立中长期激励机制等方面入手。 优化绩效

薪酬体系，借鉴同类企业先进经验，实行职务与职级挂钩的

动态薪酬体系。

五是关于稳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方面。 要抓住“双百行

动”的契机，利用“双百企业”政策优势，尽可能地消化历史欠

账、多解决一些遗留问题，加快把“压减”“处僵治困”“三供一

业”移交、“大集体”、教育医疗机构改革及退休人员社会化管

理等工作做到实处。

六是关于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方面。 要落实“两个一

以贯之”要求，发挥党组织“把关定向”作用，稳住改革方向，领

导改革大局，确保改革落实。 利用好各类平台载体，围绕改革

重难点工作发挥先进性作用，团结引领全体职工为改革贡献

力量。 要完善追责问责的制度，建立起干部、员工科学的考核

体系，严肃执纪问责，形成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

能增能减的格局。

5.要明确改革方法。改革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变革，牵涉

方方面面，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

一是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 我们抓改革， （下转 3版）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总经理 翟保金

2018 年 8 月 27 日

落实“双百行动” 全面深化改革

加快打造现代化铜企业

———在公司“双百行动”暨全面深化改革动员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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