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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千帆竞发 逐浪前行
———改革开放40年国有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文/新华社记者 王 希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新华社南宁7月5日电

（记者 钟泉盛） 位于广
西北流市城东北的俞作豫
纪念馆，自1985年建成以
来，一直不间断有来自祖国
各地的干部群众前来瞻仰。

“十载英名宜自慰，一
腔热血岂徒流”，这是年仅
29岁的共产党员俞作豫在
凶残的敌人面前留下的绝
笔诗。为了保守党的秘密，
俞作豫慷慨赴死，英年早
逝，但他的光辉事迹就像一
座永远的丰碑，至今仍在不
断影响着后人。

俞作豫，1901年生，广
西北流人。1918年，他进入
护法军桂系军队，并参加了
孙中山领导的讨伐军阀的
战争。1926年7月，随国民革
命军第七军参加北伐战争，
任团长。1927年四一二反革
命政变后，俞作豫不满国民
党新军阀的倒行逆施，愤然
脱离旧军队，先后到上海、
广州寻找共产党。同年10

月，他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
党，随后参加了党领导的广
州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后，俞作
豫按党中央指示，在白色恐
怖极其严重的形势下，回到
家乡广西北流坚持斗争，先

后担任中共北流县委委员、
县委书记，陆续恢复了北
流、玉林、博白、陆川等县党
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其
间，他利用自己和广西省主
席俞作柏是兄弟，和广西编
遣特派员李明瑞是表兄弟

的特殊关系，在军队和地方
政府中任用共产党员，发展
党的组织，掌握了部分武装
的领导权。

不久，党中央派遣邓小
平以及张云逸等来到广西，
组织力量准备武装起义。邓
小平化名邓斌，以省政府
秘书的公开身份掩护活
动，与俞作柏、李明瑞建立
了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
各种关系和途径，将共产
党员派进军事系统任职，
以争取兵权。

当时张云逸担任警备
第四大队队长，俞作豫担
任警备第五大队队长，这
两个大队共有6个营2000
余人。根据邓小平的建议，
俞作柏、李明瑞开办训练
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由
张云逸兼任总队长，学员
共达1000多人，9个连的干

部几乎全是共产党员。党
组织逐步掌握了军队领导
权，为实行武装起义准备
了骨干队伍。同时，在邓小
平领导下，以公开和半公
开的方式，恢复和发展各
地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
建立农民武装。

1929年12月和1930年2
月，在邓小平、张云逸、韦拔
群、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
下，分别举行了百色起义和
龙州起义，建立了红七军、红
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邓小平任中共前敌委员会
书记兼红七、红八军政治委
员，李明瑞任红七、八军总
指挥，张云逸任红七军军
长，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

百色、龙州起义和左右
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给国
民党新军阀和帝国主义势
力以沉重打击。1930年3月，

敌人纠集大批军队围攻左
右江革命根据地。俞作豫率
领红八军浴血奋战，终因寡
不敌众，弹尽粮绝，突围中
遭敌人围追堵截，俞作豫在
当地群众掩护下脱险，辗转
到香港寻找党组织。

1930年8月18日，因叛
徒出卖，俞作豫在深圳被国
民党特务逮捕，押至广州。
敌人对俞作豫软硬兼施，妄
图从他口中得到我党组织
和红军的情况。面对凶残的
敌人，俞作豫坚贞不屈，大
义凛然，表现了共产党员视
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我
就是你们要抓的红八军军
长、共产党员俞作豫！”

1930年9月6日，俞作豫
高呼着“打倒国民党反动
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红军万岁！”的口号，在广
州黄花岗英勇就义。

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
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改革开放40年来，国企改革
迎难而上、矢志不渝，始终坚
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通
过一系列理顺体制、完善机
制、调整布局等改革探索，努
力做好国有企业与市场经
济相融合这篇“大文章”。

改革，全方位拥抱市场

日前“出炉”的最新一
期《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显
示，包括国务院国资委监管
的48户中央企业在内的120
家中国企业上榜，并占据榜
单前四名中的三席。

入选500强，这是一度
挣扎在亏损线上的“老国
企”想都不敢想的事。改革
开放初期，汹涌而来的市场
经济大潮曾令国有企业手
足无措。痛则思变，国企经
营者们发现，除了勇敢地走
向市场外别无他路。

从放权让利、“三年脱
困”，到“破三铁”、探索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再到正在推
进的分类改革、董事会建
设、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
……一系列旨在推进政企
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

经营权分离的改革落地，不
断理顺政府与企业关系，促
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
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
市场主体。

激烈的竞争中，昔日的
“呛水者”正成长为融入市
场的“弄潮儿”、经济社会的

“顶梁柱”：
看规模实力———截至

2017年底，全国国资监管系
统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60.5
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资产
接近55万亿元。今年上半
年，央企营收、利润持续快
速增长，创历史最好水平。

看竞争力———不少国
有企业已迈进或接近世界
一流企业阵营，在载人航
天、深海探测、高速铁路、智
能电网等领域取得了不少
具有世界水平的重大科技
创新成果，掌握了一批关键
核心技术。

看发展质量———央企
公司制改制基本完成，绝大
部分建立起了规范的董事
会，治理结构更完善；战略
重组扎实推进，央企户数从
国资委成立时的196户调整
至96户；去年以来央企利润
增速“跑赢”营收增速，资产

负债率稳步下降。
“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

优做大”“加快培育具有全
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国有企业要通过改革创新，
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国企
改革面临新任务，破解改革
推进不均衡、部分地区和企
业改革动力不足等问题的
紧迫性也更加凸显。

一篙松劲退千寻。“不
论是全方位的深化改革，还
是打造世界一流企业，都是
一个动态的过程，如逆水行
舟、不进则退。”国资委主任
肖亚庆说，国企改革不能停，
也不会停下来。

创新，打造“国之重器”

今年7月9日11时56分，
我国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
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以

“一箭双星”方式将两颗巴
基斯坦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这也是“长二丙”火箭时隔
19年重返国际商业发射服
务市场。

核心技术买不来、等不
来，只有自己干出来。

作为建设世界科技强
国的骨干力量，近年来国有

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瞄准
中高端、全力谋转型，通过
强化考核政策、完善激励制
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
进技术资本结合等一系列
举措，不断打通创新血脉。

从“慧眼”卫星遨游太
空、C919大型客机飞上蓝
天、首次海域可燃冰试采成
功，到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
正式开港、“复兴号”高铁投入
运营……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重大工程建设捷报频传的背
后，凝聚着国企大力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努力。

目前，中央工业企业全
部建立起国家级研发机构。
央企研发经费约占全国研
发经费支出总额的四分之
一，获得国家科技奖励约占
同类奖项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加大投入突破关键
核心技术的同时，国企创业
创新成效显著。截至去年底，
央企共搭建各类“双创”平台
970个，建成实体孵化器和科

技产业园区271个，成立各类
创新发展基金200多支。

创业创新与科技突破
相辅相成，正成为助推国企
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

开放，锻造竞争新优势

中国五矿旗下澳大利
亚杜加尔河锌矿今年5月1
日实现商业化生产。这个跻
身全球前十大锌矿的项目，
从建成投产到商业化生产
用时不到6个月，展示了企
业不俗的国际矿业开发运
营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
业以积极的姿态不断加强
与全球企业合作，以开放促
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有不
少成功实践。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企
业对外经营性投资基本从
零起步。到去年底，央企境
外单位逾9100户、资产总量
达到7万亿元，投资与业务

已遍布185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
央企在基础设施、产能合作
等领域投资合作项目有
1700多个。

在“走出去”与“引进
来”协调发展中，国有企业
不仅增强了自身活力、扩展
了发展空间，也造福了投资
东道国和世界人民。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
杂严峻、不确定性上升，国
有企业国际化更难、风险更
多。

“我们既要坚持底线思
维，把困难想得足一些；又要
积极应对、主动作为，关键是
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国资委
党委书记郝鹏表示，下一步
要把提高企业效益、增强竞
争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作为国企党组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在持续扩大对外开放
等方面的部署，进一步夯实
企业高质量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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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作豫：凛然大义 热血长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