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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领导：
您好！如您所知，一系列的国资国企改革和重大行动接踵
而至：国企资产证券化加速，投融资平台改造进入新境界，降
杠杆新招频出，混改加速，财政系统监管国有金融资本惊破国
资界，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新做法出乎意料，
国资委在新一轮改革中重找自身位置，监事会划归审计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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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监督体系打造，股权激励加速，国企激励老大难问题急需
突破！
此外，近期陆续出台的相关政策 :《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
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
《2018 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
《国务院关于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实施意
见》、《关于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有
关事项的通知》等 , 及国企改革“双百行动”等都对国有企业
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 带来了新的挑战。
华彩咨询作为成立 22 年的国内知名咨询公司 , 希望能基
于自身丰富的理论和实操经验配合和协助国资国企的高质量、
转型发展，因此鼎力举办此次中国战略家年会，分享经验，解
决难题！华彩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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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团类咨询服务 , 服务的央企、省市属企业和央企二级企业达一
千余家，遍布全国各个省市。并且已与五十余个省市国资委展
开了咨询、课题研究和国资大讲堂合作 , 近两年为山东省国资
委、湖北省国资委、湖南省国资委、陕西省国资委、江西省国
资委、四川省国资委、云南省国资委、吉林省国资委、内蒙古
国资委、新疆国资委、厦门市国资委等以咨询项目的服务形式
提供了国资国企改革、国资布局、两类公司组建和投融资平台
转型等咨询服务，广受好评。
诚挚邀请您参加，共享智慧盛宴！
上海华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高质量发展 国资国企改革前瞻 助推转型发展

第三届中国战略家年会 议程安排
12 月 13-14 日 • 北京

【12 月 13 日会议议程】
主题：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的 2019 年国资国企改革前瞻和大变局之下国企对不确定性、
风险与合规的管理
1.

上午：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的 2019 年国资国企改革前瞻

2.

下午：大变局之下国企的不确定性、风险、机会与合规管理

3.

下午：新格局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挑战

【12 月 14 日会议议程】
主题：地方国资国企改革 2019 年路线图和投融资平台的实体转型、债务化解
1.

2.

时

上午：地方国资国企改革 2019 年路线图
1)

地方国资结构性改革大框架

2)

诸多的地级市普遍面临哪些问题

3)

地级市国资国企改革的障碍

4)

地方国资国企改革六大路径

下午：投融资平台的实体转型和债务化解
1)

区域立体运营——基于全域国资经营的综合运营

2)

投融资平台债务管理

3)

投融资平台融资运作

4)

两类公司建设

间：2018 年 12 月 13 日-14 日（周四、周五）

主办方：上海华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点：北京市

费

用：国资委免费（限名额），企业 600/人/天, 赠送 4 本学习辅助资料，其中含《国

资国企改革 2.0》
附件 1：研讨会授课内容大纲
附件 2：授课专家介绍
附件 3：报名表

附件 1：研讨会授课内容大纲
【12 月 13 日课程大纲】
上午：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的 2019 年国资国企改革前瞻

授课：白万纲总裁

下午：大变局之下国企对不确定性、风险、机会与合规的管理
下午：新格局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挑战

授课: 江斐副总裁
授课: 白万纲总裁

一、 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的 2019 年国资国企改革前瞻：
1. 国资国企改革回顾与总结
1) 从规定动作改革走向自选动作改革
2) 从机械落实顶层设计到区域改革理论和路径指引型
3) 从旧常态路径依赖型走向新常态格局构建型
4) 从国有企业管理到国有资本形态管理
5) 从国有资本到全域国有资产管理
2. 处理好国资国企改革的十大难题
1) 金融资本监管新规搅动一池春水
2) 两类公司试点释放多种可能性
3) 国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要处理好哪六个结构（股权结构，产业结构，资本运营结构，
基金结构，创新结构，全域国资经营结构等六大结构）
4) 国资委改革将往何处去
5) 国资布局到底要处理好哪四个布局（管理布局，资本布局，产业局部，发展布局）
6) 党建与透明治理
7) 混改到底是术还是道
8) 做强做优做大国企与重视民企
9) 压杠杆去负债的内在逻辑变化
10) 全域国资经营是国有资本经营的全新空间
3. 国资国企改革展望
1) 国资布局的边界在哪里/进与退？
2) 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与打造世界一流企业
的关系
3) 授权与大监督体系的互促关系
4) 金融难题：国有金融资本，产融结构，相关风险控制与金融为实业服务
二、 大变局之下国企的不确定性、风险，机会与合规的管理
1. 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国企在不确定性中经营面临多重挑战
2. 国企持续变革与“一企 N 制”化趋势
3. 不确定性管理
1) 如何前瞻及适应政策与顶层设计的不确定性
2) 如何把握和应用科创不确定性
3) 如何驾驭市场不确定性
4) 如何管理业务扩张的不确定性
5) 如何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
6) 如何驾驭关键要素的不确定性
4. 风险管理
1) 辨析风险，风险管理，全面风险管理和集团风险管控
2) 与战略和管控体系一致的集团风险体系
3) 风控体系的进化与柔性

4) 战术性风险管理与战略性风险管理
5) 更聪明的风控体系与持续进化的风控能力
5. 机会管理
1) 未来管理的核心是机会管理
2) 机会管理需要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准确的前瞻布局
3) 个性化视角的机会宇宙建立与全景机会扫描
4) 机会研究，辨识和机会把握
5) 如何机会转为为产业及优势
6) 机会管理的风险管理机制、预警机制、竞争情报机制、投资机制、补偿机制
6. 合规管理
1) 合规体系=党建+治理+授权+组织+流程与制度规范+内控+风险+审计+安全管理+法
规落实+监督监察体系落实
2) 合规体系建设：合规体系顶层设计、构建合规管理组织体系、培育合规文化、制定合
规管理制度、合规管理考核、强化责任追究
3) 合规管理与经营活力
4) 合规管理与体制，机制的灵活性
三、 新格局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挑战
1. 从单体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到集团企业的人力资源管控
2. 人力资源部门价值变革，定位变革与职能变革
3. 人力资源管理挑战
1) 人力资本与激励挑战
2) 知识管理与创新挑战
3) 培训体系与企业大学挑战
4) 人力资源结构管理挑战
5) 虚拟人力资源管理挑战
6) 战略性绩效管理挑战
7) 薪酬总额决定机制挑战
8) 外派产权代表管理挑战
4. 人资部门角色的未来展望

【12 月 14 日课程大纲】
上午：地方国资国企改革 2019 年路线图
下午：投融资平台的实体转型和债务化解

授课: 白万纲总裁
授课: 杨波副总裁

一、 地方国资国企改革 2019 年路线图
1. 地方国资结构性改革大框架
1) 设计地区国资国企改革大战略，顶层设计明晰化:国资系统对财政的补偿作用、国资布
局与结构、全域国资经营
2) 切实理解国企改革目标与远景：从大项目大客户走向广域性产品与服务、国企与民企
共生关系，城市转型、经济转型、产业转型中国企作用，国企的非市场功能的发挥与
节制
3) 加快国资统一监管，尤其推进实质性进入国资委统一监管
4) 形成地区证券化推进管理一盘棋，形成地区资产负债表管理挂图作战
5) 着手打造两类公司
6) 依托两类公司和产业集团的设置，推进分类管理的落实
7) 围绕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推进两类公司与国资委，与下属公司之间的权力界面：治理
界面，资本界面，监管界面

8)
9)

深化推进三项制度改革
围绕混改与薪酬改革，股权激励推进，切实推进国企的文化，
机制的涤荡与激活
10) 强化监管大平台建设，推进董事会，监事会运作创新
11) 严控金融风险与压杠杆，控债务
2. 诸多的地级市普遍面临哪些问题
3. 地级市国资国企改革的障碍：
地区主官改革意志、局委办博弈难题、改革担当和改革氛围、同质化发展难题、产业空心
化难题、地产及基建均沾化难题、证券化难题、市场化难题、创新与投资窘境
4. 地方国资国企改革六大路径
1) 路径之一：塑骨骼（地方国资深化改革）
2) 路径之二：建平台（两类公司建设）
3) 路径之三：引伙伴（地方开发体系建设）
4) 路径之四：激活力（股权与薪酬改革）
5) 路径之五：拓资本（上市与资产证券化）
6) 路径之六：强团队（三项制度改革）
二、 投融资平台的实体转型和债务化解
1. 区域立体运营——基于全域国资经营的综合运营
1) 全域国资经营之道
2) 低效无效资本的盘活
3) 通过全域国资经营推进资源变资产
4) 构建更理解市场的全域资产证券化
5) 城市再规划与功能提升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关键
6)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模式：两类公司、产业投行式、PPP 管理中心式、金控式、
REITs 式、全域国资经营式、城市运营式
2. 投融资平台债务管理
1) 债务管理难题
2) 债务管理实施（债转股、债务置换、债务重组、债务转移、债务抵消、债务豁免、债
务打折）
3. 投融资平台融资运作
1) 融资平台融资运作（信用构建、资产构建、项目开拓、项目融资）
2) 投融资平台创新型融资思路与实践（公司债、企业债、短融、中票、可转债、信托、
海外发债、土地新政，其他创新手法融资）
4. 两类公司建设
1) 四类授权主体授权的两类公司
2)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资本运作
a) 构建，定位与六大价值
b) 难点与关键点
c) 运作与特点
d)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与资产管理公司，区域投资公司，金控集团的差异
3)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打造产业
a) 构建，定位与六大价值
b) 难点与关键点
c) 运作与特点
d)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与投控集团的差异
4) 两类公司与资本运作
5) 标杆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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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授课专家介绍
白万纲
华彩咨询集团总裁；
国务院国资委、多个省市国资委顾问；
多家大型集团国资国企改革、集团战略、管控顾问：中石油、东风汽车、中广
核集团、南航、中国兵器工业、宝钢、中国节能环保集团、中国建筑设计研究
院、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等;
多家政府院校客座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大连高级经理学院、中央党校国资委
分校、浦东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国家会计学院（上海、北京、厦
门）、上海经干院（上海国资委党校）、北京经干院等;
多家重点院校客座教授：清华、北大、复旦、上交大、长江商学院等学府客座
教授;
他带领公司为千余家集团提供了专业的国资国企改革、集团战略、集团管控、
全面风险管理与内控、党建等咨询服务;
《十三五规划宝典》、《超级集团管控》、《用创新重构世界》、《超级产融
结合》等六十余部集团战略和集团管控专项著作。

江

斐

华彩咨询集团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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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战略和管控、风险内控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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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发集团等多家大中型企业及上市公司提供了
专业的咨询服务。

杨

波

华彩咨询集团副总裁；
多省市国资委国资国企改革、战略与管控课题研究专家；
在国资国企改革、混改、国资投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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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复旦、上交大、人大等高校客座教授；
具有丰富管理实践和管理咨询经验，曾为四川省国资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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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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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报名表

单位名称
主要联系人
部

门

公司电话

(

)-(

邮

箱

职

位

移动电话

)

通讯地址
发票抬头名称
付款方式

□公对公转账

□现场支付现金

参会人数

（

）人

是否安排住宿

□自行安排 □需协助

手机/电话

电子邮箱

参会人姓名

部门与职务

选择范围：①《国资国企改革2.0》②《城投行业战略与管控深化手册》③《大交
4本赠送资料选择
请填写序号

通行业战略与管控深化手册》④《开发区行业战略与管控深化手册》⑤《千年大
计——重构新世界的哲学核武库》⑥《规划重组世界——区域规划实操手册》⑦
《高质量发展之品牌管控》
选择资料序号：

是否需要现场沟通？
若是，请您填写关
注方向及沟通主题

1、
2、
（华彩将设立答疑区，邀请专家，在课程期间，就您的问题进行现场一对一解答）

1、请您把报名表用正楷字填写完成后加盖公章回传；

报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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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课费用

国资委限名额免费，企业600元/人/天，全程2天1200元，赠送4本学习辅助资料；
住宿及每天的餐饮费用由参课单位自行承担；
户 名：上海华彩企业顾问有限公司

汇款账号

开户行：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徐家汇支行
账 号：212886405310001

报名热线

电话：021-51699369-880

手机：15121039532（葛老师）

传真：021-51699369-810

邮箱：gyj@china-c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