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书面)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

　　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工作办法(试行)»(吉发〔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２０１９年,为扎实做好

我省国有资产报告工作,推进并落实审议意见办理,经省政府同

意,建立国有资产报告厅际工作协调机制,明确各类报告主要内容

及职责分工,强调落实审议意见办理责任.按年度审议计划安排,

现将我省２０１９年度企业(不含金融企业)、金融企业、行政事业性、

自然资源等四类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国有资产总体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

２０１９年,省级国有企业资产总额①５０２３２亿元,负债总额

３３０８３亿元,国有资本权益总额 １４２６６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３３９％、５１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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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企业国有资产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９年度企业国有资产统计报表.



市县国有企业资产总额１３５４１９亿元,负债总额７４７９４亿

元,国有资本权益总额５８４３１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１２％、６９％、

１９５％.

汇总省级和市县,全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额１８５６５１亿元,负债

总额１０７８７７亿元,国有资本权益总额７２６９７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１７２％、１７５％、１５９％.

从省级企业监管主体看,省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企业资产总额

４４８１４亿元,国有资本权益总额１２７１亿元;省国资委委托监管企

业资产总额５１亿元,国有资本权益总额２２亿元;其他省属企业资

产总额４９０８亿元,国有资本权益总额１３３６亿元(包括省属文化

类国有企业).

从主要指标看,一是２０１９年度省级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

入１８４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０４５亿元.二是２０１９年末,省

级国有企业负责人人数为１９３７人,薪酬总额为３８４４１０５万元,平

均薪酬为１９８５万元.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

２０１９年,省级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７８８４８２亿元,负债总

额６７０２９３ 亿元,形成国有资产 ９９３８５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４３９０％、６００２％、－５４９％.

市县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４６３１０亿元,负债总额１３８７２

亿 元,形 成 国 有 资 产 ３１５０１ 亿 元,同 比 分 别 增 长 ７１５７％、

３８７６％、２０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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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省级和市县,全省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８３４７９２亿元,

负债总额６８４１６５亿元,形成国有资产１３０８８６亿元②,同比分别

增长４５２０％、５９５２％、１３２６％.

从行业布局看,银行业金融机构占比最大.全省银行业金融

机构资产总额６４６５８０亿元、证券业６８２２３亿元、保险业１２８２３

亿元、担保业３０３９１亿元、其他金融机构７６７７６亿元,分别占全

省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的７７４５％、８１７％、１５４％、３６４％、

９２０％.

从形成国有资产看,全省金融机构形成国有资产９９３８５亿

元,其中:银行业４１６１９亿元、证券业１５５８８亿元、保险业１６０４

亿元、担保业１７８０１亿元、其他金融机构５４２７５亿元,分别占全

省国有金融企业形成国有资产总额的３１８０％、１１９１％、１２３％、

１３６０％、４１４７％.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２０１９年,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总额２９３５２１亿元,负债总

额 ５９９４３ 亿 元,净 资 产 总 额 ２３３５７８ 亿 元,同 比 分 别 增 长

２９４６％、－４７７９％、１０８７１％.

市县 行 政 事 业 单 位 资 产 总 额 ４３３６８９ 亿 元,负 债 总 额

１４９２６４亿元,净资产总额２８４４２５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１７７６％、

１５５３％、１８９７％.

—３—
② 金融企业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９年度地方金融企业账务决算报表.



汇总省级和市县,全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总额７２７２１０亿元,

负债总额２０９２０７亿元,净资产总额５１８００３亿元③,同比分别增

长２２２２％、－１４２６％、４７５８％.

需要说明的是,按照政府会计准则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通知»(财资〔２０１８〕１０８

号)要求,我省２０１９年度积极开展各级各类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

事业性国有资产登记入账工作.已进行会计核算并纳入本报告的

全省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１８２８２６亿元,占

全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２５１４％.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土地资源:根据２０１８年土地变更调查与遥感监测项目数据统

计,全省土地调查总面积１９１２０２万公顷.

矿产资源:全省发现各类矿产１８５种④(以亚矿种为基本统计

单位),其中: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１３８种(含亚矿种).我省优势

矿种矿产保有资源储量:煤２７８３亿吨、铁１２１２亿吨、金(金属

量)３６０９８吨、硅藻土３９５９６０９万吨.

水资源:水资源保有情况.根据第二次水资源调查评价结果,

我省多年平均降水量为６０９１毫米;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为３９８８３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量为３４４１７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

为１２３６１亿立方米,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重复计算量为６８９５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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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９年度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报告.
矿产资源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９年度国有自然资源报告.



立方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１４５０立方米.

森林资源:全省林地面积９５３８１万公顷,按权属分类,国有森

林面积６７０４１万公顷、集体林地面积２８３４０万公顷;按地类分

类,有林地面积８２９７９万公顷、疏林地面积３６３万公顷、灌木林

地面积１５２５万公顷、其他林地面积１０５１４万公顷.全省森林蓄

积量１０７４亿立方米.全省森林覆盖率４４８％.

草原资源:全省现有草原面积１０３７万亩,主要分布在我省西

部,包括白城市、松原市和四平的双辽市等１１个县(市、区).截止

目前,草原使用权确权面积为５６２万亩,占全省草原面积５４％.

２０１９年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为７１９９％.

二、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

１完善监管机制,提升国资监管能力.一是加快转变国资监

管职能.制定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不断完善与经济效益挂钩

的工资决定机制;制定国资监管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监管方式,

细化监管内容,制定省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确定分类授权放权

２６项,比以前新增１２项.二是健全出资人监督和纪检监察监督、

巡视巡察监督协同机制,共享监督成果,提高监督实效.三是加强

国有文化资产监管.印发«吉林省省属文化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管

理办法»(吉文资办发〔２０１９〕２号)等规定,制定出资人监管事项权

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得到中央文改办认可并推介我省建立国有文

化资产监管权责清单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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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推动企业转型,引导企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发挥投资运营

公司功能作用.省资本运营公司投资２５９亿元整合汽车零部件

产业,打造千亿级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并实现控股一汽富奥、并表

一汽富维、增持一汽轿车.二是指导省属企业转型升级.省资本

运营公司和吉盛公司组建３支新基金,涉及金额２４５亿元,支持

国资国企转型升级和改革发展需要.三是推动投融资平台企业加

大投资力度.省吉高集团完成投资１９９７亿元,伊开、集通、长吉

(改扩建)、榆松高速公路相继建成通车;水投集团完成投资３３６

亿元,中部城市引松供水工程、敦白客专外部供电工程等重点项目

进展顺利.

３优化企业重组,持续释放企业活力.一是昊融集团完成破

产重整.昊融集团所属２８户僵尸企业实现市场出清,４２７亿元金

融债务得到妥善化解,７８５５名职工全部得到妥善安置,４７万名中

小股民合法权益得以维护.二是通钢集团有效化解债务风险.通

钢集团２５４亿元有息债务通过展期⑤留债、债转股等方式实现债务

优化,资产负债率降至６７７％,持续经营能力得到提升.三是大

成集团战略重组取得进展.大成集团初步选定战略合作者,明确

“土地盘活—债务化解—产权收购”的重组路径.

４加强党的领导,将党建工作融入国资监管和国企改革全过

程.一是加强党的领导.积极推进监管企业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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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公司章程,落实“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二是开展专项整治.

认真开展监管企业“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专项整治,１３１个“软弱

涣散”党支部全部按时完成整治任务.三是从严压实系统各级党

委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持续整治“四风”,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

态势.去年全系统共立案１２３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１８２人.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

１完善监管体系,提升金融资本管理水平.一是加强配套制

度建设.制定出资人权责清单、投融资及担保管理、发行债券管

理、重大事项报告、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所属企业混合所有制

改革等各项管理制度.二是摸清国有金融资本家底.进一步完善

产权登记、金融快报、决算报表等申报审核工作,做好各项基础数

据管理,真实反映金融企业资本及经营状况.三是建立专家咨询

制度.制定«吉林省财政厅国有金融资本管理重大政策专家咨询

制度»(吉财金〔２０１９〕５１８号),明确咨询专家参与论证活动的责

任,加固科学决策的“防火墙”.

２加大风险防控,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一是筑牢风险防

控底线.明确企业防范金融风险的主体责任,通过清查核资、风险

排查等工作,加强风险防控化解处置工作.二是发起设立财政金

融发展基金.成立财金投资公司作为基金载体,首期注册资本９

亿元,用于支持发展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三是进一步

增强金融企业抗风险能力.积极支持吉林银行增资扩股,增发股

份１５亿股,募集资金５２５亿元,增资扩股完成后,可有效增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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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投放１１００亿元,进一步提升吉林银行抗风险能力.

３加强联动管理,促进国有金融资本高质量发展.一是筹措

金融发展专项资金.２０１９年,分别筹措拨付金融业发展、普惠金

融发展专项资金９５００万元、２２７２０万元,支持金融企业发展.二

是做好融资担保支持工作.制定«关于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

作用切实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实施意见»(吉财金〔２０１９〕

６１３号),鼓励为小微企业提供担保帮扶,降低小微企业融资门槛

和融资成本.２０１９年,为３２家担保公司提供２５６６万元风险补

偿,为２２家担保公司提供４８１５万元降费奖补.

４夯实党建基础,强化党对国有金融企业领导.一是推进党

组织关系划转.梳理并细化９个方面、３５项党建重点工作,研究

省属金融企业党组织关系划转方案,厘清财政部门与金融企业党

建工作职责.二是加强党建考评.省财政厅对７家金融企业

２０１９年度党建工作开展现场集中考评及量化赋分,加大考评力

度.三是开展述职述廉评议.组织召开２０１９年度省属金融企业

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和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述职述责述廉

会议,现场进行考核测评.四是落实“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制度.

切实加强企业领导人员队伍建设,党员占领导班子人数９２６８％.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１加强制度建设,健全完善制度体系.一是优化资产配置管

理.制定«吉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办法»(吉

财国资〔２０１９〕２９０号),优化资产结构,促进党政机关厉行节约,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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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二是规范公共基础设施等国有资

产管理.制定«吉林省交通公共基础设施会计核算办法(试行)»

(吉交联发〔２０１８〕６３号),确保交通类公共基础设施登记入账;落

实«公共租赁住房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吉财国资〔２０１９〕１５９号)、

«农民专业合作社解散、破产清算时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形成的

财产处置暂行办法»(吉财国资〔２０１９〕２７５号)等政策规定,规范公

共租赁住房资产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财政直接补助形成的财产处置

管理.三是建立资产月报制度.印发«吉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全

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月报试编工作的通知»(吉财国资〔２０１９〕５３

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月报编报工作,强化

动态监管,及时发现并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２强化日常管理,不断提升资产管理水平.一是严把“入口

关”.２０１９年,省级将新增房屋、车辆、土地等大型资产配置相关

预算纳入年度部门预算管理,共审核通过１９８户、４２８项新增资产

配置.二是强化“使用关”.进一步落实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主

体责任,有效盘活闲置资产,规范资产出租出借和对外投资行为审

批.全省出租出借闲置资产账面价值４９亿元,出租收益０５８亿

元;调剂资产账面价值１７７５亿元.三是规范“出口关”.严格执

行国有资产处置制度、履行审批手续、规范处置行为.全省处置资

产账面价值５９０４亿元,处置收入６８２亿元.

３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一是优先保障教

育事业.全省教育行业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总额８０５８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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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占全省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总额的３３６１％,有力保障了教

育条件改善和质量提升.二是全力保障卫生事业.全省卫生行业

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总额４４０３７亿元,增长１０７４％,占全省事业

单位固定资产总额的１８３７％,医疗设备等资产的充分配置,提升

了医疗卫生行业服务水平.三是大力支持科学技术事业.全省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总额６３６８亿元,增长

１１３１％,占全省固定资产总额的２６６％,为科研项目顺利实施和

推进全省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４促进各项改革,提升资产整体效能.一是推进机构改革中

国有资产管理.落实机构改革中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省级划

转资产２２３亿元,保证资产随机构改革快速有序调整到位.二是

稳步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出台«省直党政机关和

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国有产权划转工作实施方

案»(吉财资〔２０１９〕５７９号),完成首批５３户企业改革试点,为全面

推开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工作奠定基础.三是稳妥推进

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进一步做好我省行业协会商会脱

钩过程中资产审核、批复工作,确保全面完成脱钩改革工作任务.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１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保护.一是推进自然资源

统一确权登记.印发«吉林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总体工作方

案的通知»(吉政办函〔２０１９〕１４３号),建立工作联席会议机制,编

制完成２０２０年省级试点实施方案.二是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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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坚决打好碧水蓝天、黑土地、青山草原湿地保卫战,不断健

全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完成中央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结

案销号群众投诉举报案件７９８５个,结案率９９％.

２优化国土开发保护格局.一是推进土地节约高效利用.

印发«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大力度强化处置批而未供

和闲置土地工作的通知»(吉自然资办发〔２０１９〕３４５号),全年消化

批而未供土地３７６６６公顷,处置闲置土地１３１７５１公顷,处置率

分别达到１１７％、３２９％.二是全面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出台

«关于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吉发

〔２０１９〕２０号),严格落实国家关于调整生态保护红线的要求,确保

国土空间规划落地落实.三是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积极

推进国土整治、土地复垦、矿山生态修复,历史遗留矿山详查等工

作.

３严格落实水资源监管.一是全面启动节水行动.印发«吉

林省节水行动实施方案»(吉水资联〔２０１９〕３３４)、«吉林省地方标准

用水定额»(DB２２/T３８９－２０１９),推进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

二是保障城市供水安全.落实«吉林省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和管

理工作方案»(吉水节联〔２０１７〕１３９号),开展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

建设.三是严控地下水开采.印发«吉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地下水管理与保护工作的函»(吉水资函〔２０１９〕１６号),对地下

水水量水位双控制、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地下水监测等均提出了指

导意见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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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多措并举保护林草资源.一是全力推进退化草原生态修

复治理工作.全年完成优质牧草地种植示范工程４３６万亩、“三

化”草地治理５５万亩、围栏建设２８７４万亩、有害生物防治７９万

亩.二是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省共建立林业专业合作社

９３０个,经营面积１８１３万亩,其中,林下经济产值达１４２１亿元.

三是开展森林监测与评价.进一步融合林地变更调查数据、森林

资源规划设计调查和公益林数据,实现全省森林资源管理“一张

图”“一套数”“一盘棋”.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年来,我省国有资产管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面临一些问

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

(一)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方面

一是国有资本总量不大结构不优,省属企业主要分布在传统

的资源型企业和投融资平台,战略性产业和具有成长性的高技术

企业比重较小,部分企业主业优势不明显.二是企业改革发展内

生动力不足.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完全建立,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加

剧,欠薪欠保问题突出.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方面

一是金融企业实力偏弱,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能力有待提

高.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我省贷款总量少、资金供应不足,资本

市场不够发达、多元化金融产品短缺,不能有效满足企业多样化的

需求.二是金融企业公司治理尚需完善,内控体系亟需加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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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一层”⑥体系不够完善,存在缺位问题;风险管控体系不够完善,

防控化解风险任务仍然艰巨.三是金融人才比较匮乏,人力资源

管理效能有待提高,特别是高端金融人才和专业人才储备不足,适

应复杂业务的管理人才短缺.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方面

一是制度执行不到位.一些单位制度执行不严格、日常资产

管理不规范,未经审批、擅自处置国有资产情况依然存在.二是资

产配置效率还需提高.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的结合

不够紧密,国有资产共享共用和调剂机制尚未有效建立,资产使用

效率有待提高.三是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机制不

健全.一些地方和单位资产配置上只重需求、不计成本,对行政单

位国有资产效能科学评价,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如何满足公共服务

需求探索研究不够.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方面

一是国有自然资源管理水平有待提高.部分地方和单位保护

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落实不到位,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执行森林资源保护和经营管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不坚决、不彻底.

二是各类国有自然资源底数需要进一步夯实.受自然资源系统

性、整体性影响,加上各管理部门基础数据、统计口径、分类标准不

一致,缺少统一的核算方法,无法全面反映自然资源保护及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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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三是国有自然资源利用效率有待提升.国有自然资源

的利用效率和先进省份相比还有差距,国有土地资源利用粗放,投

入产出低,总体使用质量和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下一步工作

针对我省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在完成上年省人大审

议意见整改基础上,为进一步强化国有资产监管,实现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保证国有资产安全完整,下一步将努力做好以下工作.

(一)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以党建工作促进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一是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把“两个维护”融入到国资监管全

过程.“一以贯之”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快实现企业基

层党组织全覆盖.二是落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严明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切实把党的领导融入国资监管和国企改革发展全过程,

推进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三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持

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通过巡视督查、审计等方式,有效

遏制“四风”问题,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企业改革发展环境.四是

创新党建工作载体.开展“解放思想再深入、全面振兴新突破”教

育实践活动,推动企业党组织发挥作用具体化制度化.

(二)继续深化国企改革,着力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一流企

业

一是着力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科学论证“十四五”发展规

划,着力打造发展活力更加突出、产业布局更加优化、资源配置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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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高效、支撑作用更加明显、监管体系更加完善的发展新格局.二

是持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继续坚持“一企一策一专班”工作思

路,围绕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推动省属国有企业改革落地见

效.三是加快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明晰主

体权责边界,努力提升企业发展活力和市场化水平.四是签订“双

效”目标责任状.加强文化企业监管,科学设定经营目标值,强化

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推动企业领导班子真抓实干,带领企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

(三)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制度体系,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能力

一是增强财政金融“输血”能力.发挥财政职能作用,落实好

国家和我省现有的各项金融政策,进一步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继续

支持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充分发挥融资担保机构服务小微企业和

三农等方面的作用.二是加快国有金融企业管理改革.组织国有

金融企业修订公司章程,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建立“三会一层”制

度与股权董事派出机制,提升资本管理的有效性.三是健全国有

金融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建立健全符合我省国有金融企业实际的

差异化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注重绩效考核结果运用.四是加强

从业人员业务能力培训.建立吉林省高端金融人才储备库,建设

“吉林省高端金融人才培训基地”,定期组织省内金融人才培训,提

升金融企业管理水平和金融风险化解能力.

(四)加强规范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提升资产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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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强化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制度执行力.进一步压紧压实

部门单位主体责任,通过检查、约谈等多种监督手段,强化并落实

财政部门综合管理、主管部门监督管理和行政事业单位具体管理

的科学治理体系.二是提升资产使用效能.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过紧日子”要求,优化资产配置管理,管控总量、盘活存量、用

好增量.建立“公务仓”管理制度,积极推进固定资产在单位内部

调剂共享,鼓励跨部门的资产调剂和共享共用.三是探索建立国

有资产绩效评价管理制度.制定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明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绩效评价的目标、

原则和主要内容,推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绩效管理.

(五)建立健全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提高自然资源资产保护与

利用

一是提升站位,强化绿色发展理念思想引领.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新理念,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二是改革创新,强化自

然资源资产统一管理.对标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部署,统筹谋

划好自然资源开发与保护,科学核定人员编制、配备相应工作力

量,确保与管理任务相匹配.三是统筹发力,强化资源资产数据统

计基础.建立国有自然资源数据库,统筹研究、妥善协调解决好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之间数据利用,真实反映全省自然资源资产家底

及变动情况.谋划自然资源资产基础数据信息库平台建设,适时

推进资源与环境相关信息共享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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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１２０１９年度吉林省企业(不含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情况表

２２０１９年度吉林省地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情况表

３２０１９年度吉林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情况表

４２０１９年度吉林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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