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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国企改革工作日渐深化,资本运营也得到普遍运用,但
其中不乏风险因素,仍需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明确影响资本运行水平的关键因素,并综合国企的发
展现状及未来的战略发展目标,制定出风险应对策略,以改善资本运行水平,为推动国企实现健康稳定的
可持续发展贡献出力量。基于此,文章针对国企的资本运营风险和应对策略展开分析和探索,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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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market economy,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s gradually deepened, and capital operation has been widely used, but there are
many risk factors, and further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are still needed to clarify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level
of capital operation. And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future strategic
development goals, we formulate risk respons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capital operation and contribute
to promoting the healthy, stab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capital operation risk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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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通过对公司的兼并和收购,实现内部治理结构的全面优化和调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整个市场经济主体中的重点组成要素,

[1]
整,企业组织结构变得更为科学合理 。举例来说,某国企上市

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实现增长的核心支撑力量,如何确保资本运

公司通过引进民营企业,作为当前国企的战略投资伙伴,对其运

营的完善性,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迈向经济发

营机制进行了改善和升级,对内部结构进行了整改,再加上股东

展的快车道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在对国有企业资本

介入,将传统国企投资人缺位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弥补,权责

运营进行研究时,需要将其侧重点放置在资本运营的科学合理,

变得更为清晰,优化法人治理结构,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

是否存在运营风险,并通过制定出更为完善的措施,最大限度对

需求。在面对整个市场时,改变了传统的运行机制,形成了更

资本运作风险进行规避和分散,缓解由于风险因素所导致的企

加适合在市场中参与竞争的机制。而在制度分配上,通过严格

业经营发展问题,避免陷入发展困境,优化国企的管理能力,确

贯彻落实惩罚机制,和相关工作人员的岗位绩效直接挂钩,提

保国企资产的增产增值,发挥出资产的最大效益。

升团队协作能力,始终秉承效率优先这一原则,通过科学合理

1 国有企业资本运营重要性

的资本运营机制,让传统市场经济模式下的老国企真正地焕发

1.1帮助国有企业优化治理结构和组织结构

了活力和生机。

通过科学合理的资本运营工作,可以将企业内部的公司治

1.2优化资本结构、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

理结构进行全方位地优化和升级,资产的管理水平也将得到全

为进一步确保国企内部资金安全,需要通过产品的有机组

方位提升,为其创造出更多的价值。除此之外,通过资本运营,

合,也需要通过多元化的产品结构,为国企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

需要高层更多地思考与资本运营相关的决策,进而将生产运营

的动力,进一步化解或规避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产业和

等工作真正地交给中层部门进行处理,优化国企的组织架构。并

产业之间具备一定的关联性,通过对投资方向、投资比例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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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可以使得产业结构得到有效升级,更加适应外部的市场发

各个企业必须要和母公司的政策及发展目标直接看齐,甚至不

展情况,满足内部发展需求。而所有的产品和技术都具备一定的

顾当前企业的发展情况。除此之外,营运风险还表现在资本运营

寿命和周期,想要获得健康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综合国企

所产生的新公司,由于规模较为庞大,出现的经济规模不匹配问

的实际特征和未来的发展需求,进行动态化的实时调整,通过资

题,发展效率和规模二者之间的反比问题,在很多国企资本运作

本运营的模式,将国企发展过程中的非增值产业直接放弃,并引

[3]
都有所体现 。

进可改善国企竞争力的优势产业,通过对产品的组合优化,满足

2.3管理风险

不同层次的客户需求,有效规避经营风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国企展开资本运营时,无法避免地需要对组织架构进行进

国企通过资本经营以改善国企的资本结构,改善了产品结构,并

一步的重组,对管理制度、人事制度、财务制度进行全方位的改

获得了非常可观的发展经验。

革,而这种内部系统的变革性创新,可能会导致新加入公司出现

1.3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合理组合

顽强抵抗,尤其是在人事变动上,这一问题和风险尤为突出。在

在企业的运营过程中,通过与其他企业的兼并重组,可促使

出现问题之后,总公司可能会为了吸收新企业,而在内部创建出

企业的各项生产要素实现最优化配置,资源配置变得更为科学

一个全新的管理格局,若是事先没做好沟通和协调工作,则会导

合理,最终发挥出互补和协同效应。举例来说美孚公司和埃克森

致优秀管理工作人员不足,整体的管理效率下降。另外,通过国

公司二者之间的强强联合,在合并之后最终产生的协同效应在

企的资本运营,代表着双方需要通过约定好的固定模式展开内

38亿美元以上,运营效率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成本投入全面下

部交易活动,内部交易在合同制定上将会变得更为宽松,由此引

降,净利润也得到了明显提高。

发管理风险。

2 国有企业资本运营风险

3 国有企业资本运营风险应对策略

2.1财务风险

3.1健全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加强资本运营的财务论证

国企在展开资本运营时,将会花费大量的资金投入,而花费

在国企的资本运营过程中,需进一步优化财务管理水平,以

的资金投入相较于资本运营所能够获得的经济效益或预期的成

缓解财务风险,从财务管理专业角度,针对资本运营的运营方案

本投入来说,可能要更高,而大量的费用投入,也可能会导致国

以及重组方案进行进一步的可行性论证,进行深度分析,主要包

企的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在资本运营时,因为付出代价太高,导

括重组后的成本比较分析、重组之后企业可获得经济效益的预

致企业负债沉重,最终引发倒闭的案例层出不穷。除此之外,若

测分析、资本运营之后企业财务的承受水平,通过这些数据分析,

是企业在市场中购置一类产品,那么产品的价格并不是一成不

可选择最为科学合理的资本运营模式,以对重组方案进行有效

[2]

变的,而是实时变化的 。一旦参与到资本运营中,企业对该类

制定。同时,针对有可能会出现的重大财务问题及时制定出优化

产品进行购置,即便是由于各种对外界因素导致产品需求下降,

措施。在个别国企的资本运营过程中,可能会过度关注资产重组

也需要承担其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要花费的固定成本投入,而

的表面化,未对整合发展过程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而这种做

这种硬化经营杠杆,也会导致国企的现金流周期波动更为明显。

法也将引发财务危险。从本质上来说,整合就是从企业的单一经

资本运营还会导致分配投资资金的灵活性全面下降,由于国企

营逐步走向主题经营,整合质量也将直接影响国企未来的经营

的资本运营需要将原有的资金收益率平衡状态进行全面打破,

发展。因此财务工作人员需要具备清晰的思想认知,无论什么样

而重新形成的国企发展格局又会对生产经营环节的依赖性变得

的重组方案,都需要加强财务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对有可能会

更强,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被迫边际部分投资。为了进一步保障国

出现的突发问题及时制定出预警措施,以确保在出现财务风险

企发展的整体性,只能向收益更高的地方配置更多的资金,进而

时,可以及时应对。

引发财务风险。

3.2资本运营整合风险控制

2.2营运风险

整合的质量是否完善,是国企资本运营是否会获得理想成

国企的资本运营工作完成之后,若是无法产生协同发展效

果的决定性因素,同时营运风险也大多出现在整合这一步骤中。

应,可能不光导致国企资金出现问题,产生运营风险,还会导致

由于在国企的资本运营过程中,不同资本主体的文化、员工、产

相关企业出现整体下滑,对整个集团带来毁灭性打击。国企展开

业和市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整合工作常常困难举步维艰。

资本运营的核心目标,是想要进一步扩大国企规模,实现前后的

一般情况下,可以将整合划分为两大阶段,分别为准备阶段和执

一体化发展,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但是这些战略性的营运策略,

行阶段,准备阶段需要了解到目标企业的实际情况,对其展开深

都会导致国企面临全新的市场化环境,进而产生全新的经济效

[4]
入分析,进而制定出完善的整合计划 。另外,在资本运营阶段

益价值链。若是国企忽略了资本运营过程之后的全新发展形势,

有可能会出现和计划不一致的问题,因此在正式展开资本运营

仍在运用传统的运营管理战略规划,觉得在过去发展中某一环

之后,还需要对整个计划进行动态化的实时调整,确保其整个过

节的优势,仍然可以自动扩展到另外一大领域中,则会引发战略

程的灵活性,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在执行阶段,需要确保

风险。资本运营所带来的营运风险还体现在各方衔接时的差异

整合妥善,同时行动迅速。另外,还需要关注营运整合过程中人

性,为了进一步维护企业发展的整体性效果,参与到资本运营到

这一主体,不管通过资本运营可获得多高的经济效益、多高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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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优势,这些优势也都是通过人进行创造的,只有确保双方自愿

岗位积极性,将优化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作为着力点。可以通过建

合作,才可以确保资本运营工作的有效推进。因此,在对营运资

立员工持股制度,编制出更为完善的福利计划,或是签订终身雇

源进行整合时,需要对目标企业的员工关系进行有效处理,加强

佣制,定期展开企业文化建设和党建活动,帮助职工形成对企业

沟通及交流,建立出更为完善的资本运营氛围,避免由于人的操

的高度信任,与企业的发展形成命运共同体。另外,还可通过对

作失误或思想意识存在偏颇,对营运运行过程带来负面影响。

职工的个人发展体系进行规划和完善,形成长期激励机制,从他

3.3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们步入国企就业开始,一直到退休,布置好后续的发展,以提升

在国企的资本运营过程中,管理方式滞后所引发的管理风

对国企的信任,这样才能够真正地留住人才。

险不容忽视,若是资本运营管理中选拔制度不完善,沟通协调不

4 结论

足,职业素质较差,收入分配不够公平合理,将会对运营的积极

综上所述,国企作为我国当代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企业,对于

性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甚至带来员工欺诈风险,对国有企业的稳

国家经济发展和和谐社会构建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作用,尤其

定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危害。因此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人力资

是国企日渐参与到市场竞争中,资本运营为未来的必然发展趋

源管理机制,确保内部管理工作的完善性,对于进一步缓解资本

势,由此所引发的资本运营风险也需要加以关注和重视。在国企

运营风险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作用。首先需要构建出科学合理

的资本运营风险上,主要表现在财务、营运和管理风险,需制定

的管理工作人员选拔机制,目前很多国企经济效益不高,甚至出

出针对性的风险应对策略,包括对财务管理制度进行建立健全、

现亏损问题,经济活动存在不足之外,大多数都是经营管理不善

强化财务论证,加强资本营运风险的整合,建立更为完善的人力

引起的。因此需要从管理工作人员这一角度进行着手,构建出更

资源管理制度,将资本运营风险下降至最低,为国企的稳定可持

为完善的管理人员选任机制,秉承唯才适用这一原则,确保人才

续发展贡献出力量。

选拔的任人唯贤。另外,还需要进一步强化人员的教育工作、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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