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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投融资为当今时代国企自身发展和提升国企经济实力的主要途径,国有企业的投融资问题分
析成为了国有企业的主要研究内容。提高国企的经济实力,就涉及到了高效率的投融资管理问题,而如今,
国企在投融资管理这一问题上面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这些问题会带来很大的缺陷,亟待解决,投融
资管理模式的不完善,严重影响国企的发展和我国局部经济体制的变革。所以,在这里将重点对我国投融
资管理体制和投融资策略进行分析与研究,研究如果高效地进行投融资管理,研究我们如何有效的降低
风险率,如何让企业更好更快更稳定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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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形式,以及投资流程,还有未来投资

27.3%。电力投资方面,在严控新增煤电

投融资过程中,融资模式有很多种,

方向为主,均不涉及公司机密,在访谈期

装机的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投资增长

结合实际分析,如今的国企还未形成完

间将相关信息进行整合、分析,判断出企

较快,1-11月份,水电投资增长13.9%,风

善的多元的融资形式。银行贷款是企业

业金融投资期间主要存在的问题,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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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融资模式。过度单一自然带来了

合文献资料,确定改革意见和措施。

50.3%。此外,1-11月份,燃气生产和供应

巨大的投融资风险。因为我们的体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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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分别增长

不够健全,依赖性过强,银行贷款过度牵

国企在投融资时,风险评估和经济

16.2%和18.2%,增速分别比1-10月份工

制了国企的健康发展,同时又受到国家

预算方面也没有足够多的经验,这便导

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稳健。1-11月份,

政策方面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

致了贷款规模、融资形式、经济回流、

工业技改投资增长8.7%,增速高于全部

存在,银行还贷款问题牵制了国有企业

市场时机等方面的把握不足,整体上考

工业投资5.0个百分点,成为拉动工业投

的高效发展。更多的是,市场投资模式不

虑的欠缺,使得投融资工作难免产生随

资增长的重要因素。

够健全,导致了国企在日常的投资工作

波逐流,使得我们国有企业的投资风险

3.2民生、环保、交通等短板领域

中,不得不考虑承担经济成本过高的风

进一步的变大。在日常的投融资管理中,

社会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1-11

险,这很严重的影响了国有企业获得良

随波逐流的投融资管理,倒置了经济结

月份,社会领域投资同比增长12.6%,增

好的资金循环,无形中承担了巨大的资

构畸形的问题,容易引发高成本高负债

速高于全部投资7.4个百分点。其中,教

金循环和市场的压力。

带来的市场经济危机。通常来讲国企投

育投资增长17.5%,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 国有企业金融投资现状研究
方法

融资某一项目的时候,先要进行全面的

投资增长13.4%。

此次调查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主要有

要等基本问题。缺少丰富经验的经济分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36.3%。

查找相关资料和访谈。

分析,以便确定渠道,成本,回报,时间需

环保领域投资高速增长。1-11月份,

析师,导致了投融资管理产生了巨大的

其中,生态保护业投资增长62.9%,水污

前期通过在国家统计局,以及相关

漏洞。不完善的的审阅流程和监管制度,

染治理业投资增长37.8%,固体废物治理

经济数据统计网站中搜集有关国企投资

也是投融资管理不够高效稳定的主要原

业投资增长27.0%。此外,环保监测专用

的数据信息,对其进行提炼,借助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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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一 。

分析软件对相关数据信息进行采掘,将

3.1工业投资增速有所加快

提炼出的数据信息进行计算、分析,得出

1-11月份,工业投资同比增长3.7%,

同比增长率,并通过对增长率的分析来
判断出我国国有企业投资的趋势。

增速比1-10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能源工业投资增长态势良好。1-11

仪器仪表制造业投资增速高达62.4%。
道路运输业投资稳步增长。1-11月
份,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8.8%,增速比
1-10月份和上年同期分别加快0.7和0.3
个百分点。

访谈,以咨询地方国企投资部门的

月 份 , 石 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投资增长

农业、水利投资平稳。1-11月份,

工作人员为主,访谈内容以企业现阶段

31.6%, 煤 炭 开 采 和 洗 选 业 投 资 增 长

农林牧渔业投资总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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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丰富国企的投资结构

平,而1-10月份为下降2.2%。其中,农业

以,为了让我们国有企业的投融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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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科学的的途径和战略思想,完善国企

1-11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从资本结构方面入手,使其更加多元化,

的工作计划,并且细化实施方案。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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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势已持续6个月。其中,医疗仪器设

款的单一渠道。第二,自身的实力不能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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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投资增长24.9%,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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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我国国有企业的投资结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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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研发的高科技,高经济回报,以及市场

[4]
项目的科学与否 ,可行与否,稳定与

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4.2%,

主流的产品,提升投资回报率。第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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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稳定的提升和改善投融资质量 。
4.2注意债券市场问题,发展多元融

外重视投资结构,使得资金可以更加合
理高效的利用。

5 结论

资结构
如今,中国债券市场的形式比较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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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就牵制了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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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为我国的融资行业提供帮助。还有,

企业的资本结构,不断的提升国企的投

份持平。

我们要丰富国企的融资意识,更好的促

融资思想和结构,注意对风险率的有效

3.5民间投资增速小幅回升

进融资行业多元化发展,营造一个百花

控制,丰富国有企业的投资结构,只有这

业投资增长28.8%。

1-11月份,民间投资同比增长4.5%,

齐放的氛围。其中,银行房贷款是融资行

样,才能更加高效的加强国企的影响力

增速比1—10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基础

业的主要融资形式,随着改革开放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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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增速均略有回落,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

涌现。多元化的发展,以及创新的深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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