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委关于1996 年

国有企业改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1 996 年 3 月 7 日  国发 11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

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国家经贸委《关于 1996 年国有企业

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

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

关于1996 年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

（国家经贸委  1 995 年 12 月14 日）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

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把国有企业

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是国民

经济的支柱。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

企业改革的方向。增强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

业的活力，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关系到经济体

制改革的成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关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要开阔思

路，大胆试验，勇于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

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路子。同时，要大力发展集体

经济，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为目标，把国有企业的改革同改组、改造和

加强管理结合起来，构造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效运

行的微观基础。全面准确把握“产权清晰、权责明

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特

征，加大改革力度，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在

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

争主体。搞好国有企业，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在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机制、建设善于经营管理

的领导班子、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建立科学的组织

和管理制度上狠下功夫，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活

力。近期要集中力量抓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

其他企业要加强内部管理，做好各项基础性工作，做

到点面结合，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配套推进，务求

在重点难点上取得突破。为此，1996 年国有企业改

革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抓好各项企业改革试点工作

（一）集中力量抓好国务院确定的 100 户国有大

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抓紧制定各

项配套办法；同时抓好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选定的企

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有关工作。要抓紧落实试

点实施方案及相应改革措施，在政企分开、转换机

制、转变职能、配套改革、加强管理上狠下功夫，在

重点难点上取得突破，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积累经验。

（二）抓好若干城市的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

工作。将国务院确定的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

市，由 18 个城市扩大到 50 个城市（名单见附件，

以下简称试点城市）。从 1996 年起，《国务院关于在

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

（1994）59 号）、《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财政部、国

家经贸委关于将部分企业“拨改贷”资金本息余额转为

国家资本金意见的通知》（国发〔 1995〕20 号）、财

政部等部门《关于“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国有工业

企业补充流动资本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工字

〔1995〕1号）、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关于鼓励和支

持 18 个试点城市优势国有企业兼并困难国有工业生

产企业后有关银行贷款及利息处理问题的通知》（银

发〔 1995〕130 号）及其他已在 18 个试点城市实行

的有关文件适用于试点城市。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

织领导，及时总结经验。试点城市要在进一步推进

“增资、改造、分流、破产”等试点内容的同时，从以

下方面把试点工作引向深入：一是培育发展大企业、

大集团，加快国有小企业的改革步伐；二是采取多种

形式，探索从机制上实现企业增资减债的途径；三是

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和职工队伍建设；四是加快建立健

全社会保障制度，积极培育和规范劳动力市场；五是

探索建立权责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营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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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三）进一步推进国务院确定的 57 家企业集团

试点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及其配套文件规范其组织和行为，并

在规范的基础上，提出扩大企业集团试点范围和深化

企业集团试点工作的具体意见。抓好国务院确定的 3

户国家控股公司试点工作。

二、搞好大的，放活小的，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

（一）抓好 1000 户国有大中型重点企业（以下

简称重点企业），首先着重抓好其中的 300 户企业，

壮大其实力。

1.指导符合条件的重点企业依照《公司法》改制

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及组建集团公司，并

选择一些有条件的重点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

2.指导具备条件的重点企业结合推行资产经营责

任制，探索试行职工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和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双挂钩办法。

3.国内债券和股票发行时，按照同等优先的原

则，考虑重点企业。

4.选择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科技开发项目，加

大投资力度，在符合条件的重点企业建立技术中心，

增强自主开发能力。

5.重点企业与银行实行计算机联网，用信息手段

监控重点企业资金运行等情况，银行发放流动资金贷

款应考虑重点企业的信用等级。

6.为支持重点企业中的优势企业实行跨地区、跨

行业兼并困难企业，从 1996 年起，凡兼并和被兼并

企业有一方属于重点企业的，执行银发〔 1995〕130

号文件规定的政策。

（二）采取措施，加快国有小企业的改革改组步

伐。

1.在总结各地国有小企业改革改组经验的基础

上，制订关于积极推进国有小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意

见，区别不同情况，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

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加快国有小企

业改革改组工作。

2.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可以在各自的权限范围

内，制定放开、放活国有小企业的政策措施，对行之

有效的做法和经验及时进行总结交流，推动实践。

三、继续贯彻《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

制条例》，加快组织实施《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

例》

要不折不扣地落实企业的各项权利和责任。在落

实《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赋予企

业的 14 项自主权方面，重点探索解决已享有进出口

经营权的工业企业在产品进出口配额、许可证等方面

与外贸企业享受同等待遇的途径；落实企业拒绝摊派

权；制止对企业不必要的检查和评比活动。

在总结首批向企业派出监事会经验的基础上，抓

紧向国有大型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派出监事会，对国

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实施监督。

按照《国务院关于原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

公司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进行规范的通

知》（国发〔 1995〕17 号）要求，做好有关工作。

四、切实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

国有企业改革要与发展结合起来，在转换机制、

调整结构的前提下，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技术改造项

目也要有资本金注入。要探索多渠道解决国家重点技

术改造项目资本金注入的途径，引导企业以有限的投

入带动存量结构的调整，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优势和

效益。逐步提高技术改造贷款在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贷

款中的比重。国家在技术改造项目安排和贷款使用

上，要坚持择优扶强的原则，集中财力，重点扶持一

批领导班子好、转换经营机制好、市场前景好的国有

大中型骨干企业。1996 年，国家增加 2亿元财政拨

款用于重点项目的技术改造贷款贴息，以后每年增加

一定额度的财政拨款用于技术改造贷款贴息。

五、学习推广邯郸钢铁总厂管理经验，进一步改

进和加强企业管理

国有企业改革要与加强管理、扭亏增盈和提高效

益结合起来。要认真贯彻《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委、

冶金部关于邯郸钢铁总厂管理经验调查报告的通知》

（国发〔 1996〕3 号），积极学习、推广邯郸钢铁总厂

结合企业改革、改组、改造，继续完善以“模拟市场

核算、实行成本否决”为核心的企业内部经营管理，

坚持走集约化经营道路的管理经验，紧紧围绕实现两

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突出搞好企业内部经

营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要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转机制、抓管理、练内

功、增效益”的活动，在建设好班子、建立好机制、

开发好产品上狠下功夫。对经营管理不善、长期亏损

的企业领导班子，要坚决进行调整。认真贯彻落实

《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切实强化资金

和成本管理，提高资本运营效率。要深入进行劳动、

人事、分配等三项制度改革，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

在企业内部建立择优竞争上岗的机制，并加强和完善

工会工作和职工民主管理。要继续深入开展全面质量

管 理 ， 建 立 健 全 质 量 保 证 体 系， 积 极 采 用

G B / T19000—ISO 9000 系列，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信

誉。

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抓紧制订“九五”期间企

业管理纲要，指导企业在改革中加强管理。

六、多渠道增加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资金

增加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资金，要坚持企业自补为

主，国家在政策上给予鼓励的原则。国有企业要将税

后利润的一定比例用于补充生产经营资金。国有企业

要将新产品开发费、重估增提和加速增提的折旧资

金，财政返还的所得税，以及企业通过拍卖、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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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等形式取得的净收入，优先用于补充生产经营资

金。新建项目要打足铺底流动资金。银行对积极补充

自有生产经营资金的国有企业和自有生产经营资金占

流动资产比例高的国有企业，采取优先安排流动资金

贷款和技术改造项目贷款等鼓励措施。

七、促进优胜劣汰，探索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办

法

为择优扶强，优胜劣汰，形成兼并破产、减员增

效机制，加大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力度，从 1996 年

起，对国有企业兼并、破产中银行资产损失在呆帐、

坏帐准备金中冲销的规模实行总量控制。1996 年冲

销的呆帐、坏帐准备金控制在 200 亿元以内，由国

家经贸委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掌握。

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会同国家经贸委、国家体

改委等部门，在选择的几个试点城市中，探索处理银

行不良资产的办法。

八、进一步推进配套改革，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

条件

要逐步建立权责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

运体系，促进政企分开。

1996 年，试点城市要围绕企业改革，重点推进

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社会保障

制度。逐步实行社会保险行政管理与各类基金的管

理、运营相分离，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体系，健

全社会保险机构的社会服务功能，逐步实现离退休职

工、待业人员、失业人员管理社会化。

结合再就业工程的实施，有关部门、试点城市和

试点企业要制订分流富余职工的具体方案和办法。支

持国有大中型企业为分流人员提供多种形式的就业机

会。鼓励和支持国有企业富余职工自谋职业。对于确

需分流到社会的人员，要及时按规定提供失业救济，

并通过职业指导、职业介绍、转业训练和生产自救等

方式，帮助他们尽快实现再就业。

企业分离自办中小学、医院工作，要结合教育体

制和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进行试点，取得经验，逐

步推进。

九、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好特殊困难行业的紧迫

问题

对煤炭、军工、森工等有特殊困难的行业，继续

执行“八五”期间已经出台的政策措施。继续执行《关

于发放国有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紧急通知》（银传

〔1994〕34 号），对确实有市场、有销路、有效益产

品的生产，在流动资金上给予支持。要帮助困难企业

保障其职工基本生活。

从 1996 年起，对煤炭、军工、水电行业企业的

“拨改贷”资金本息余额，按国发〔 1995〕20 号文件

规定的政策进行一次性处理，转为国家资本金。

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加强企业领导班子

建设

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

核心作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搞好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和职工的技术培训，充分发挥职工的积

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组织部、国家经贸委、人事部印发 <关于加强国

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的意见> 的通知》（组通字

（1995）27 号），切实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

附件：国务院确定的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

市名单

附件：

国务院确定的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名单

一、18个试点城市名单

上海  天津  齐齐哈尔  哈尔滨  长春  沈阳

唐山  太原  青岛  淄博  常州  蚌埠  武汉

株洲  柳州  成都  重庆  宝鸡

二、32个扩大试点城市名单

北京  石家庄  呼和浩特  大连  南京  杭州

宁波  合肥  福州  厦门  南昌  济南  郑州

长沙  广州  深圳  南宁  海口  贵阳  昆明

西安  兰州  西宁  乌鲁木齐  银川  鞍山

抚顺  本溪  洛阳  吉林  包头  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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