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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年度企业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2022 年 10 月 27 日在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

各位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市委《关于建立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淮发〔2018〕30 号）的要

求和部署，现将我市 2021 年度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

企业）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企业国有资产总体情况

（一）国有资产基本情况

截至 2021 年底，全市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11822.72 亿

元，同比增长 9.29%；负债总额 7376.04 亿元，同比增长

9.61%；所有者权益 4446.68 亿元，同比增长 8.77%；资

产负债率 62.39%，同比上升 0.18%。营业收入 321.11 亿

元，同比增长 6.99%；利润亏损 2.61 亿元，同比减亏

40.41%。2021 年共上缴各项税费 38.84 亿元，同比增长

4.11亿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 108.77%。

其中：5 户市属企业资产总额 3715.42 亿元，同比增

长 9.56%；负债总额 1901.53 亿元，同比增长 8.16%；所

有者权益 1813.89 亿元，同比增长 11.07%；资产负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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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8%，同比增加 0.66%。营业收入 147.79 亿元，同比

下降 2.16 亿元；利润总额 4.3 亿元，同比减少 1.84 亿元。

2021 年共上缴各项税费 7.51 亿元，同比上升 2.89 亿元；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 110.07%。

2021 年，由于企业注销及划转等原因，行政事业单

位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由 2020 年的 45 家变为 37 家。

37 家企业资产总额 9.19 亿元，同比下降 12.09%；负债总

额 4.18 亿元，同比下降 27.63%；所有者权益 5.01 亿元，

同比增加 7.12%；资产负债率 45.49%，同比减少 9.77%。

营业收入 1.24 亿元，同比下降 42.66%；利润总额 2109.38
万元，同比减亏增盈 3370.32 万元。2021 年共上缴各项税

费 653.42 万元，同比减少 471.57 万元；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率 107.11%。

（二）资本投向和布局情况

全市 997 户国有企业中，从行业看，排名前十的行业

是：商业服务业 113 户、投资与资产管理 100 户、房地产

业 72 户、批发业 64 户、房地产开发经营 50 户、房屋建

筑业 35 户、零售业 27 户、仓储业 21 户、土木工程建筑

业 20 户、餐饮业 16 户，以上十个行业合计 518 户，占总

户数的 51.96%。从功能性角度看，企业国有资产集中于

商业服务、城市投资建设开发、房地产、港口物流、金融

服务等领域。其中，市属五大集团主营业务主要集中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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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设、民生事业、房地产等板块。

全市国有企业及其各级子企业现有 1 户境外企业，注

册资本 835.2 万元、实收资本 835.2 万元、国有资本 835.2
万元，公司注册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情况

2021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24 亿元，加上上级补

助收入 339 万元、上年结转 2.4 亿元，收入方合计 26.4
亿元。2021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10.4 亿元，加上调

出资金 15 亿元、年终结余结转 1 亿元，支出方合计 26.4
亿元。

2021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3 亿元，加上上级

补助收入 175 万元、上年结转 991 万元，收入方合计 1.4
亿元。2021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0.8 亿元，加上调

出资金 0.4 亿元、补助下级支出 9 万元、年终结余结转 0.2
亿元，支出方合计 1.4 亿元。

二、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情况

（一）全面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出台全市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编印淮安市国

企改革三年行动任务清单、市直职能部门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任务清单、市属企业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任务清单，明确

改革任务、改革时限、完成标准。2021 年，市属企业 127
项改革任务已完成 105 项，完成率 82.7%；国联集团、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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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控股、文旅集团、交通集团、金发集团任务完成率分别

为 80%、90%、92%、85%、80%，全面完成省国企改革

领导小组确定的年度 80%以上目标任务。

（二）建立健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一是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市

属国有企业落实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的意见》要求，结

合市属企业优化重组，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市属五大

集团公司章程，各级子企业按照规定对章程进行修订。二

是加强董事会建设。出台外部董事考核评价暂行办法、外

部董事召集人制度、职工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等多项外部董

事日常管理制度，完成市属企业 13 名专职外部董事、10
名兼职外部董事委派工作，集团层面全部实现董事会“外
大于内”。印发《关于市属企业落实子企业董事会职权有

关事项的通知》等文件，市属企业及各级子企业董事会应

建尽建比例达 100%。三是落实经理层行权履职责任。市

属五大集团全部出台董事会向经理层授权的管理制度，其

中国联集团、淮投控股、交通集团和文旅集团已完成集团

层面、重要子企业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协议的签

订。四是公司制改革全面完成。印发《淮安市全民所有制

企业公司制改革工作方案》及相关政策解读，通过定期通

报、发督办函、督查反馈等形式，全面完成全市 183 户全

民所有制企业公司制改革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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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重大资产重组和资源整合

一是推动国有资本优化重组。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亲自推动下，在充分调研论证、方案多轮次修改完善的基

础上，将原 12 户市属企业优化重组为五大集团，形成定

位明确、产业清晰、主业聚焦、协同发展的国资国企布局。

二是发挥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委托广东中大咨询公司编制

《淮安市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
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特色产业投资”四大业务板块协同发展，力争实

现“国资综合实力得到提升、国资布局结构更加优化、国

资监管体制不断健全、国企经营机制灵活高效”四大目标。

三是着力推进企业“瘦身健体”。印发《关于开展四类企业、

三类参股投资及低效无效资产清理整合工作的通知》《关

于开展“僵尸企业”、重点亏损企业清理处置工作的通知》

等文件，建立常态化“僵尸企业”、低效无效资产处置清理

机制，完成 7 项低效无效资产、7 户“僵尸企业”和 22 户“三
类”“四类”企业清理处置。

（四）加大风险防控力度

一是完善融资管理制度体系。制定《市属企业资产负

债约束方案》《加强国有企业融资计划管理的通知》《加

强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管控指导意见》等文件，完善国有企

业融资管理，严格压降高成本融资。二是加强企业内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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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建设与监督评价。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属国有企业

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与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组织中介机

构对淮投控股、交通集团近三年内控体系运行情况开展全

面检查，督促企业进一步完善内控体系，提高内控执行刚

性。三是各方监管力量协同发力。印发《市属国有企业“纪
法体检”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市纪委监委组织联席成员

单位对市属企业开展专业体检，有效形成监督合力。市国

资委与市审计局签订内部审计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进对

企业内审监督指导、内审人员培训、内审报告评选及审计

结果运用等工作。

（五）加强债券全生命周期管理

一是降低债券融资成本。印发《市属企业债券发行管

理暂行办法》，加强债券发行主承销商招投标管理，要求

规模在 5 亿元以上的，原则上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特殊情

况下，不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报市国资委一事一议。实行

债券主承销商招投标管理以来，4 户市属企业承销费率下

降约 0.05%，年节约承销费约 1200 万元。二是加强债券

动态监控。对债券发行事前计划组合和比例限制、事中动

态监测、事后兑付安排等实行全过程管控，利用债券融资

系统滚动监测，每月定期向省国资委报告未来三个月到期

债券资金筹措情况，确保按期兑付。三是防范债券违约风

险。对确有债券兑付困难的企业，指导企业制定预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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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与债券持有人沟通兑付方案，通过债券展期、置换、现

金要约收购等方式，主动化解风险。目前，市属企业没有

发生债券违约事件。

（六）市属企业领导人员薪酬情况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有关薪酬制度改革和收入分

配工作要求，健全市属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体系，逐步

形成与企业功能定位相适应、与企业经营业绩相挂钩的收

入分配格局。2020 年度市属企业主要负责人年度薪酬平

均为 34.28 万元，增幅为 8.9%，企业副职领导年度薪酬

一般按照正职领导的 0.8 倍系数执行。2021 年度市属企业

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情况已经上报市政府，具体年度薪酬

情况待市政府批复后执行。

三、国有资产管理面临问题和困难

一是企业融资成本有待进一步降低。全市国有企业共

有 7 家获得 AA+主体信用评级，其中市属企业 4 家，AAA
信用评级仍处于空白状态，融资议价能力偏弱，企业融资

成本偏高。

二是企业发展定位有待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实体化

运营规模还不够大，聚焦主责主业发展定力还不够强，市

场化、差异化的薪酬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服务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和实现国有资本持续保值增值的职能定位还存

在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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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企业经营性资产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经营性国

有资产总量较小、布局分散，总体质量不高，企业国有资

产中包含闲置低效存量资产，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导致资产

确权比较困难。

四、下一步工作安排

下一步，市国资委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围绕市委

市政府总体部署，全面推进国资管理十项重点工作，做强

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重点做好四个方面工作：

（一）加强企业投融资管理

一是全面完善竞争性融资交易机制。建设国有企业融

资交易服务平台，为全市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搭建融

资桥梁，有效破解国有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

二是提升国企信用评级。集中优势资源支持 1-2 家市属企

业创建 AAA 主体信用评级，推动各县区提升投融资平台

公司信用评级，进一步提高融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三

是强化对外投资管控。对原市属国有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

法进行修订，通过主业、非主业投资项目分类管理，强化

投资项目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实行项目“双重论证”
以及重大投资项目提级管理，进一步防范企业投资风险。

（二）强化企业风险管控

一是开展经营性债务风险管控。组织市属企业结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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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投资计划、2022-2026 年债务管控目标及资产负债约束

计划等要求，制定年度融资计划，严格执行国有企业融资

成本控制红线，实时监测国企融资与债务风险，严禁新增

高成本融资行为。二是推行资金集中管理。按照“完善预

算、搭建平台、强化调度、降低成本、防范风险”的原则，

到 2022 年底前，确保市属企业将所属子企业资金运行使

用全部纳入集团公司的监管范围。三是落实“两非”剥离、

“两资”清退等工作。按照“突出主业、回归本业、做精专

业”原则，明晰市属五大集团功能定位和主责主业，严格

控制主业范围。通过层级调整、股权划转、注销四级子企

业等方式，进一步压降管理层级。开展四类企业、三类参

股投资和低效无效资产清理以及“僵尸企业”、重点亏损企

业处置工作。

（三）完善考核评价机制

一是实行人员统一管理。市属集团对各级子企业劳动

用工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加强对集团子企业职工总数管

控，严格执行职工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制度，亏损企

业不得随意新进人员。二是健全工资总额管理。对市属企

业集团本部及子企业工资总额预算实行核准管理，支持集

团公司选聘高层次专业人才和市场化职业经理人，对超额

完成考核目标的，可在工资总额预算中单列激励薪酬。三

是完善薪酬激励机制。强化融资考核激励，实行县区（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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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生态文旅区）党政领导、企

业班子成员和职工工资总额与高成本融资压降挂钩制度，

充分调动企业管理层积极性。

（四）推进经营性资产集中统一监管

市国资委牵头组织市级部门单位开展所办企业资产

清查，指导各部门单位进行清盘式摸排；打破行政管理界

线，分类开展经营性资产移交，通过授权市属企业对转企、

改制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对原主管部门业务依赖性较强

的企业实施委托管理等，探索资本运行新模式，进一步壮

大企业资产规模，助力国有资产提质增效。

附件：2021 年度市本级及园区国有企业（不含金融

企业）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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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度市本级及园区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基本情况表
单位：亿元

企业名称 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资产负债率 保值增值率 营业收入 上缴税费 利润 备注

淮安市国有联合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389.59 895.23 494.36 64.42% 100.04% 42.39 2.81 3.50 市属

淮安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213.50 538.36 675.14 44.36% 100.64% 78.42 4.74 2.74 市属

淮安市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11.47 317.35 194.12 62.05% 97.27% 23.31 -0.66 -2.91 市属

淮安市文化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54.04 144.25 409.79 26.04% 171.95% 2.06 0.24 -0.21 市属

淮安市金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6.82 6.34 40.48 13.54% 133.82% 1.61 0.38 1.18 市属

淮安开发控股有限公司 930.88 661.52 269.35 71.06% 100.14% 17.70 1.14 2.62 开发区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28.04 303.83 124.21 70.98% 97.25% 8.20 0.84 -3.35 开发区

淮安西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54.68 41.94 12.74 76.70% 80.43% 0.95 0.16 -2.04 开发区

淮安开发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4.72 52.48 12.25 81.09% 100.41% 0.69 0.13 0.07 开发区

淮安市中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99.10 140.20 58.90 70.42% 99.53% 0.40 0.14 -0.30 工业园区

淮安盐化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64.80 52.60 112.20 31.92% 96.20% 0.30 0.06 -0.10 工业园区

淮安兴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15.70 85.20 30.50 73.64% 99.79% 4.90 0.50 -0.30 工业园区

淮安盐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9.40 24.50 4.90 83.33% 99.00% 0.00 0.00 0.00 工业园区

淮安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586.47 400.91 185.56 68.36% 100.73% 0.49 0.80 1.23 生态文旅区

淮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 153.18 111.29 41.89 72.65% 101.65% 2.05 0.08 0.86 生态文旅区

合计 6442.39 3776.00 2666.39 58.61% 106.88% 183.47 11.36 2.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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