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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有有资资本本投投资资运运营营大大有有可可为为
————写写在在青青岛岛国国投投成成立立七七周周年年之之际际

青青岛岛国国投投党党委委书书记记、、董董事事长长 张张世世斌斌

王清宪多次强调：“投资青

岛就是投资国家战略”。青岛国

投作为市直国企，做好青岛市的

“政府战略投资项目”是最重要

的主业。青岛港、青农商行、青钢、

海湾……多年来，青岛国投在青岛

本土项目投资上总是全力以赴，

今年更是硕果累结的一年，新年

以来，青岛国投已先后签约了多

个投资青岛的大项目，与城市共

成长、同命运，在青岛的改革发

展历程中留下青岛国投印记。

今年3月19日，中国-上海合

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与国

家电投集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视频签约

会议举行。王清宪，国家电投集

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钱智民，中

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中国-欧亚

经济合作基金董事长宁咏出席会

议。国家电投集团是中央直接管

理的特大型国有重要骨干企业、

全球最大光伏发电企业，国家电

投基金公司是国家电投基金运作

平台。青岛国投从去年开始主动

接触国家电投，通过多次召开联

席会议、互相拜访等方式，商定

了国家电投基金在青岛发展的有

关方案，并作为合作伙伴成功吸

引了国电投落地。根据战略合作

协议，国家电投基金公司将在青

岛设立首期规模30亿元、总规模

100亿元的中俄能源合作投资基

金，并在新能源发电、综合智慧

能源、智能农业等领域开展深入

合作。深入推进双向投资、对外

交流、资本和金融等领域合作，

拟在青岛发起建设上合组织股权

投资联合会，打造“一带一路”

国家主权基金的合作平台。目

前，该项目山东省引导基金出资6

亿元已经在省政府有关平台上公

示完毕，年内将正式落地。

今年3月28日，青岛国际邮轮

母港区建设开工暨全球招商仪式

在青岛港举行。在王清宪和市委

副书记、市长孟凡利共同见证

下，青岛国投与市北区政府签署

了数字经济与科技金融项目，该

项目将通过导入产业头部企业，

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总部基地等项

目落地，推动线上虚拟经济和线

下体验产业融合互动发展。此

外，国投公司还将凭借其优质创

新型投融资及国有资本运营平台

资源整合能力，在私募股权投资、

财务管理和金融服务、资本运营等

方面加强与市北区的全面合作，

围绕市北区建设国际航运贸易金

融创新中心核心区的攻势方向，

助力“新金融”产业发展。

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吸引百

亿级的大项目落地，充分体现了

青岛国投“扎根青岛、投资青

岛”的拳拳之心。7周岁的青岛国

投正如一叶轻舟，渡过山峦万

重，开启了崭新航程。

我们坚信，“莫道春寒尚料

峭，危中有机天地宽”，我们将

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

‘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把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试点工

作做深做好做扎做实，把政府赋

予我们的三大主业做精做透做大

做强。到2022年末，青岛国投将

成为资产规模超过300亿元，利润

10亿元，控股两家上市公司的国

企巨轮。“长江破浪会有时,直挂

云帆济沧海”，让我们期待青岛

国投更加辉煌的十周年。

2019年4月，国务院下发《改

革 国 有 资 本 授 权 经 营 体 制 方

案》。《方案》对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在战略规划和主业管

理、选人用人和股权激励、工资

总额和重大财务事项等方面，一

企一策有侧重分先后地向符合条

件的企业赋予更多自主权。

“责任是权力的孪生物”。

“授权放权”意味着赋予企业更

大的责任，意味着对企业加强行

权能力建设、自我约束、规范运

行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确保

各项授权放权“接得住、行得

稳”，青岛国投在3月31日召开了

改革试点动员大会，要求在改革

试点中“坚持中国特色现代国有

企业制度，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

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加快形成

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通

过不断夯实管理基础，优化集团

管控，深化企业内部人事、劳动、

分配三项制度改革，健全完善风

险、内控和合规体系。”

“授权放权”意味着国有

“投资”的引导力和带动力将进

一步被激发。以创投为例，在青

岛市直企业主业认定中，青岛国

投是唯一把“创业投资”明确写

在主业范畴里的企业。在去年的

青岛全球创投风投大会上，省委

常委、市委书记王清宪高度赞赏

了创投风投企业在引领行业生态

发展中的重要贡献，青岛国投两

只规模超过20亿元的基金也在大

会上签约。《方案》针对国有资

本 投 资 运 营 公 司 的 “ 授 权 放

权”，给了国有创投核心团队持

股和跟投这一有效激励手段，青

岛国投也将乘势而上，打造青岛

本土创投优势企业，助力青岛建

设全球创投风投中心。

成立7年来，青岛国投累计对

7家新三板企业、2家瞪羚企业进

行了投资。今年，我们还与青岛

银行、建设银行青岛市分行合作

开展了“融企创新，债投联动”

的项目，通过把股权投资和债权

融资有机结合，以创投机构为纽

带，实现传统信贷投入与股权投

资的有机结合，既充分发挥了金

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支撑作用，

也为我们寻找合适的投资标的开

阔了路径。去年我们与香港鼎成

集团合作成立的国投鼎成，打造

了青岛市中小企业香港上市服务

基地，举行了8场上市培训会，参

会创业企业上千家，既为中小企

业赴港上市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也储备了优质投资标的。目前，

青岛国投正积极探索在新的“授

权放权”机制下，怎样实现激励

和约束的最佳平衡，包括核心团

队持股是在集团层面还是子公司

层面，跟投具体什么范围的人员

可以跟投，跟投是强制还是可选

择，跟投的比例如何设计等技术

层面问题，为下一步更好地做好

创投主业打下制度基础。

用好“授权放权”展现引导力和带动力

“投资青岛”在城市发展中提升影响力

按照国有资本改革的总体思

路，国有资本应逐渐从资源配置效

率低、发展潜力小的领域退出，转

向资源配置效率高、发展潜力大的

领域。多年来，青岛国投一直在以

战略眼光研究怎样有效进行资源配

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释放发展

活力。承接试点任务，将充分体现

国投深耕“运营”的优势。

深耕“运营”优势在明晰产权。

未来，青岛国投作为直接参与市场

竞争的主体，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

资本履行出资人职责，有利于完善

产权制度，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

明确治理主体的权责界面。通过充

分行使国有资本的股东权利，建立

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流程，从而提

升企业效率，增强发展质量，推动企

业健康良好发展，进而实现国有资

本的增值保值。近年来，青岛国投对

青岛港的投资、接受青岛工商中心

公司股权划转、对青岛林业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的资产重整，都在明晰

产权方面充分彰显了由运营公司代

表政府行使出资人权利的优势。

深耕“运营”重点在整合资

源。作为投资运营公司，青岛国投

将以国家、省、市战略为导向，综

合考虑行业发展趋势，结合公司的

资源禀赋，促进各类要素向优势企

业集中、向行业龙头集聚，推动企

业兼并重组，鼓励企业强强联合，

引导企业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向

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培育一批优

质行业龙头企业。近年来，青岛国

投通过基金等方式，在信息技术领

域投资了高校信息、远盾网络等企

业，在高端制造领域投资了克路德

机器人、乾运高科等企业，在文化

领域投资了泽灵文化、龙冈旅游等

企业，参与投资了电视剧《京港爱

情故事》，在国际贸易领域投资了

新锦桥棉纱网、格兰德征信等企

业，未来，就是要把这些重点产业

领域的各类优秀企业整合运营，打

造出多个行业龙头。

深耕“运营”目标在重塑结

构。我们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对所

掌握的国有资本进行流动和重组，

盘活存量、提高增量，有效放大国有

资本控制力和影响力，发力区域、产

业和城乡结构调整，形成规模效应

与协同效应。去年下半年以来，青岛

国投围绕承接运营公司业务，进行

了多次有针对性的市场化招聘，从

公司高管到部门负责人，到具体业

务人员，并对董事会、监事会、专

门委员会进行了重新梳理，建立了

“运营总部—专业平台—持股企

业”三级管控体系，总部定位为战

略规划中心和资本投资运营中心，

不从事具体生产经营，主要突出战

略引领、管控和考核等职能，同时

保留重要、特殊事项审批权；专业

平台公司定位为功能平台，持股企

业成为成本和利润中心……未来，

我们将主动承接市有关企业部分股

权的逐步划入，形成“股权池”。

积极参与资本市场的非公开定向增

发、公开增发等资本运作，分享其

他优质企业发展成果，迅速增强资

本实力。发挥资源优势、人才优势

和丰富的资本运作经验，通过

IPO、借壳等方式推动国有企业或

重点民营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实现

部分资产上市，乃至整体上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央和地方各级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公司相继成立，并进行了广泛

而深刻的改革。2013年成立的青岛

国投，历经7年寒暑，在自身发展

壮大的同时，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公司的使命定位也日渐清晰，就是

“建立国有资本市场化、专业化的

保值增值平台，推动国有资本优化

布局、提升效率、实现可持续发

展。具体就是做好国有资本的持有

主体、进退流转主体和保值增值主

体，实现资产、资金、股权等不同

资本类型在更高层次上的转化。通

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

等方式，能够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

动，并在国有资本流动当中实现经

济、政治、社会资源的优化配

置。”2014年以来，青岛国投先后

发起设立了青钢搬迁基金、海湾

搬迁基金，帮助两家国有大企业

凤凰涅槃，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更超前谋划了对青岛港的投资，

助力其登陆资本市场，这一系列资

本腾挪，都体现了股权运作和价值

管理的精准。

“风物长宜放眼量”。7年

来，青岛国投虽然在资产规模上没

有快速膨胀，但却在筑牢自身基础

的同时，种下了一颗颗希望的种

子，并逐渐开枝散叶；7年来，青

岛国投深耕资本运作，走轻资产发

展模式，以基金模式撬动国有信用

和市场资金，持续市场化、专业化

的路子，“运营”早已融入了这家

年轻企业的血液里。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

动”。今年3月，青岛市国资委正

式批复青岛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开展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同时

下发了《授权放权清单》，明确了

权责利，我们也迅速在3月底前召

开了动员大会，分解试点任务，成

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每个部

门、分公司，具体到每个员工，

都迅速围绕“投资运营试点”展

开运转。充分的准备和扎实的基

础，让国投一班人在承接这一重

要试点任务时，更加从容裕如，

大家坚信，“运营”必将成为青

岛国投站在7年新起点上的一个崭

新名片。

七年磨一剑 强基础方能谋长远

深耕“运营”在改革中释放活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组建若干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

司”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

国资委和负责国有资本运营的平

台公司纷纷推进试点工作，在国

资监管机构职能转变、改革国资

授权经营体制、提高国资配置运

营效率、协同推进相关配套改革

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日前，

青岛市国资委批复了城投、华

通、国投、西发4家公司开展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青

岛国投作为青岛市创新型国有资

本运营平台，被列入改革试点公

司之一，被寄厚望、重任在肩，我们

将乘改革东风，明晰使命、牢固基

础、主动作为，通过改革进一步释

放国有资本活力，发挥国有资本的

控制力、引导力、带动力、影响

力，真正实现做强做优做大。

今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

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对外公布。这是党

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对推进要素

市场化配置改革进行总体部署，

《意见》要求：“形成生产要素

从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效领域

流动的机制，提高要素质量和配

置效率。”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

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当好

国有资本的持有主体和进退流转

主体。怎样在“流转”中彰显

“收放自如、进退裕如”的科学

管理水平，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

先进生产力集聚，推动经济发展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是摆在每个投资运营试点公

司面前的一道重要考题。

根据本次试点任务的安排，

青岛国投要继续突出资本运营特

色，搭建产业孵化平台和上市服

务平台，推动优质企业境内外上

市，打通股权投资退出渠道，构

建资本运作全链条;在战略性控股

方面，按照青岛市国有资本布局

规划控股运营产业资本项目，打

造成为以要素流动、有序进退为

主要特征，以产业基金集群为重

要抓手的国有资本市场化投资运

营平台。

试点任务对青岛国投在资本

流转中的控制力提出了更高更精

准的要求。既要把握好民营资本

和国有资本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

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在推动

国有资本做大做强的同时，实现

国企民企协同发展；又要抓好上市

公司这一重要抓手，在做好上市公

司资本合理化运营的同时，培育

拟上市公司进入资本市场发展。

青岛国投作为地方AMC牌照

持有人，在不良资产处理等业务

上已经积累了多年经验。2017年

下半年，青岛AMC收购青岛农商

行6 . 59亿元不良资产，为农商行上

市扫清了最后障碍，2019年4月，

青岛农商行在深圳鸣锣上市。截

至目前，青岛国投已完成不良资

产收购债权超过百亿元，为青岛

市金融市场实现“双降”发挥了

积极作用。下一步，国投还将加

快有关金融牌照的争取，利用好

资产证券化、股权置换、收益互

换、增资扩股等新市场新工具，

实现各类生产要素向流动性高的

形态进行转化。

通过多年实践我们认识到，

要做到科学“流转”，青岛国投

还需要提升“运营”的综合能

力。一是提升战略研判能力。公

司高度重视对战略发展部的建

设，同时积极引进“外脑”，邀

请德勤所等专业机构专家为公司

做战略咨询，另外还积极筹措建

设国有企业智库。二是强化资本

运作能力。把战略规划部和资产

运营管理部拆分，并引进有经验

的、能够熟练掌握资本运营手段

工具的人员，力求在资本运作上

实现新突破。三是确保风险管控

能力。进一步充实风控部门人

员，加快完善构建与资本运营相

适应的风险治理架构，明确各类

风险责任在组织架构中的分配，

形成各负其责、协同运作的风险

管理体系。下一步要探索建立风

险限额管理机制和风险监控预警

指标体系，评估运营公司风险承

受能力，指导业务经营决策、资

产配置和资本管理，实现风险与

收益的均衡，明确针对各业务板

块的风险管理重点策略。

以科学“流转”彰显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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