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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有工业企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有重要的主导作用，它是区域财政收入的主要来

源。对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进行区域经济效益分析，既可以深入了解各区域内的国有工业
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其优缺点，又可以根据分析结果对各区域的国有工业企业发展提供数据支
持和对策建议。对黑龙江省 14 个区域内的国有控股的工业企业进行分析比较，明确各区域
经济效益差异，找出产生区域差异的原因，进行有效的改革和调整来提升区域经济效益，是协
调全省平衡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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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也是国家竞争

出台，
“ 以开放提升竞争力”和“促进经济社会协

力的关键和综合实力的表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是

调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理念，东北老

我国工业发展的先驱，国内大部分大中型骨干企

工业基地是我国工业发展的核心区域，也是提升

业都积聚在东北地区，其中不乏关乎国民经济发

核心竞争力和实现经济协调发展的中心领域。

展命脉的战略产业，使之成为我国的重要的重工

黑龙江省工业企业在巩固和扩大振兴东北老工

业基地。“十二五”规划提出了“转型升级，提高

业基地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产业核心竞争力”
“优化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和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发展理念，促进我国东北
地区全面协调的发展［2］。伴随着“十三五”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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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发展现状
黑龙江省是国家开发建设最早的工业基地，

经过 60 多年的建设，已形成了一个基础比较稳

工业企业的区域经济效益分析是指根据黑龙江

固的工业体系，成为国家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

省国有工业企业分布划分为相关区域，再对区域

地。 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省内各个区域发展不

内的国有工业企业整体经济效益进行分析，以及

平衡，整体的区域经济效益水平不高。由于黑龙

对比总结。

［3］

江省地处边境，加之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
响，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的整体发展速度稍落
后于南部沿海城市国有工业企业。
黑龙江省工业的发展优势有：
（1）从效益上看，黑龙江省工业企业发展基

本平衡，重工业略微偏低。根据 2015 年的黑龙江

省 统 计 年 鉴 ，以 2011 年 的 重 工 业 生 产 总 值
83.8873 亿 元 为 基 础 ，近 3 年 发 展 速 度 是 ：2012

年，1.046；2013 年，1.072；2014 年，1.031，重工业
发展迅速。

（2）从工业增加值来看，黑龙江省国有工业

中重工业企业的经济增长幅度明显。根据 2014

年中国统计年鉴，黑龙江省 2013 年规模以上的工
业企业为 4096 家，资产总计达到 1409.17 亿元，年
度利润为 1150.21 亿元，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黑龙江省工业发展所存在的缺陷有：

（1）根据 2015 年黑龙江省统计年鉴，在利润

总额上，平均指标中重工业占 84. 99%，轻工业占

15. 01%。绝大部分的利润是由重工业产业创造

（一）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区域经济效益
决策单元的界定
根据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的分布情况，本

文选取了省内 14 个地区作为评价和分析的单元，
分别是：哈尔滨、齐齐哈尔、鸡西、鹤岗、双鸭山、
大庆、伊春、佳木斯、七台河、牡丹江、黑河、绥化、
大兴安岭、农垦总局。
（二）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区域经济效益
评价分析方法
关于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的基本评价
方法有很多种，其中比较分析法、比率分析法、因
［5］
素分析法、平衡分析法较为常用。
本文选用要素

分析法，以 2011—2015 年的黑龙江统计年鉴为数

据来源，通过杜邦财务分析体系对黑龙江省国有
工业企业区域经济效益进行分析。杜邦财务分
析体系，简称杜邦体系，该体系是通过各种财务
比例指标的内在联系，综合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
［6］
经济效益的一种系统评价体系。
净资产收益率

是该评价体系的基础，资产净利率和权益乘数作

的，轻工业发展严重不足，需要进行治理和改革

为评价核心，以此来对企业获利能力以及财务的

以促进其发展。

杠杆作用做出评价，并明确各个财务指标之间相

（2）黑龙江省各区域国有工业企业分布不均
衡，省内主要的国有工业企业都集中在哈尔滨、
齐齐哈尔等区域，其他区域国有工业企业处在一
般水平甚至稀少，造成区域发展差异化严重，整
体水平不高。
（3）黑龙江省各区域的国有工业发展结构不
合理，仅少数区域有良好发展，所占比重较少。

互影响关系。杜邦财务分析体系基础公式是：
净资产收益率=资产净利率 × 权益乘数
并可以在此基础上分解成以下两式：

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净利率 × 资产周转率
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净利率 × 资产周转率 ×

权益乘数

所以利用该分析体系可以清晰地分析出企

而国有企业集中的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区域虽然

业的优势和劣势，就能找出企业经济效益不佳的

创造一些经济效益，
但是经济发展仍然存在问题。

原因，然后对症下药，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

二、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的区域经济
效益分析
经济效益指的是在消耗性和运营性投入一

通过相关数据的运算，得出黑龙江省各区域

国有工业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如表 1 所示。

（三）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区域经济效益

现状分析

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创造更多的产出，或在产出一

本文分两部分对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进

定的条件下，以求更少的投入。或者可以将经济

行分析，首先通过净资产收益率对黑龙江省各区

效益看作一个比值，即企业的资金投入，能源消

域国有工业企业进行整体分析，然后对黑龙江省

耗和生产的产品的比较关系。 而黑龙江省国有

各区域国有工业企业分别利用权益乘数、销售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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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黑龙江省各区域国有工业企业 2010—2014 年的净资产收益率

净资产收益率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均值

哈尔滨

0.132

0.083

0.323

0.11

0.013

0.132

0.261

0.068

0.158

齐齐哈尔
鸡西
鹤岗
双鸭山
大庆
伊春
佳木斯
七台河
牡丹江
黑河
绥化
大兴安岭
农垦总局
均值

0.098
0.411

0.019
0.078

-0.092

-0.01

0.025

0.063

0.353
0.241
0.227
0.124

-0.113
0.269
0.281
0.102
0.165

0.466

0.023

0.108

-0.016

0.294

-0.093

-2.769

-0.416

0.79

0.306

0.26

0.435

0.143
0.17

0.156

0.232

0.139

0.266

0.086
0.136
0.221
0.708
0.032
0.160

0.035
0.175
0.126
0.19

-0.273
-0.225
0.06

0.096

0.217

-0.085

-0.214

0.237

0.182

0.107

0.286
0.825
0.209
0.298

0.173
0.226

0.125
0.1

0.247

-0.106

0.126

-0.201

0.063

0.025

0.046
0.05

-0.002
0.089
0.183
0.046
0.165
0.11
0.22

0.391
0.086

润率、资产周转率、资产净利率进行细化分析，然

负值，该地区的国有工业企业负债大于资产，形

后再对其进行整合总结。

势十分严峻，需要进行相关的改革与整治。近些

1. 整体分析

净资产收益率是指股东投资资本的收益率，

是一个系统综合性的财务指标。在黑龙江省各

年来虽然有所改善，但是经济效益仍然为负值。

双鸭山、黑河、农垦总局平均权益乘数超过了 5，
财务杠杆作用明显，各地区的销售利润率较低，

区域的国有工业企业中，大庆、大兴安岭的国有

企业效益存在虚高，各区域国有工业企业过分追

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最佳，净资产收益率平均水平
超过 30%，但是略有下降趋势，这两个区域国有

求短期利润，忽略了创造长期价值。大庆和绥化
地区的平均权益乘数低于 2，财务杠杆作用不明

型升级。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绥化区域国有

国有工业企业没有充分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

工业企业过度依赖资源，需要进行相关产业的转
工业企业效益较好，净资产收益率超过了 10%，
其中绥化区域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收益率超过了
20%。齐齐哈尔、鸡西、伊春、七台河区域国有工
业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均未达到 10%，尤其是七台
河、鸡西区域降价效益较差，净资产收益率接近 0
或者为负值，需要对该区域进行改革和调整。其

中鹤岗区域内的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最差，
2013—2014 年净资产收益率为负值，2010—2011

年其权益指数为负值。2014 年黑龙江省整体经
济效益较差，整体的经济效益不足 10%；2012 年

黑龙江省各区域的效益最佳，超过 20%；其他年
份的经济效益稳定，
维持在 15%左右。
2. 细化分析

权益乘数：主要体现企业财务运营水平。黑

龙江省鹤岗区域 2010 年和 2011 年的权益乘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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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销售利润率较高，企业经济存在折扣，区域内

其他区域权益乘数相对较为平稳，国有工业企业
经济效益数据正常。而黑龙江省各区域的权益
乘数呈下降趋势，各区域的国有工业企业负债比
率下降，这是省内国有工业企业发展开始走向正
轨的充分体现。
销售利润率：销售利润率一方面体现了企业
获利能力，也侧面反映了企业成本投入的比率，
从而体现其技术的先进程度。大庆区域国有工
业企业销售利润率最佳，年均超过 20%。其次是

大兴安岭、绥化、佳木斯等区域，平均销售利润率
超过 10%，部分年份超过 20%，较为平稳。哈尔

滨、齐齐哈尔是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重点聚集
区域，其经济效益不佳的重要原因是销售利润不
高，齐齐哈尔地区甚至部分年份出现亏损。鸡
西、鹤岗地区销售利润率常年为负值，这也是该

地区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所在。
资产周转率：资产周转率是企业资金利用效
率，作为企业运营效率的一种体现，资产周转率
良好，说明企业的运营良好。黑龙江省所有区域

本文综合相关数据，总结出以下几点黑龙江省国
有工业企业整体经济效益不佳的原因。

1. 产业分布不均匀，区域发展不平衡

黑龙江省大庆区域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

的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转周率良好，国有工业企业

处在全国领先水平，是全省国有工业企业的主要

整体在企业管理运营方面良好。2013 年黑龙江

利润来源，区域内已经形成了以石油产业为基

省多处区域资产周转率超过了 1，区域平均达到
0.92，其他年份资产周转率良好，在 0.6 左右。大

庆市国有工业企业资产周转率最佳，年均达到了
0.96，
绥化、大兴安岭次之，年均超过 0.8。

础，以石油化工产业为依托的工业体系，并且大
庆市也在积极进行产业转型。但是除了大庆国
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良好以外，黑龙江省整体国
有工业企业基本上处在一种集聚的区域经济效

资产净利率：资产净利率是企业获利能力的

益不佳，经济效益良好的区域国有工业企业相对

一种综合体现，它是由销售利润率和资产周转率

稀少的状态，这对黑龙江省内国有工业企业未来

的乘积构成的。在黑龙江省各区域中大庆地区、
绥化地区资产净利率最佳，年均超过 10%，其中

大庆最优，年均达到了 28.4%。其次是大兴安岭、
佳木斯区域，年均资产净利率在 5%以上。但在

以上区域中，仅有大庆为国有工业企业较为集聚

发展有着极大的阻碍。结合 2015 统计年鉴相关
数据，黑龙江省大庆市、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国

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分别占全省国有工业企业的
0.424、0.235、0.105，拥有全省绝大部分的国有工

业企业资产，可以说这三个市国有工业企业的发

的区域，其他区域国有工业企业稀少，对黑龙江

展决定了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的发展，大庆

省影响不大。仅有鹤岗区域，年均资产净利率为

市、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的国有工业企业集聚

负值。资产净利率偏低是黑龙江省整体效益不

发展，其他区域分散发展。国有工业企业分布差

佳的主要原因。

异极大，造成黑龙江省物质资源运用不充分，政

3. 整合分析

黑龙江省各区域中的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

效益水平存在很大差异，总体来讲，大庆地区、大
兴安岭地区等物质资源充足的区域经济效益良
好，甚至有的年份净资产收益率超过 50%，处于

府资源分配不合理，从而造成了黑龙江省各区域
发展存在极大的差异，全省国有工业企业难以平
衡发展。

2. 竞争优势不集中

结合相关数据，哈尔滨地区拥有黑龙江接近

全省的领先水平，而本省的国有工业企业的集聚
地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区域经济效益却不佳，尤

1/3 的国有工业企业，拥有黑龙江省绝大部分高

其是齐齐哈尔市，在部分年份出现了负利润现

相当数量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拥有全省最丰富的

校，几乎包揽了黑龙江省所有 985、211 名校，拥有

象。鹤岗、双鸭山等地区的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

人才储备，再加之齐齐哈尔地区，这两个区域是

益最差，几乎每年都是处在负利润的状态。黑龙

黑龙江省企业、人才、技术的核心区域，但是整体

江省其他区域的经济效益处在中间水平，有部

经济效益不佳，甚至不少国有工业企业出现较大

分区域经济效益达到了 20%，但这些区域的国

的亏损。大庆区域的国有工业企业是黑龙江省

有工业企业数量稀少，或者是财务杠杆作用明

效益最好、拥有较高利润、企业资金最为充足的

显，存在虚高，对黑龙江省整体经济效益的影响

区域，但是其产业较为单一，无法持续发展。而

不大。

黑龙江省的北部等地区拥有全省最丰富的物产

三、黑龙江省各区域国有工业企业经济
效益不佳的成因
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整体经济效益不佳

资源（石油除外），但是国有工业企业稀少，无法
形成较大的经济效益。黑龙江省地域辽阔，各区
域间的国有工业企业各有优势，但是相互联系、
相互合作少，无法集中省内的人才、技术、资金、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因素也有企业内部因

物产资源的优势，也是阻碍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

素，也存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些历史性问题。

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 63 -

3. 缺乏技术优势

能招收的本省毕业生人才就更加稀少，这对黑龙

企业的技术优势是指企业在生产和运营产

品的领域相同的情景下，所具有的优点或领先的
地方，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情景下，企业拥有的能
够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技术条件或者优势。由

江省国有工业企业未来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威胁，
甚至会形成恶性循环。
6. 气候条件恶劣

黑龙江省地处我国最北端，虽然有丰富的物

前文的分析可知，黑龙江省各区域经济效益偏低

产资源，但是气候条件恶劣，冬季寒冷漫长，使得

的主要原因是各区域国有工业企业销售利润率

省内相当一部分的工业产业处于待业状态，尤其

不佳，生产产品成本过高，从而无法获取较高的

是户外作业的相关产业，
几乎需要半年的待业期。

利润，这也是缺乏技术优势的核心表现。黑龙江
省国有工业企业缺乏技术优势是近些年来显现

四、提升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区域
经济效益的对策建议

有工业企业还沿用以前的生产技术，无法满足新

区域经济效益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时代市场对产品价格、品质、质量等多方面的要

因素，提高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区域经济效益

求，再加上国内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的

对于振兴老工业基地、加快黑龙江省经济增长具

转轨，国有工业企业体制的优势逐渐消失，地处

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综合上述分析，

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未能赶上

针对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区域经济效益的改

技术优势的步伐，导致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经

进提出几点对策建议。

的较大问题，进入 21 世纪以来，黑龙江省不少国

济效益不断下滑，甚至出现亏损。
4. 历史遗留问题

1.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区域联系，实现

区域共同发展

国企改制的历史遗留问题一直以来就是国

自主创新能力是工业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

有工业企业的弊病所在。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

的关键因素，也是企业发展的核心渠道。黑龙江

业布局和结构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基本形成了，随

省国有工业企业应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管理创新

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行，也逐步迈出国企改

和服务创新为重要内容，来全面提升核心竞争

革的步伐，但是也遗留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力，同时完善技术创新和产品生产对应的渠道，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改革速度过快，过分

将企业自主创新快速、准确地应用到相应的领域

注重改革效率，忽略了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的

中去，促进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发展。

实情。黑龙江省内国有工业企业是经过几十年

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可以应用现代信息

的发展已经成形的体系，加上多为大中型企业，

技术，建立完善的工业控制系统，协调黑龙江省

改革过快，难免形成遗留问题。其次，政企责任

各个区域国有工业企业全面发展。各个区域间

不清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和

缺乏联系，资源的分配不协调，造成了区域技术

中央企业之间的责任划分不明确。最后，在国企

效率差异严重。建立全省国有工业企业信息系

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些较为陈旧理念和体制，改

统，不但可以加强各区域间的联系，加强区域间

革过程中需要对其改进创新。

的产业互动和信息共享，统一和协调各区域公共

［7］

5. 人才流失严重

黑龙江省人才流失问题是一个继改革开放

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问题，经济发展缓慢等多方面
原因造成了全省各方面人才外流，尤其是高校毕
业生外流严重。根据相关数据，黑龙江省每年有

资源，还能以优势带动劣势，促进各区域间协调
发展，有助于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间的跨区域
合作，互补发展，共同提高。

2. 区域联动，集中优势整体提高

由前文可知，大庆区域是黑龙江省资金优势

16 至 20 万的高校毕业生，近 2 万的研究生，而在

区域，哈尔滨、齐齐哈尔区域是黑龙江省人才、技

黑龙江本省就业的研究生只有数千人，个别年份

术优势区域，黑龙江省北部区域是物产资源优势

更少。尤其哈市地区，人才培养量最大，同时人

区域。可以实现省内多区域的联动，集中各方区

才流失量也最严重。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所

域的竞争优势，滚动发展，共同提高区域的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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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
哈尔滨、齐齐哈尔区域，北部区域，大庆区域
可以实行三方区域与区域联动，弥补各自缺陷，

有工业企业稀少，且除大兴安岭外，其他区域的

区域经济效益偏低，总体的经济效益不足 10%。
但是该区域有丰富的物产资源，拥有全国最大的

集中优势发展。三方区域与区域联动是指在政

湿地系统和林区资源，这是北部区域的特殊优

府的调控下，根据市场的信息，大庆市对其他两

势。可以借此大力发展黑龙江北部区域的旅游、

方提供充足的资金，哈尔滨、齐齐哈尔区域对其

湿地保护等服务性产业，以带动相关的公共设施

他两方提供人才、技术支持，黑龙江省北部区域

生产、水利、森林食品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国有工

提供充足的物产资源，三方相互支持相互补充，

业企业发展。黑龙江省地处我国最北端，拥有丰

滚动向前发展。在滚动发展的同时时刻关注市

富的天然冰雪资源，这是特色优势所在。由前文

场信息的反馈，发现新的创新点，增加区域整体

可知，黑龙江省冬季漫长而寒冷，这既是阻碍也

竞争优势，以达到持续发展。区域联动并非限定

是优势，它为黑龙江省带来了丰富的冰雪资源。

于三方的联动，可以是双方联动也可以是多方联

积极发展黑龙江省冰雪文化产业，推动旅游、体

动，甚至多个区域联合与其他区域进行联动，只

育、交通的服务产业发展，以带动黑龙江省相关

要是各方均有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内容，就可以

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国有工业企业发展，提高区域

在一定的情景中进行联动发展。这样不仅可以

的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

充分发挥黑龙江省各个区域竞争优势，还能够弥
补黑龙江省各区域国有工业企业的发展差异

5. 要
“借东风”和
“激发内生动力”并行发展

我国现今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

化，以促进黑龙江省各区域国有工业企业平衡

各类资源和要素齐聚产生竞争优势。黑龙江省

发展。

国有工业企业要深化改革，要借供给侧结构性改

发展

国有工业企业管理结构，落实发展理念，充分发

3. 创新发展模式，以工业共生网络带动区域
工业共生网络为一个区域内，各个企业通过

物理交换和信息传递，共享企业间的各种资源以

革和“中国制造 2025”的东风，同时改善黑龙江省
挥科技推动作用和人才引领作用，激发其内生动
力，在竞争中增强实力。

达到企业长期合作和共生的目的，从而提升该区

黑龙江省地域辽阔，资源分配难以平衡，大

域的经济效益。工业共生网络是一种新型的区

部分资源集中在中部和南部的城市，北部地区获

域发展模式。

取的资源稀少，加之人才流失严重，造成北部区

［8］

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区域是黑龙江省国有工

域技术效率严重低下。首先要完善黑龙江省的

业企业集聚区域，其中也有经济效益良好的大型

区域、投入、分配等结构，全面协调推进国有工业

国有工业企业，如哈尔滨的哈飞、哈电，齐齐哈尔

企业的发展。其次，黑龙江省北部区域地处边

二机床集团等，但是其区域内国有工业企业整体

境，积极借“一带一路”的东风，大力发展边境贸

经济效益不佳，哈尔滨区域年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易，推进该区域国有工业企业的发展。再次，
《中

13.2% , 齐 齐 哈 尔 区 域 的 年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为
4.6%，还不足 5%。可以以共生网络模式带动区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
基地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新一轮振兴战

域整体国有工业企业的发展，通过建立区域性依

略的全面启动，掀起了新的一轮振兴东北的高

托型的工业共生网络组织，以区域内经济效益良

潮，黑龙江省各区域应该把握机会，积极发展相

好的大型国有工业企业为核心，以相关产业的国

关产业，以政策导向为支撑，以资源状况为基础，

有工业企业，组建区域性的工业共生网络组织，

综合发展［9］。最 后 ，黑 龙 江 省 国 有 工 业 企 业 进

来促进地区国有工业企业的整体发展，提高区域

行内部改革，改善管理制度，优化人才任用和

的整体经济效益。

培养结构，以提升内部核心竞争力。同时，政

4. 发挥特色优势，以服务性产业带动区域国

有工业企业发展

黑龙江省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北部地区国

府优化人才任用政策，最大可能保留高端人才，
来促进黑龙江省各区域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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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创新基础资源，让“基础变动力”推动区域

有限的石油资源，使其发挥最持久的效用。其次

黑龙江省大庆、大兴安岭这些经济效益良好

势产业。以原有基础资源引领新的基础资源，以

的区域，是以依赖本区域的优势基础资源形成优

新的基础资源推动原有基础资源持续发展，同时

势产业，譬如大庆的石油资源，大兴安岭的林木

努力开发区域的可再生资源，促进区域的发展。

资源等，这些资源非常有限。要实现区域的持续

通过不断创新的区域基础资源，以实现黑龙江省

发展，首先黑龙江省各区域要创新运用现有的基

国有工业企业的持续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础资源，实现现有基础资源的最大化的合理运

黑龙江省各区域获取持续性的竞争优势，以保证

用。如石油是大庆的基础资源，要发展石油化工

其长期的良好的经济效益。

持续发展

省内各区域需要不断创新基础资源，发展新的优

的相关产业，综合发挥现有优势，同时合理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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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Benefit of
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YANG Xu, ZHANG Zong-yi

（School of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Harbin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1, China）
Abstract: State 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econ⁃
omy and the main source of regional financial income. Analysis of the benefi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can fur⁃
ther show the management situation and merits and demerits of the enterprise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provide data support and dealing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s. Comparison of the 14 state

holding stock enterprises, defining the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 regions within the province, pointing out the rea⁃
son for the difference and reforming and adjusting benefit efficiently all contribute to the harmonious develop⁃
ment of the province.

Key words: state 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 regional economic benefi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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