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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非运输业经营管理
分析及建议
冯爱君， 李昂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济南 250001）

摘

要： 结合铁路非运输业多年经营发展实际，分析非运输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

认为业务布局不合理、运输与非运输业企业管理模式趋同、配套制度不完善，缺乏激励机制、
运营模式落后，市场化程度不高是当前铁路非运输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建议通过优
化资源管理及配置模式、优化业务布局，加快企业重组整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落实三项制
度改革，优化业务方向和运营模式等措施提高非运输业务经营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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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对经营开发事业部进行授权并构建科学高效运作的事

引言

业部职能机构才能得以解决。王文丽 ［2］ 认为除了在管

2017 年底，原中国铁路总公司 （中国国家铁路集

理体制层面改革外，还应结合国家宏观经济、铁路发展

团有限公司，简称国铁集团） 所属各铁路局集团公司已

形势、铁路非运输业结构和经营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推

全部完成了由全民所有制企业到公司制企业的改制工

进非运输企业产业向专业化、一体化、规模化转型。高

作。但是，公司制改革仍未能使铁路局集团公司非运输

岩梅 ［3］ 发现，铁路非运输企业的改制仅仅处于初级阶

业务真正跳出传统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模式，经营管理粗
放、产业结构不合理、产权结构单一、市场竞争力不强
等问题依然存在。对于铁路非运输业存在的问题，相关
文献也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张国庆 ［1］ 认为铁路非运
输业务管理中存在效益较低等问题，应由铁路局集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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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其运行机制、管理方式与社会企业还存在较大差
距，必须通过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匹配的机制和运营
模式，才能够使铁路非运输业的发展获得动力和活力。
郑美君 ［4］ 认为铁路非运输企业在资产重组整合过程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企业领导不够重视，对企业人员、资
产和业务关系未能妥善处理，严重影响了重组的质量。
但是，已有文献提出的解决办法只是针对铁路非运输业
存在的某些问题而提出，并不具有全面性。有必要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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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地分析铁路非运输业中存在的问题，并从更微观的

策，权限外一律向铁路局集团公司报批。

视角，系统全面地突出解决办法。

1. 3

1
1. 1

铁路非运输业经营管理现状及问题
业务发展现状

存在的问题
（1） 业务布局不合理。非运输企业作为独立法人，

承担了过多本可由铁路局集团公司自行开展的与运输
相关联的业务，导致较大所得税效益损失。大部分铁

目前，铁路局集团公司层面所属非运输企业依托

路局集团公司在年度利润整体亏损条件下设立若干非

铁路产业链、物流价值链和客运服务链布局非运输业

运输企业，导致将大量依托运输业资源获取的利润按

务。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非运输业务主要有

25% 的比例缴纳了企业所得税。据统计，一般中等规

五大板块：（1） 围绕铁路大宗货物运输开发物流总包
等综合服务和运贸一体的商贸物流板块，收入占全局
非运输企业总收入的比重 （简称收入比重） 约 50%、

模铁路局集团公司的非运输企业年利润在 10 亿元左右，
仅此 1 项多缴税款 2~3 亿元 ［5-6］。

（2） 运输与非运输企业管理模式趋同。从铁路局集

利润占全局非运输企业总利润的比重 （简称利润比重）

团公司管理层面来讲，对非运输企业的管理，不仅是以

约 30%；（2） 以站车商业和旅游业务为主的商业旅游

投资人的名义管资本，更是以行政隶属关系管干部、管

板块，收入比重约 5%、利润比重约 20%；（3） 提供设

计划、管财务、管物资等为主要标志的“管企业”
，其管

计、监理、工程施工一条龙服务，发挥涉铁工程管理

理模式与管理运输站段的模式无本质区别。一方面弱化

资源优势，拓展涉铁工程和专用线建设市场的建筑施

了企业经营者对企业生存发展的主体责任，一定程度造

工板块，收入比重约 10%、利润比重约 15%；（4） 围

成依赖意识、服从意识，扼杀了生存意识和创新意识；

绕机车车辆、工务电务等设备，通过产研合作，承担

另一方面铁路局集团公司职能部门“九龙治水”
，用管站

修制业务的制造维修板块，收入比重约 10%、利润比

段的“一刀切”政策、生搬硬套施政企业，管理行为远

房屋租赁业务为主的土地综合开发板块，板块收入比

（3） 配套制度不完善，缺乏激励机制。传统的企业

重约 20%；（5） 以房地产和园区地产开发以及土地、

大于服务行为的局面，因此这种管理模式亟待改变。

重随着项目开发有较大的浮动空间。

管理强调控制，现代企业管理强调激活，激活实质是最

1. 2

好的控制。多年来，铁路系统一直强调用人、用工和分

非运输企业管理现状
各铁路局集团公司对于非运输企业的管理，在

配“三项制度改革”
，但事实上一直未能从企业法人治理

2015 年之前主要通过设立投资机构的方式进行，铁路

的根本制度上推进到位 ［7-8］。在用人方面，选择非运输

局集团公司经营开发处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企业管理者时，没有明确与非运输企业经营管理相适应

投资公司融合了股权管理和行政授权，对铁路局集团

的技能门槛和标准，运输业干部直接转岗、边学边干屡

公司所属非运输企业实施全面的系统管理。2015 年以

见不鲜；在用工方面，企业没有选择用工方式、数量的

后，按照国铁集团改革的要求，撤销非运输企业投资

自主权，破除“身份”界限、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机

机构，局直属非运输企业投资关系由投资公司转移到

制也没有配套完善；在分配方面，既没有按效益和进度

铁路局集团公司，形成铁路局集团公司直管非运输企

灵活确定工资总额计划的自主权，也没有按能力和贡献

业管理体制。经营开发处作为铁路局集团公司的职能

大小拉开员工之间分配差距的制度性安排；在考核方面，

部门只负责非运输企业和运输其他业务经营业务指导

铁路局集团公司对企业的考核激励方向不科学，除创效

和管理，非运输企业人、劳、计、财、物等全部由铁

激励外，缺少对管理创新、项目开发、培育核心竞争力

路局集团公司职能部门归口管理。目前各铁路局集团

等企业长期发展核心元素的考核激励措施，导致很难培

公司基本沿用管理站段的模式，把非运输企业列为同

育出能够拥有核心竞争力的市场化龙头企业。

机、车、工、电、辆一样的系统板块分类管理。非运
输企业在铁路局集团公司赋予的权限内自主经营和决

- 60 -

（4） 业务模式落后，市场化程度不高。物流商贸、
建筑施工、维修制造和商旅服务是目前全路非运输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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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广泛经营的主要项目和利润来源。依赖铁路运力发

公司难于获得相关资质的，单独设立非运输企业、按资

展了几十年的物流商贸业务，“依赖”地位依然没有根

质开展经营活动；二是与社会企业经营水平差距较大的

本改变；拥有涉铁工程施工优势的工程施工业务，无

外向型业务，可凭借铁路局集团公司资源优势与社会知

论“下穿”还是“上跨”工程施工，依然以采用“业

名企业合资设立法人企业；三是除以上情况外建议按铁

务分包”+“安全监管”模式为主，在核心技术的培

路局集团公司非法人分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其利润用于

育、专用设备建设等方面没有打造形成核心竞争能力

弥补铁路局集团公司亏损。铁路局集团公司应当结束运

的基础。维修制造业务主要生存于内部市场，打入地

输业、非运输业“两张皮”的企业内部经营布局，整体

方市场的很少；商旅服务是开发路外市场的“主力

规划经营开发业务，优化资源配置，减少设立法人企

军”，但“卖”资源的多、“卖”产品的少。

业，提升企业整体经营质量和经济效益。

2

改进非运输业务经营管理的措施建议

2. 3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落实三项制度改革
铁路局集团公司对非运输企业的管理要“抓大放

与运输业务相比较，铁路的非运输业务是市场化

小”，在管方向、把大局、保落实的前提下，加强股权

程度最高的业务领域，诸多业务在市场中都能找到大

管理、管资本、管效益，加强专业管理、管机制、管

量相关企业。因此，铁路企业的非运输业务改革有较

资源，让企业拥有充足的资源优势、环境优势和充分

多可以借鉴的相关经验，同时，铁路企业的非运输业

的经营权、治理权。

务也是最适宜用市场经济相关机制进行经营管理的业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构建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三

务领域。陆东福董事长在 2018、2019 年工作报告中均

项制度”改革的具体落实机制，是改革可以真正落地

强调，铁路局集团公司所属非运输企业改革应持续与

的制度保障。一是要在铁路非运输企业中推广领导人

集团公司公司制改革同步推进，要不断深化非运输企

员任期制管理，优化领导人员考核方法并明确领导人

业重组整合，增强企业市场化经营能力

。企业经

员退出机制，同时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才发展搭

营模式要服从服务于企业的长期发展需要，而不是短

建平台，构建以多种灵活方式柔性引入各种人才的用

期利润目标。要用优势助力起步，用市场换来技术，

人机制；二是要建立科学的劳动定额标准体系，推进

用管理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建议从以下方面，开拓

非运输生产劳动改革，形成多种用工形式合理组合的

思路，推进铁路非运输业经营管理的发展。

市场化多元化用工机制；三是要建立员工工资与企业

2. 1

效益联动的决定机制，优化铁路局集团公司以及所属

［9-10］

优化资源管理及配置模式
资产资源优势是铁路局集团公司经营开发的基础，

非运输企业的功效联动指标，使员工工资与工作业绩、

铁路局集团公司资产使用管理部门要发挥专业优势、资

实际贡献紧密挂钩，并在铁路局集团公司层面推广差

源优势，明确可供开发的资产资源；经营开发管理部门

异化考核，在铁路非运输企业落实“一企一策”分类

要加强市场分析、政策研究、规划管理、资源配置，组

考核，形成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和薪酬体系。

织方案编制、项目论证，强化组织协调、推进和落实；

2. 4

优化业务方向和运营模式

综合管理部门要及时出台或调整激励考核政策。要打破

各铁路局集团公司所属非运输企业应按照发展优

系统、行业管理壁垒，实现资源共享、优化配置和专业

势产业、推动专业化发展的思路，优化业务经营方向

化开发，推进资源优势向项目优势转换；充分发挥客流、

和运营模式。在客运服务链上围绕客运提质计划，发

货流、信息流等资源优势，充分挖掘开发利用价值。

展智慧商旅为方向，大力发展站车商业、高铁配餐、

2. 2

集采集供、多媒体广告、铁路旅游和保险业务。在物

优化业务布局，加快企业重组整合
铁路局集团公司所属非运输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整

流价值链上以货运上量为目标，以贸增运、以运促贸，

体上应按照“三项原则”统筹规划运输相关产业链及相

规范发展运贸一体化业务。在铁路产业链上，围绕铁

关业务布局。一是有特别企业资质要求，或铁路局集团

路建设、运营管理、土地资源优势，大力开发涉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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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计、监理、施工以及工程总承包和代建业务，发
挥涉铁工程统一管理优势。此外还要科学选择拓展新
业态，重点开发高铁快运、城市物流、仓储配送等项
目。大力推进土地综合开发，对暂时不具备项目开发
条件的，采用建设苗木基地等“轻开发”方式，对既

［3］高岩梅 . 关于深化铁路非运输企业改制重组的研究
与实践［J］. 铁道经济研究，
2019（4）：
29-31.

［4］郑美君 . 铁路非运输企业重组整合问题研究［J］. 会
计师，
2016（15）：
39-40.

［5］冯利朋，
周国华，
唐元宁. 铁路资源对铁路多经交通运

输业贡献的定量测度方法［J］. 统计与决策，
2009（1）：

有闲置铁路用地实施保护性开发。

3

路，
2014（7）：
26-29.

58-59.

结束语
铁路局集团公司应当结束运输业、非运输业“两张

皮”管理模式，从整体利益最大化出发，整体规划经营
开发“非运输业务”。除特别资质要求或合资合作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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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的治理模式。要适应企业特点和实际，探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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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突破铁路现有管理模式，深化“三项制度”改革，
是铁路非运输企业“做实、做精、做强、做大、做优、
做久”的制度保证，用足用好资产资源优势，是铁路局

［6］姚勇东 . 国有企业重组财务管理问题探讨［J］.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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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4）：
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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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Railway Non-transportation Business
FENG Aijun, LI Ang

(China Railway Ji'nan Group Co Ltd, Ji'nan Shandong 250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years of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ractic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and

shortcomings in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non-transportation business of railway enterprises, which mainly
are unreasonable business layout, similar management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and non-transportation
enterprises, to-be-improved supporting system, lack of incentive mechanism, backward operation mode and
underdeveloped market. It suggests making improvement by optimizing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allocation
mode, and business layout, accelerating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establishing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implementing three-system reform, and adjusting business direction and operation mode.
Keywords: reform of railway enterprises; non-transportation business; resource allocation;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arke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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