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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重要批示
GENERAL SECRETARY!XI JINPING’S INSTRUCTIONS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认真抓好困难企
业学习实践活动的做法很好。要以学习实践
活动为契机，加大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困难企
业的指导力度，坚持分类指导，推进改革重
组，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真正做到起作
用、见实效，两不误、两促进。

2009年6月1日



2022年是中国诚通成立三十周年。三十年来，我们从物资流通“主渠道”、攻坚克
难“先锋队”，到国资央企改革发展“灭火器”“助推器”，再到国资央企高质量发
展“改革工具箱”，探索了一条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切实可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022年是中国诚通探路国有资本运营的第七年。七年来，我们聚焦新使命，立足
新定位，构建新格局，重塑新诚通，迎来了发展速度最快、发展质量最高、服务国
家战略能力最强的“黄金时期”，实现净资产增长5.9倍，净利润增长9.1倍。集团
荣获国资委2021年度党建及经营业绩考核“双A”级、2019-2021年任期经营绩
效考核A级，被评为经营业绩优秀企业，同时荣获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重点任务考
核A级。 
2022年是“诚通精神”提出的第六年。“勇挑千斤担、敢啃硬骨头”的诚通精神，来源
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植根于诚通人三十年的改革实践，是推动集团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弘扬诚通精神，再攀发展高峰，“十四五”期间，中国诚通
要向总资产10000亿元、净资产5000亿元、利润总额300亿元的目标持续奋进。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年，中国诚通将坚定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
引，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牢记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使命责任，充分发挥国资央企高质量发展“改革
工具箱”功能作用，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
献诚通力量！

董事长致辞
CHAIRMAN’S MESSAGE

朱碧新
党委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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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诚通
ABOUT CHINA CHENGTONG

首家国有资产经
营公司试点企业

国有资本运营
公司试点单位

首批建设规范
董事会试点企业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诚通”）是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是国资委首批建设规范

董事会试点企业、首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试点企业和中央企业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单位。2016年2月
成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以来，集团净资产增长5.9倍，净利润增长9.1倍，连续两年进入国资委党建考
核和经营业绩考核“双A”行列。

中国诚通成立于1992年，由原国家物资部直属物资流通企业合并组建而成，担负国家重要生产资料指令
性计划的收购、调拨、仓储、配送任务，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流通主渠道和蓄水池作用。2005年，国资委确
定中国诚通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试点，探索中央企业非主业及不良资产市场化、专业化运作和处置的路
径。到2016年，集团共完成6户一级中央企业、14户二级中央企业及182户系统内企业重组整合，涉及法人
单位800多个，资产债务近千亿元，分流安置职工8.8万人。
作为中央企业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中国诚通聚焦“推动改革完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提高国有资本配
置和运行效率”新使命，立足“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新定位，锚定“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国资央
企”主方向，构建了“4+1”（基金投资、股权管理、资产管理、金融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孵化）国有资
本运营公司业务新格局。
在“4+1”业务中，基金投资板块规模超6500亿元，以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

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专业平台

制改革基金两只国家级基金为主，包括债转股基金等专项基金共同组成，着力推动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优化
调整；股权管理板块运营超700亿元上市公司股权，集团作为5家一级央企的主要股东，发挥积极股东作用；资
产管理板块打造“资产经营升级版”，托管中国铁物并化解其债务危机、重组成立中国物流集团，牵头处置央企
海工装备资产、海外油气资产，承接央企“两非”资产，接收党政机关培训疗养机构转型健康养老产业；金融服
务板块持续完善，充分发挥财务公司、租赁公司、保理公司、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等企业功能，开展具有运营公
司特色的金融服务；立足集团资源禀赋，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中国纸业、力神电池等所出资企业实
现高质量发展，打造行业“链长”和“旗帜”。

“十四五”时期，中国诚通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三五一”战略目标
和“一五三”经营目标，做好国资央企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改革工具
箱”，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奋力谱写国有资本运营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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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

工会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绿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组织架构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党委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与治理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经营班子

监督委员会

风险管理委员会

产业培育委员会

股东事务委员会

资本运营委员会

所出资企业负责人薪酬

与考核专业委员会

董事会

参股央企集团公司（通联企业）

基金投资

股权管理

资产管理

金融服务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孵化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所持股企业股权

划入央企股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注资

纳入统一监管经营性资产

受托管理资产

基金投资

股权管理

资产管理

金融服务

战略新兴产业培育孵化

资本聚合能力

资本转换能力

资本布局能力

资本增值能力

资本管控能力

国有资本运营逻辑体系
STATE-OWNED CAPITAL OPERATION LOG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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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持续优化的资本配置体系

服务于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和完善 服务于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和保值增值 服务于国资国企重大改革和机制创新



业绩概览
PERFORMANCE OVERVIEW

2016-2021年资本运营试点经营业绩情况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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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营业收入
1712亿元
资产总额
4934.65亿元
利润总额
140.9亿元



09 10

业务平台
BUSINESS PLATFORMS

诚旸投资
股权管理

诚通基金（国调基金）
诚通混改（混改基金）
通盈基金（债转股基金）

基金投资 金融服务
诚通香港
诚通财务
诚通保理
诚通保险经纪
诚通证券

资产管理
诚通资产
诚通东方
中国康养
诚通建投
国海公司
诚通国合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孵化
中国纸业
诚通人力
诚通国际
中商集团
诚通国贸
力神电池

+ 业务平台

 基金投资           
                    股权管理                                                            资

产管
理  

      
       

        
          

                 
        

  金融服务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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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投资 
按照市场化运作和专业化管理的原则，支持央企国企结构调
整和转型升级，加大对前瞻性战略产业投资布局，助力国资央
企深化混改，参与央企降杠杆、减负债和改革脱困等专项任
务，为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作出积极贡献。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诚通牵头发起设
立，旨在推动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并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基金总规模3500亿元，一期规
模1310亿元，二期首只平行基金规模
737.5亿元。

国调基金

FUND INVESTMENT

是 中 国 诚 通 旗 下“市 场 化 运 作 、专 业
化管理”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
构，管理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
及其自建子基金，共计在管规模2107.6
亿元。

诚通基金

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国资委委托中国
诚通联合相关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
业，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
新片区发起设立，基金总规模2000亿
元，首期规模707亿元。

混改基金 以服务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和市
场领先非国资企业反向混改为特色的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管理中国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及相关
子基金，目前管理规模807亿元。

诚通混改

总规模1000亿元，重点布局清洁能源、
高端制造、能源化工、节能环保等行业。
已完成19个央企国企债转股项目，投资
超210亿元，带动社会资本超1000亿
元，显著降低被投企业负债率。

债转股基金 作为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是中国诚通服
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展降杠杆债转
股等股权投资业务的专业化、市场化平
台，公司致力于打造具有市场影响力的
一流股权投资和资产管理机构。

通盈基金

目前，基金投资板块规模超6500亿元，以中国国有企业结构
调整基金（简称“国调基金”）、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
革基金（简称“混改基金”）两只国家级基金为主，包括债转
股基金等专项基金共同组成。

基金投资板块规模超
65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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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朱碧新出席油气管网资产交割暨运营交接签字仪式。中国诚通出资643.5亿元成为并列第二大股东

2021年8月20日，鞍钢重组本钢大会在辽宁省鞍山市召开，鞍
钢集团与中国诚通、中国国新签署《鞍钢集团股权多元化改革
增资协议》，中国诚通成为鞍钢集团重要股东

2021年9月25日，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在上海
举行，中国诚通作为重要股东参与中国电气装备集团的组建

出资930多亿元，推动央企战略性重组，成为国家管网集团、中国绿发投资集团、鞍钢集团、中国电
气装备集团、中国物流集团5家一级央企的主要股东，助力高质量发展。
运营超700亿元上市公司股权，提升国有资本和资产价值。
牵头组织公募基金发行相关ETF产品，引导资本市场聚焦国资国企改革。
发布央企结构调整指数及总规模538亿元的ETF产品。
发布“一带一路”指数及总规模202亿元的ETF产品。
发行开放共赢（A+H）指数及ETF。

以积极、有限的股东身份对划转、投资等方式形成的股权进行管理，通过价值管理、股东赋能等途径，
提升股权价值。
对所持股权进行合理流转、重组整合，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实现混改、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实现
国有资本有进有退，推动国有资本在合理流动中保值增值。

EQUITY MANAGEMENT
股权管理



资产管理
ASSETS MANAGEMENT

接收经营性国有资产、主业剥离资产、困难企业，采取股权混合、业务重组、资产处置、债务重组等
方式实现生产要素分解、重组和流动，实现企业清理退出或重组再生，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先后托管、接收了6家中央一级企业。
托管中国铁物，妥善化解其68亿元公募债
兑付危机，并在深交所成功上市；推动专业
化整合，中国铁物和中国诚通物流板块重组
为一级央企⸺中国物流集团。

2016年4月29日，中国诚通集团对中国铁物实施托管

2021年1月8日，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本次重组上市，标志着中国铁物实现了本质脱困，走上
健康发展轨道，同时通过推进核心业务资产证券化，提升市场化经营水平，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中国诚通的股权运作专业化平台，秉承
“使命、价值、责任”的投资文化，坚持稳

健投资理念，承担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服务央企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搭建多资
产、多策略、多组合的投资体系，积聚全
市场优质资源赋能资本运营生态圈。

诚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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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发投资集团是由中国诚通、国家电网、
中国国新参股投资的股权多元化中央企业，
以“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为使命，以
绿色能源、幸福产业、绿色地产和国家鼓励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发展方向，致力于打造聚
焦绿色产业的一流企业

2021年12月6日，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在京举行，中国诚通成为重要股东。中国物流集团注册资本300亿元，由原中
国铁路物资集团与中国诚通物流板块的中国储运、华贸物流、中国物流、中国包装4家企业整合而成，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
的又一家股权多元化中央企业



承担集团系统内外困难企业重组、整
合、孵化、退出任务，先后整合102户三
级以上中央企业，形成“以政策性业务
为主体，以金融不良投资和实体企业孵
化为两翼”的“一体两翼”战略格局，打
造了资产经营2.0升级版。

诚通资产

集团第一家京外二级企业，定位于以上
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区域资产经营和资
本运营双轮驱动战略平台。以资产整
合、产权处置、人员安置和离退休人员
管理等为基本任务，以推进大资管转型
为重点，增强国有资本竞争力。

诚通东方

落实党中央培疗机构改革决策部署，承
担培疗机构改革接收与转型任务，发展
普惠养老，培育孵化健康养老产业，发
挥健康养老产业“链长”“链主”的引领
示范与组织推动作用，为人民群众提供
身边的养老、心中的养老。

中国康养

全面助力集团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有
资本优化布局和结构调整功能作用，通
过资源盘活、产业服务、创新投资等途
径，发挥存量土地资产价值，建设成为
中央企业存量土地资产盘活运营平台，
服务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诚通建投

作为中央企业海工装备资产管理平台，
集中管理60余座海工装备资产，涉及
资产规模超600亿元，完成盘活近50座
海工装备资产，助力中央海工装备产业
发展。

国海公司

作为中国诚通助力中央企业聚焦主责
主业，市场化、专业化剥离整合“两非”

“两 资”等 结 构 调 整 类 资 产 的 服 务 平
台，已与19家中央企业就44个项目签
订委托处置协议，受托资产规模突破
100亿元。

诚通国合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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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
搭建为中央企业提供信贷、企业资产重组、资本运作、债转股等多方面服务的金融服务大平台，服务国
有企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高资本运营效率。

FINANCIAL SERVICES

立足集团境外资本运营平台功能定位，
聚焦服务国企央企海外资本运作，打造
可复制、可持续的境外投资组合和资本
运营模式。发挥上市公司和持牌公司功
能优势，扩充境外融资渠道，增强境外
资源配置和资本运作能力，引领带动国
有资本在境外优化布局、调整结构、畅
通循环。

诚通香港

作为集团金融服务板块和司库管理的
重要部分，公司以服务集团资本运营发
展为核心，向集团和成员单位提供优质
的结算、信贷、投资、咨询、外汇等综合
金融服务，同时不断丰富金融服务工具
箱，发挥资本运营类财务公司特殊价
值，拓展服务多家中央企业。

诚通财务

基于中国诚通及央企核心企业，建立
“一三四一”战略体系，服务上下游供销

商，管理其应收、应付账款，服务“两金”
压降。通过构筑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
积极发挥产业金融优势。已完成42家央
企客户授信540亿元。

诚通保理

主要为投保人拟订投保方案、选择保险
人、办理投保手续；协助被保险人或受
益人进行索赔等。公司秉持“需求导向，
统筹规划，降本增效”原则，旨在建立央
企保险经纪平台，为中央企业提供保险
经纪业务支持。

诚通保险经纪

全国性综合类证券公司，控股融通基
金，业务涵盖证券经纪、投资银行、证券
自营、资产管理、研究业务、基金投资与
管理，构建了立足北京、辐射全国、布局
合理的服务平台和经营网络，为中央企
业提供全业务链综合金融服务。

诚通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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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挥运营公司优势，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所出资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打造行业“链长”和“旗帜”。

INCUBATION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孵化

中国诚通控股的混合所有制高科技企业，定位为
国际高端配套、技术质量型企业，拥有业内领先
的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致力于为客户提供
整体电源解决方案。

力神电池
以林浆纸生产、开发并利用为主业，以“基于自动
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先进制造，构建浆纸生态
圈，服务绿色美好生活”为愿景，承担着打造绿色
生态产业、发展低碳循环经济的使命，拥有冠豪
高新（SH，600433）、岳阳林纸（SH，600963）、美
利云（SZ，000815）三家上市公司。

中国纸业
中央企业重组整合形成的人力资源平台，为企
事业单位提供人事代理、薪酬福利外包、灵活
用工、人力资源咨询、培训及猎头、离退休（内
退）等人员的委托管理等服务，是全国服务链
条最长、最具特色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诚通人力

深耕俄罗斯20余载，在俄投资有中国在境外最
大的商贸类项目⸺莫斯科格林伍德国际贸易
中心，以及莫斯科友谊商城、大型仓储物流中心
等项目，是中俄经贸合作的公共服务平台、中国
企业对俄投资的主通道。发挥俄罗斯中国总商
会会长单位重要示范作用，引领在俄中资企业
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与欧亚经济联盟深度对接。

服务中国诚通战略，聚焦泛农产业和商业开展
投资运营，主营业务为泛农产业、商业物产、资
产经营、物流仓储服务、物业租赁服务及现代
贸易流通业务，打造具备较强核心竞争力的集
团公司。

中商集团

在 大 宗 商 品 流 通
环 节 中 发 挥 营 销
主渠道作用，以钢
材、有色、铁矿、贵
金 属 贸 易 和 增 资
服务为主，具有覆
盖全国主要市场、
功 能 完 善 的 生 产
资 料 贸 易 服 务 网
络。以“一带一路”
建设为契机，不断
加 强 进 出 口 渠 道
建设，提升国家战
略资源保障能力。

诚通国贸

诚通国际

诚通人力

人事管理服务 离退休人员服务

人力“云”共享服务

档案服务

健康服务

员工服务

咨询培训服务

薪酬税务服务

招聘测评服务

残疾用工服务
海外服务



党的建设
PARTY BUILDING

中国诚通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
的建设，充分发挥党委领导作用，创新完善管资本管人管党建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实施“三融一
化”党建工程，用高质量党建引领改革试点不断深化、规模效益显著提升、服务国家战略能力全
面增强。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构建党建“四梁八柱”格局

中国诚通党建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准国有资本运营正确方向一
坚持以资本为纽带，创新党建工作体系二
坚持以干部为链条，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三
坚持以党内监督统领，确保国有资本安全四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抓好顶层设计

抓好基层基础

抓好建章立制

抓好绩效评估

抓好统筹监管

抓好惩防建设

抓好阵地建设

抓好   关键少数
“ 

”

打造“三融一化”党建工程

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融入
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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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29日-30日，中国共产党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京胜利召开

集团党建课题研究成果获得中央企业
党建政研会、专委会相关奖项

集团党建做法入选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典型案例、党校教
学案例和教学手册

2021年7月15日，中国诚通党委书记、董事长朱碧新带队前往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集体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
共产党历史展览”，并重温入党誓词

2022年2月25日，中国诚通党委召开2021年度所出资企业
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会，对所出资企业党委（支
部）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进行民主评议

2021年7月5日，中国诚通党委书记、董事长朱碧新在诚通
党校为中国诚通和中国铁物系统内12000余名党员讲授党
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发挥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引领。把理论学习与战略研讨相结合，党委与董事会、经理层共同对方向
性问题超前研究，确保改革试点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国资委要求扎实推进。

坚持理论课题研究。全国国企党建会以来，每年组织《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党建理论课题研究》，把强
党建作为企业保增长、快改革的重要保证。集团党委《坚持管资本管人管党建相统一》案例入选《人
民日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企业党建优秀案例；《打造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三融一化”党
建工程》案例，被中国企业联合会评为全国企业党建创新优秀案例。

突出政治建设，强化使命担当  强化“三基建设”，提升基层组织力
强化“三基建设”。坚持“资本到哪里党建工作就规范到哪里”，“干部到哪里党建责任就落实到哪
里”，建立完善基层党组织体系。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模式，设立党建创新基金，定期召开党委书记纪
委书记例会、基层党支部书记座谈会，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更加规范、更加创新。

抓住党内集中教育契机，强化党员干部政治教育、思想淬炼和精神净化，同时聚焦使命任务，校准
发展目标，破解改革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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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喜迎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2022年10月4日、28日，集团党委分两批组织400名在
京党员干部前往北京展览馆，参观“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

2022年2月25日，集团党委召开2022年党建工作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暨警示教育大会

2018年12月29日，中国诚通方向明建言献策工作室授
牌仪式暨集团统战代表人士座谈会在诚通基金举行

2021年7月19日，中国诚通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实践
锻炼启动仪式暨中国纸业第一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
程开班仪式在岳阳林纸举行

2018年10月，中国诚通举办首届职工运动会

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坚持党建带群建，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以党建统领工会、群团、统战工作，干部职工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
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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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植树节，中国诚通推动“绿色示范 助力双碳 担当角色创价值”活动在各公司蔚然成风

诚通香港捐赠3000套新冠病毒快速检测盒

社会责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

中国诚通在推动自身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携手创造美好生活。积极服务“双碳”
战略目标，深化绿色投资与绿色运营，共建诚通绿色未来；从严从实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全力支援地
方战“疫”，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围绕产业帮扶、
教育帮扶、消费帮扶等持续发力，接续帮扶河南省宜阳县，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坚决落实人才援疆援藏
援赣，深入开展社会公益活动，竭诚奉献社会。

中国诚通向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捐赠价值5248.42万卢布的防疫
物资，驰援俄罗斯及在俄同胞疫情防控工作

2022年4月，中国诚通援沪医疗队紧急集结，助力上海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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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诚通党委书记、董事长朱碧新一行赴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
开展定点帮扶工作调研

中国诚通党委副书记、董事单忠立（左一）调研产业项目

中国诚通党委书记、董事长朱碧新出席诚通基金与洛阳市宜阳
县城关镇一中联合开展的“我与希望共成长”活动，并与诚通

“宏志班”学生共话成长

乡村振兴微视频《与希望同行⸺“我与希望共成长”纪录片》

美利云采购宜阳县特色农产品，推进消费帮扶工作落实落地

中国纸业志愿者深入社区开展志愿活动 力神电池团委组织开展学雷锋月志愿者服务活动

中国诚通于2005－2012年对口支援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
累计直接投入600余万元在该县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建
设等扶贫活动；从2012年起，先后承担河南省宜阳县定点扶贫
和乡村振兴任务，对口帮扶89个贫困村，累计直接投入和引进
帮扶资金7020万元。中国诚通坚持支援边疆地区建设，累计选
派8名援疆、援藏干部。

中国诚通建立“领导小组统筹决策，责任部门组织衔接，对接单位归口负责，挂职干部协调落实”的立体
帮扶机制，全面完成帮扶任务，推动帮扶地区乡村振兴。

2005－2012年对口支援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 支援边疆地区建设
累计选派8名援疆、
援藏干部

累计直接投入600余万元

2012年起，先后承担河南省宜阳县定点扶贫和乡村振兴任务
累计直接投入和引进7020万元对口帮扶89个贫困村

中国诚通党委书记、董事长朱碧新（左）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称号的集团派出挂职副县长宋大鹏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
彰大会现场

宜阳县今貌

¥



企业文化
CORPORATE CULTURE

展望十四五
OUTLOOK FOR THE 14TH FIVE—YEA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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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目标：

战略目标：

“三新” “五强” “一保”

总体目标：

2025年末力争实现“一五三”目标

总资产
10000亿元

净资产
5000亿元

利润总额
300亿元

高质量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运营试点取得新成果
改革创新实现新突破 
发展质量得到新提升

党的领导强
资本实力强
运营能力强
诚通精神强
风控能力强

进入中央企业经
营业绩考核A级
并持续保持

定位
国有资本流动重组、
布局调整的市场化运
作专业平台。

使命
服务国家战略，优化国有资本布局
结构，推动改革完善国有资本授权
经营体制，提升国有资本配置运营
效率，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在
助力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
独特作用。

愿景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家财
富运营管理机构和国家治
理可以信赖的资本力量。

价值观

企业精神

诚信为本 通联四海。

勇挑千斤担 敢啃硬骨头。



速览诚通30年
CHINA CHENGTONG IN 30 YEARS

中国普天集团公司所属8户企业划转集团
托管中国寰岛集团公司（一年后正式并入集团）

集团成为首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试点
托管华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国际企业合作公司并入集团 中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并入集团

托管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唱片总公司整体划转华录集团

发起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支持中央企业改革发展，优化国有资本布局

所出资企业中国健康养老集团有限公司成立，统一接收、运营管理中央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培训疗养机构

授权三家基金公司发行央企结构调整ETF产品，并成功完成募集工作
对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实施托管, 妥善解决中国铁物债务危机

中国诚通成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企业

托管中国唱片总公司（一年后正式并入集团）集团由原国家物资部19家直属物资流通企业合并组建而成
中国包装有限责任公司并入集团

1992 2005/06 2005/08 2007/01 2008/102008/07 2011/01

2013/03

2010/02

2016/092017/01 2016/04 2016/022019/10

集团上划中央企业工委管理

2000

集团列入国务院国资委监管

2003

集 团 成 为 首 批 中央 企 业 建 设 规 范董事会试点

2004/06

所出资企业诚通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搭建金融平台

2012/05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性股权划转集团

2017/05

发起设立的中证央企结构调整指数正式发布

2018/03

所出资企业国海海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揭牌成立

2019/04

所出资企业北京诚旸投资有限公司成立，建立股权运作自营平台
定制并发布中证国企一带一路指数

2019/05

集团实施托管的首家中央一级企业华诚公司破产退出全面完结

2019/06

集团出资643.5亿元参与国家管网集团重组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划转集团

2020/09

集团持股40%参与中国绿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组

2020/11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成立

2020/12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2021/01

集团通过河南省慈善总会捐款2000万元，支持灾区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
中共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党校、干部人才培训中心在青草湖揭牌成立

2021/07 2021/08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

集团出资75亿元增资鞍钢集团

2021/09

集团出资46.2亿 元 参 与 中 国电 气 装 备 集 团组建

2021/10

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在京举行，中国铁物与中国诚通物流板块（中国储运、中国物流、华贸物流、中国包装）实现专业化整合

2021/12

中国共产党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京胜利召开

2022/03

集团成为新时代证券控股股东；6月，新时代证券名称变更为诚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04

集团召开资本运营能力提升年活动启动会暨提质增效稳增长工作推进会

2022/06

国 务 院 国 资 委 公 布 了 2 0 2 1 年 度 和2019-2021年任期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结果，中国诚通2021年度及2019-2021年任期经营绩效考核结果均为A级，被国资委评为“业绩优秀企业”

2022/07

2016年以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2004年中央企业建设规范董事会试点 2005-2015年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试点
开启资本运营新征程，坚持试点改组与开展资本
运营工作同步开展，积极探索国有资本运营公
司新体制、新机制、新模式。

集团逐步探索规范现代企业管理体制机制。 资产经营试点的十年间，中国诚通先后完成6户中央企业、14户中央企业所属二级企业、11户军工企业和1户地方国有企业以及
系统内182户企业的重组整合，对1户央企财务公司实施了破产清算，共涉及企业664户，资产债务近800亿元，分流安置职工
8.84万人，为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做大做强央企主业，解决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和历史遗留等问题发挥了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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