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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领导：

您好！由华彩咨询集团主办的 2018 年中国战略家年会将

于 11 月 30 日 -12 月 1 日在北京举办。中国战略家年会的开

办致力于推动本土集团型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传播

正气的商业和企业管理力量。

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企业实现创新转型升级发展成为各省

市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为配合各级国资委、央企及各省市属

国企做好全面深改的落地实施，实现转型升级发展，华彩咨询

特意举办此次“转型升级、金融创新和发展突破”论坛，分享

经验，解决难题！

华彩咨询已经成立 20 余年，一直专注于为各级国资委、

央企及各省市属国企提供国资国企改革、集团战略、集团管控

及风险内控等专业咨询服务，目前已服务 30 余个省市国资委

及一千余家大型集团型企业。

中国战略家们高屋建瓴，把握行业趋势；勇于变革，推动

转型发展 ；胸怀天下，践行国家战略。他们用战略理念指导行

动， 以行动创造战略价值，为企业、为产业、为区域、为社会、

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源源不断的推动力。

诚挚邀请您莅临论坛，共享智慧盛宴！

白万纲
华彩咨询集团
执行董事 总裁



参会人员签到

【焦点论坛】推动国有企业的创新转型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要坚定不移深化国

有企业改革，着力创新体制机制，推进结构调整、创新发展、布局优化。深化国资

国企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实现创新转型发展成为各省市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各地全面深化改革的进展和实践

    优化国资布局策略与产业结构调整

    体制机制创新和市场化能力提升

    以创新打造转型发展主引擎

    创新驱动、推动转型升级的创新管理体系

【焦点论坛】国资国企重组整合路径

2017年央企及地方国资企业重组整合再提速，国资系统横向、纵向及龙头重组整

合已经成为此轮国资国企改革的新常态：

    央企重组整合模式解析：国内多种合并重组模式+跨国并购重组

    地方国资系统重组整合路径

    目前国有企业重组整合的问题和难点

    重组整合前中后期的运作要点

    重组整合后的控制力建设

【焦点论坛】深度推进混改

各地混改推进面已经越来越宽，但混改深度仍然有所不足，如何深度推进混改显然

是时下国资国企改革重要的质变与突破：

    深度混改的核心事项

    通过混改打造国企有控制力的供应链，产业链，生态链

    通过混改强化市值管理

    混改的典型案例解析

8:20 - 9:00

9:00 - 9:50

专题宣讲专家

白万纲  总裁

9:50 - 10:40

专题宣讲专家

杨波  副总裁

11:00 - 12:00

专题宣讲专家

白万纲  总裁

议程安排
2017年11月30日星期四 上午



议程安排
2017年11月30日星期四 下午

【焦点论坛】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转型和发展突破路径

自“19号文” “40号文”“43号文”及其他相关文件的陆续出台，推动地方投融

资平台公司的转型发展已经成为各地共识。而面对众多历史存续问题的地方政府投

融资平台公司究竟该如何实现转型发展？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发展现状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模式

    如何破解融资困局

【焦点论坛】金融创新和资产证券化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经济运行的“血液”，中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加速

期、产业转型攻坚期、科技创新活跃期，在此过程中，金融创新正在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而资产证券化作为一项金融创新工具正在被迅速推广，其对各地的经济

增长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中央金改、区域金改与金融产业发展新机遇

    新金融平台的打造

    科技金融和产业金融创新

    资产证券化的突破与创新

    PPP与资产证券化

【焦点论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核心的开发区改革与转型升级

为进一步发挥开发区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作用，形成新的集聚效应和增长动力，

引领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各个开发区如何在“7号文”等政策指引

下，推动改革与创新发展，是当务之急！

    开发区现状与相关政策

    开发区改革和创新的重点、难点的剖析

    开发区未来的N种发展模式的特色与可借鉴价值

    开发区未来的N种发展模式背后的共同逻辑

    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实现路径

 14:00 - 15:30

专题宣讲专家

白万纲  总裁

案例分享专家

江斐  副总裁

15:40 - 17:00

专题宣讲专家

白万纲  总裁

案例分享专家

江斐  副总裁

17:00 - 18:30

专题宣讲专家

白万纲  总裁



【焦点论坛】地方国资委及国有企业资本运作的统筹和推进

资本布局与结构的顶层设立

    围绕管资本的国资委职能及监管改革

    国资委对区域国资国企资本运作的统筹与管理

    促进区域国有资本布局

    促进国企资本结构优化升级

    区域资产负债表管理导向的国资资本战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设立和建设

    国资委管好国企资本的知情权与决策权，国资投运平台核心管好资本的收益权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六大职能

    围绕国有资本运营公司，集成区域大部分金融主体，资源，资本，资金，资产，

    债务，各种转移支付及专项政策利好，打造一个利润好，能力强，改革支撑力度

    大的平台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六大职能

    打造以各个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为核心的产业投资及运作生态圈

区域大资本的打通

    上接央企资本——推进省部合作为导向的基金运作，产业对接，大项目合作，支

    柱产业打造，新动能培育，新兴产业引导

    下接地市资本——省地市资本协同，在纵向产业整合（资源类，旅游，文化，园

    区，特色小镇，现代服务业等）及龙头企业打造上有所作为

    横接社会资本——在基础设施PPP，混改，证券化，并购，开放性产业链，生态

    链，国际化等方面强化国有资本的放大，引领，带动效应

    促进资本高效流动，配置，重组，创新，服务于区域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城市

    转型，产业转型

    进一步创新区域政府资源配置方式为导向的资本运作促进

12月1日全天

9:00 - 10:00

专题宣讲专家

白万纲  总裁

10:00 - 10:40

专题宣讲专家

白万纲  总裁

10:50 - 12:00

专题宣讲专家

白万纲  总裁

议程安排
2017年12月1日星期五 上午



议程安排
2017年12月1日星期五 下午

资产重组与混改的推进

    站在区域国资布局与产业升级立场上的资产重组

    资产重组、股权重组、债务重组、机构重组的监管、服务与推进

    产业生态链的打造而非产业要素集聚为导向的重组后管理

    混改推进与产业活力，竞争力打造

各类资本运作职能的促进与服务

    基金打造、运作与风险管理

    并购重组及其整合推进

    投资监管及投资绩效评价

    IPO及借壳

    各种新型融资手法的应用

    产融结合运作、服务、促进与风险管理

各地典型做法案例与揭示

    上海的做法：服务好五个中心，两个清壳平台，做好国资集中布局，整体上市促

    进，用好混改与股权激励

    山东的做法：基于山东金改，夯实两类公司，促进配壳，做好统一监管，放大国

    资带动力

    重庆的做法：打造股权运作平台，发展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产业整合价值，把握一

    带一路与长江上游城市群机会，做好农地改革为核心的要素再配置，促进国资国

    企发展进入新境界

    四川的做法：打造大资本格局，发展蓉欧经济，促进金融中心打造，用好创新改

    革试验区与自贸区，发展产业，生态，城乡，科技之间的和谐与互促新格局

    陕西的做法：围绕陕西金控及陕西金融服务体系，发展以国资布局促进陕西发展

    大战略，促进国资国企在新一轮改革中带动力，引领能力，创新促进能力的释放

    与放大

14:00 - 15:00

专题宣讲专家

白万纲  总裁

15:00 - 15:40

专题宣讲专家

白万纲  总裁

15:50 - 17:00

专题宣讲专家

白万纲  总裁



白万纲　大连经理学院、国家会计学院客座教授

华彩咨询总裁；

中国首席国资国企改革、集团战略、集团管控与风险内控专家；

国务院国资委、22个省市国资委国资国企改革、战略及管控顾问；

多家政府院校客座教授：中央党校国资委分校、大连高级经理学院、国家会计

学院(上海、北京、厦门)、北京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上海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等；

多家重点院校客座教授：清华、北大、人大、复旦、上海交大、浙大、南大等

学府客座教授；

带队为一千余家大型集团提供了国资国企改革、集团战略、管控、风险与内控

方面的咨询服务；

《十三五规划宝典》《超级集团管控》等六十余部集团战略和管控专项著作。

杨　波　多个省市国资委战略与管控课题研究专家

华彩咨询集团副总裁；

在国资国企改革、国资平台公司、混合所有制、集团战略、集团管控、风险内

控等领域拥有深厚的研究功底；

多家重点院校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中国人

大等高校客座教授；

具有丰富管理实践和管理咨询经验，曾为中粮集团、中国节能环保集团、中国

铁科院、苏高新集团、浙江交通集团、西咸新区发展集团、西部机场集团、陕

西金控、陕西环保产业、湖北交投集团、湖北长江产业投资、武汉城投等多家

大中型企业及上市公司提供了专业的咨询服务。

江　斐　国务院国资委集团管控课题组专家

华彩咨询集团副总裁、知识总监；

国务院国资委战略和管控顾问；

配合国务院国资委主持多个央企课题研究项目；

2011、2012年国务院国资委央企集团管控课题组首席专家；

在国资国企改革、集团战略、集团管控、集团资本运作等领域拥有深厚的研究

功底；

具有丰富管理实践和管理咨询经验，曾为中国石油集团、南航集团、中广核集

团、延长石油集团、本钢集团、浦发集团、上海久事、天津能源、云南能投、

广东粤电等多家大中型企业及上市公司提供了专业的咨询服务。

专家团队



报名回执表

【参会费用】300元/人/天

公司名称

主要联系人

部    门

报名方式

汇款账号

报名热线

1、请您把报名表用正楷字填写完成后加盖公章回传；

2、年会报名三日内通过银行付款、款到后即完成报名手续；

3、开课前您会收到详细的确认函，包括日程详细安排和食宿参考。

户   名：上海华彩企业顾问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徐家汇支行

账   号：212886405310001

电话：021-51699369-828 

传真：021-51699369-810

手机：18701957110（李老师）

邮箱：lhr@china-co.com

参会人姓名 部门与职务 手机/电话 电子邮箱

邮    箱

职    位

公司电话 移动电话

通讯地址

发票抬头名称

付款方式

参会人数 是否安排住宿

(         )-(                        )

□公对公转账             □现场支付现金

（              ）人 □自行安排 □需协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