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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国民人均收入水平得到了全新的提高。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从未有一刻停
歇。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切的符合我国国情,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方向,促进企业充分良性发展,进一步
提高国民人均收入水平。但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问题,针对出现的几个问题
进行分析,为新时代背景下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问题探寻解决路径,提出相对的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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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 level of national per capita income has been completely
improved.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s never stopped for a moment.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deeply in line with our country's national conditions,
provides a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promotes the full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further increases per national capita income. However,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facing many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several
problems that have emerged, and explores solutions for the mixed ownership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us puts forward relevant solv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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