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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姚广平

先行先试，湖南国企改革走在前面
“备受关注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出

台，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对我省不断
深化国企改革将起到‘催化剂’ 作用。”9月14
日，湖南省国资委主任丛培模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指导意见》对国企分类改革、国资管
理体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方面进行了明
确规范， 解决了在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疑
惑，更加坚定了我省国企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其实，湖南在某些改革领域已经先行一
步，走在了前面。2014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出
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
湖南的国企改革路径、‘顶层设计’与《指导意
见》有很多相似之处。说明我省的国企改革许
多做法和探索得到了中央的认可。” 省国资委
主任丛培模介绍，今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联合
调研组来湘调研时，对我省一些改革举措给予
了充分肯定，认为取得了成效和突破。

为提高国企改革的可操作性，去年我省又
出台了《关于推进省属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分
离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省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的意见》两个
配套政策文件。今年出台了《省属国有企业负
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管理暂行办法》和《省
管企业功能分类名单》。

“今年重点开展了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平
台、推进重组整合、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办社
会职能分离等四项试点工作，多项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果。”丛培模介绍，湖南国有资产经营管
理公司已于今年4月挂牌成立， 初步拟定了省
属国有资本战略布局调整与省属企业重组整
合方案，构建若干平台，打造一批大型企业集
团、发展一批混合所有制企业、重组退出一批

企业；推动中联重科等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
点，在湖南海利、新五丰等企业引入管理层及
核心骨干团队持股。

国资监管由“管企业”转向“管资本”
“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这被外界视为

本轮国企改革最大的亮点之一。省国资委主任
丛培模表示，“以管资本为主”是国资监管思
维的一大变化和进步，表明国有资产监管机构
将更多扮演“老板”的角色，而不是“婆婆”的角
色，原来“管人、管事、管资产” 管理风格将会
改变，不再过多干预企业经营的事务，而是主
要关注国有企业增值保值、 做强做大做优，强
调国有资本功能的放大。

在丛培模主任看来，国企改革是一项系统
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综合性、政策性、挑战性
都很强。按照积极稳妥、先易后难、试点先行的
原则， 我省国企改革将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
求，着力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
突破。

据了解，在国资监管方面，我省将进一步
规范产权管理，全面推进省属企业国有产（股）
权进场交易；优化投资管理，对企业重大项目
的监管重心适当由事前转向事中、事后，强化
全程监管； 加强企业重大财务事项的适时监
控，加快推进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结合政企分
开政资分开工作，对新纳入的监管企业派驻监
事会，促进企业规范经营。

今年6月，省国资委制定了《推动监管企业
规范董事会建设工作方案》，“对华菱集团、兵
器集团、轻盐集团、湘煤集团、天心集团等条件
相对较好的5户企业先行启动， 到2016年实现
外部董事过半数的规范董事会建设全覆盖。”

对企业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 下放了8
户原属省国资委党委管理的企业领导人员管
理权限，取消了22户企业领导人员任免前由省

国资委党委备案审批事项。

开启新一轮国企改革大幕
“《指导意见》的出台是第一步，我省将结

合实际情况，开启湖南新一轮深化国企改革大
幕。”省国资委主任丛培模认为，此次国企改革
意见措施被称为“1+N”，“1”是指《指导意见》，

“N”是从《指导意见》出发，涉及各个改革核心
问题的配套措施。“比如企业员工持股、国资专
业平台搭建、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领域，都需要
我们从‘设计图’出发，形成若干具体操作提供
指导的‘施工图’。”

丛培模介绍，下一步我省深化国企改革的
方向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市场化改
革方向，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坚持以改革
促进发展、以发展引领改革。

重点在五个方面着力，即着力发展混合所
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着力完
善现代企业制度， 创新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着
力推进资源优化配置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
整， 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和社会经济效益；
着力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提升国有企业发
展质量和效益；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
导。

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按照“发展壮大一
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的思路分类
推进改革，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国内一
流的新型国有企业。到2020年，培育10家以上
主营业务收入过百亿、国内一流的优势企业，2
至3家主营业务收入过千亿、具有国际竞争力、
跨国经营的大型国有控股集团。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出台。作为新时期
指导和推进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对湖南国企改革有哪些指导和促进作用？我省
国企改革的进展如何———

湖南国企改革稳步推进
通讯员 文双 湖南日报记者 乔伊蕾

9月15日， 省纪委通过官方网站三湘风
纪网发布消息，对近期查处的10起违反作风
建设规定典型问题发出通报，分别是———

●2014年10月26日，省教育生产装备
处党总支书记覃苏琼在长沙市某酒店为儿
子举办婚宴，除邀请亲戚外，还通知了单位
同事、 部分市县勤工俭学管理站负责人和
两个关联业务公司负责人， 违规收受非亲
戚礼金23200元， 事后10个工作日内也未
按规定向组织报告其遵守承诺情况。 覃苏
琼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违规收受的礼金责
令退还。

●2014年至2015年初，怀化市洪江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违规发放端午节、 中秋节慰问费和加班
费35450元， 洪江区工委政法委原副书记、
洪江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工作领导小
组原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明建斌（副处级）
负主要责任；2015年4月4日，明建斌违规驾
驶公车发生交通事故， 致使行人何某受伤
后抢救无效死亡， 明建斌与何某分别承担
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 明建斌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降级处分和免职处理，违规发放的
津补贴予以收缴。

●2015年6月27日，邵阳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王祥国（正
处级）在邵阳市某酒店为儿子举办婚宴，违
规收受非亲戚礼金8673元。 王祥国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违规收受的礼金责令退还。

●2013年元旦、春节期间，湖南生物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以工会给全院教职工发放
福利名义，违规发放购物卡311500元。学院
原党委书记王宇，党委副书记、院长楚琼湘
负主要责任，王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楚琼
湘还因违规批准其弟所在公司承接学院的
校园“一卡通”提质改造项目，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违规发放的福利予以收缴。

●2014年，常德市桃源县城管执法局共

对18名中层干部违规发放津补贴49320元。
党组书记、局长姚方平负主要责任，受到行
政警告处分，违规发放的津补贴予以收缴。

●2012年至2014年，益阳市爱国卫生
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阳中卫利用职务
便利， 违规接受专家评审费、 技术顾问费
23000元，收受红包礼金19000元，兼职取
酬10000元。 阳中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和免职处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2015年6月18日至20日， 长沙市环
保局原副局长刘诗题多次违规接受企业负
责人请吃， 收受现金红包3000元、 面值
1000元的购物卡1张、“和天下” 香烟2条。
刘诗题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和免职处理，
违规收受的礼品礼金予以收缴。

●2015年6月17日至18日，张家界慈利
县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皇甫銮罡，党组
成员、工会主席谭继承，党组成员、纪检组
长覃文平等11名干部职工以学习考察名
义，分两批赴南岳、凤凰古城风景区参观旅
游， 公款报销费用1545元。 因履行主体责
任、监督责任不力，主持全面工作的党组副
书记、副局长万迂杉及皇甫銮罡、谭继承、
覃文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免职处
理，其他6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另有2人因
未到景点游玩，免予党纪处分，所报销费用
一律由个人承担。

●2012年11月28日至12月7日，郴州市
嘉禾县原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周文先在未经
有关部门审核批准的情况下， 以学习考察
名义前往欧洲旅游， 公款报销费用17320
元。周文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和免职处理，
所报销费用一律由个人承担。

●2014年2月21日中午，衡阳市耒阳市
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原局长段小亮、
原副局长伍尤喜与税务专管员张涛峰违规
接受服务对象耒阳市某房地产公司请吃，
其中伍尤喜、张涛峰两人饮酒。段小亮、伍
尤喜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和免职处理， 张涛
峰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就违反作风建设规定———

省纪委通报10起典型问题

9月14日 ，建设
工人在进行轨道调
整。当天 ，长沙地铁
1号线铺轨工作人
员进入侯家塘站施
工 ， 全线有望近日
实现 “洞通 ”，预计
2016年试运营。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张曙光）宁乡农
业科技园着眼“把农字做精做深，把产业做
成体系”， 着力创建国家级农业科技园。今
天， 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一行在园区专题
实地调研后， 对园区近年来通过创新发展
所取得的显著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近年来，随着总投资50亿元的湖南粮
食集团宁乡产业园启动建设、湖南农业大
学“2011协同创新现代农业综合试验区”
和国家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长沙综合示范
基地”的成功签约、湘品名优北京展示
贸易中心的成功投运， 以及湖南优蜜
乳业等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的成
功落户， 宁乡农科园的建设发展可谓
精彩纷呈。从原料基地，到精深加工，
到物流配送，到网络营销，再到电商平
台， 宁乡农科园已形成相对完整的产
业链条，具备了明显的特色，示范带动

效果日益增强。今年4月，科技部战略院农
村与区域科技发展研究所一行人赴该园
区专题调研，对该园区的创新发展予以肯
定。

张来武认为， 宁乡农科园已经具备了
创建国家农业科技园的基本要求。 他希望
园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注重一二三产业
的深度融合和产业体系培育， 注重高附加
值产业的发展和农业科技背后深度价值的
挖掘，使园区永葆发展活力。

距2015男篮亚锦赛

开幕还有 天7

把农字做精做深 把产业做成体系

宁乡农业科技园冲刺“国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