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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回应央企改革发展热点问题
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 中央企业
月度利润再创新高原因何在？国企薪酬
制度改革将有什么新动向？是否将出台
新举措吸引外资参加混改？国务院国资
委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在 16 日的国新办发
布会上回应了当前国资国企领域广受关
注的热点问题。

五方面因素促央企运行
“开门红”
今年第一季度，中央企业交出亮丽
“成绩单”：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6.4 万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7% ；利 润 总 额 3770.6 亿
元，增速超两成，其中 3 月份近 1700 亿元
的月度利润额创下历史新高；38 家企业
效益增幅超过 20%，56 家企业效益增幅
超过 10%。
彭华岗表示，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
稳定发展为央企运行创造了良好的外部
环境，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

央企各项改革不断深化、瘦身健体提质
增效工作扎实推进以及党对国有企业的
领导全面加强，都是央企活力迸发、效益
持续快速增长的深层次原因。
数据显示，
目前中央企业已累计化解
钢铁过剩产能超 1600 万吨、
煤炭过剩产能
6200 万吨；截至今年 2 月份，中央企业累
计减少法人单位 9117 户，
共计减少人工成
本 161 亿元、
减少管理费用 143 亿元。
“这几个原因都是可持续的，将长期
发挥作用。”彭华岗表示，虽然目前中央
企业经营中还面临不确定因素，也可能
会出现波动，但是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持
续推进中央企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将对工资总额进行分类管理
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革国

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
在回答有关国企薪酬制度改革的提
问时，彭华岗表示，这几年国资委一直在
研究国企薪酬改革的相关问题，下一步
我们会对工资总额进行分类管理。
“对于处于充分竞争领域的商业一类
企业，工资总额完全实行备案制，由企业
董事会自主决定。对于商业二类企业或
者公益类企业，
工资总额会实现核准制的
管理。”他具体解释说，企业情况不同，管
理方法也不一样，
总的来说就是要把工资
总额的企业内部分配权真正交给企业。

扩大开放是必然措施
就是否有计划出台新举措吸引外资
参加国企混改，彭华岗表示，扩大开放应
该是必然的措施，中央企业将从以下几
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加大开放合作力度，尤其在进

口方面发力。今年 11 月，我国将在上海
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央企
业将积极参与，会组织一个采购团。二
是在改革中加大包括与外资企业在内的
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合作。
“中央企业在改
革过程中特别是产权领域改革过程中，
会更加开放。
”彭华岗说。
此外，中国国有企业在“走出去”过
程中也会与各类所有制企业更加紧密地
合作。据介绍，目前央企境外投资额约
占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60%，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约占总量的
70%，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各种形式
的合作项目近 2000 个。
“我们在‘走出去’过程中，也积极地
融入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彭华岗说，
中央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也会面临一些
风险，但只要我们积极防范，一定能够妥
善处理好。

“在希望的田野上”是怎么唱响的
——寻访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乡音
4 月 16 日 ，在
肥西县严店乡高标
准 示 范 农 田 里 ，农
技人员在利用无人
机在田间作业。
随着天气转
暖 ，安 徽 省 合 肥 市
肥西县抢抓农时，
积极开展小麦春管
作 业 ，确 保 粮 食 丰
收。
新华社发
新华社合肥 4 月 16 日电（记者 汤阳
水金辰）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
的村庄旁流淌……”
谈到农村改革，古稀之年的著名歌
词作家晓光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在希望
的田野上》。40 年前，这首由他作词、施
光南谱曲的歌一经面世，便风靡全国，引
起强烈反响，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新希
望的源头乡音。晓光是用了 50 年的笔
名，他姓陈。
灵感源自农村改革
《在希望的田野上》何以孕育诞生？
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安
徽凤阳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犹如改革的一声春雷，震惊九州方
圆。农村的巨变正在萌芽升华。
“春气为
诗人所觉，”30 出头的晓光，敏锐地捕捉
到中国大地上暖风吹拂的清新气息。
晓光这些老一代艺术家们始终遵循
着到人民中、
到生活中去体验、
去发现、
去
创作的原则。他和同行们背着行囊，
多次
奔赴安徽、
四川、
广东、
湖南等改革前沿地
区的农村深入生活。他看见村村寨寨悄
然而至的变化：
“老汉的杯中有了酒，
娃娃
的嘴上有了油”；田野上生机勃勃的豆秧
麦苗；
新房上袅袅飘荡的炊烟……他目睹
了广袤田野上冰雪消融，
改革春风带来的
蓬勃景象，从而成就“西村纺花、东港撒
网、
北疆播种、
南国打场”
的佳句。

如果时光回溯十年，这些地方的农
民生活却是另一番模样。
“淮南到蚌埠不
过 60 公里，却因道路狭窄坎坷要走几个
小时甚至半天。”晓光回忆说，
“河南一位
公社干部接待我们时，竟然穿着一条用
化肥袋染色改作成的裤子。”
农 村 改 革 是“ 穷 则 思 变 ”的 伟 大 变
革，来源于人们为了温饱生存的迫切需
求。这是当时晓光对“大包干”最直观的
认识。他观察体会到广大农民对这场改
革发自内心的拥护。
1978 年冬夜，安徽凤阳小岗村 18 户
托孤求生、立誓为盟，按下“分田包干”的
红手印，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第二年，小岗人不仅没有吃国家的救济
粮，还还清了国家贷款，做到了“交够国
家的，留足集体的，
剩下都是自己的。”
“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
也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甚至是争议，
但农
民是衷心拥护改革的，
党中央毅然决然地
支持引领了广大农民的诉求。实行联产
承包责任制以后第二年就发生了变化，
最
大的变化大概就是农民的脸上开始有笑
容了。
”
说到这里，
晓光眉头微微舒展。
“‘大包干’调动起了每个人的劳动
创造的积极性，使得农民的精神状态有
了极大改观。他们觉着日子有了奔头，
对未来充满希望。而我也深刻感受到只
有改革开放，中国才有希望。于是‘希望
’便成为这首歌曲的词眼。”
他解释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声”
一首佳作应该是作者思想和感情的
真诚抒发。晓光说，虽然歌词写出来所
用时间不长，但这思想和情感却在胸中
酝酿了二三十年。对改革开放后农村新
气象、新面貌的由衷讴歌，成为这沸腾情
感喷涌的迸发点。
1981 年秋，应邓在军导演的邀请，晓
光为一部农村改革题材的专题片撰写歌
词。亲历过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多次
深入农村，有着丰富生活体验和感受的
晓光，在歌中将春回大地后农村全新的
生产、生活图景与向往尽情展现出来。
这首闪烁着时代风采的颂歌，也成为他
命运旋律中一个响亮的音符。
这首歌词的写作并非一蹴而就，
修改过
五六稿之后，
他才打电话给施光南，
一字一
句地让他记录下来。
“有时改一个句子，
有时
改几个字，
直到最后定稿前，
还在修改。
”
“这首歌词属于长短句结合，并不好
谱曲。”晓光说。在后来的书信中，施光
南回复道：
“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歌
曲，不能拘泥于《信天游》或《小放牛》那
种历史上的‘乡土气息’，也不能搞成乡
间小路式的校园歌曲，必须找到能反映
社会主义农村新形势下的节奏和旋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声，是因为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乡愁、乡情与乡音。在
歌词里你可以看到有东南西北的风俗景
观。在音乐里你可以品味到四面八方的
风情音调，有北方秧歌的节奏，也有南海
渔歌的影子。所以江南塞北的人们听起
来既熟悉又新鲜，总觉得它好像是哪个
地方的，但到底是哪里的，又说不出来，
这就是施光南运用民族民间素材作曲炉
火纯青的技巧。
”晓光打趣道。
强大的共鸣来自对改革的共识
“一首歌曲的成功需要三个方面的
共同努力，词要写好，思想深刻，情感深
邃，意境深远。曲子也要写好，演唱还要
唱好。”晓光说，
“1981 年底施光南为这首
歌录了两个版本，中央电视台专题片用
的是合唱版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播
和后来春晚推出的是独唱版本。”

“对于这首歌而言，作曲和演唱都功
不可没。
”
晓光说，
“哪个乐句是讲述性的，
哪个乐句是抒发咏叹性的，
歌唱家把握得
准确得当。比如
‘老人举杯，
孩子们欢笑，
小伙弹琴，
姑娘歌唱’
，
这孩子的笑声在演
唱上应该如何戏剧性地表现出来等等，
都
有恰如其分的处理，
可谓独具匠心。
”
1982年，
歌曲问世之后，
老百姓纷纷打电
话请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电台重播，
仅当年的
点播率就高达1500余次，
从此广为传唱。
“你们最不喜欢什么样的歌？”晓光
曾直截了当地问过农民。
“说假话的歌。
”
讲真话，
抒真情从此成为晓光歌曲创
作的追求--把握时代脉搏和抒发人民心
声。
“艺术家只要能把‘人人眼中有，个个
口中无’的思想、情感、哲理表达出来，才
有可能与人民群众产生共鸣，受到欢迎。
甚至过了三、四十年，这首歌还能在人们
的心头流淌、
口中传唱，
在记忆里荡漾。
”
“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生活在
人们的劳动中变样……”
《在希望的田野上》中的这一句歌词
是带有哲理性的。晓光说
“只不过四十年
前人们追求的是有饭吃，有衣穿；如今我
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追求的
是更加美好的生活，
追求的是民富国强。
”
晓光说，时过境迁，四十年过去了，
不变的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对这片土
地深沉的爱恋和赤诚的心。
“希望我们的
祖国富强起来的心愿，已经融化在中华
儿 女 的 血 液 中 ，成 为 民 族 的 精 神 与 品
质。贫穷、落后时，我们不曾离弃祖国母
亲，反而激发出要改变她面貌的昂扬斗
志与拼搏精神。如今，我们的拳拳之心
依然赤诚，跟着党砥砺前行，因为我们走
进了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最近的新时代。
”
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
“就像我
在《百年一梦》歌词中写的那样：
梦想成真
要靠我们，
前赴后继去创造辉煌。
”
晓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