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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党的十九大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新的要
求， 这对湖南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工作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进入新时代，湖南国企要有新
作为。”1月9日，省国资委主任丛培模在接受记
者专访时说，“今年我省将继续优化国有经济布
局，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将省属监管企业整合
至24户左右；对照省委‘五个100’的要求，着力
抓好重点项目建设。”

推进国企整合重组， 省属监管
企业整合至24户左右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做
强做优做大”。此前一直强调的是“做强做优做
大国有企业”。从“企业”到“资本”，这一变化意
味着什么？

丛培模认为，从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
业”到“国有资本”，层级更高、范围更广、内涵更
深刻，也与新一轮国企改革由“管企业”为主向

“管资本”为主转变一脉相承，核心要在“放活、
管好、优化、放大”国有资本方面下功夫。

2017年，我省积极推进国有资本布局结构
调整与企业整合重组，省属监管企业从36户整
合至29户。

“2018年，湖南国企整合重组的步伐将会
更大，力争将省属监管企业整合至24户左右，
逐步形成‘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基础设施投资
运营集团、实体产业集团公司’的国资布局架
构， 力争在所有产业集团都有1个科研院所、
所有重点板块都有1家上市公司、所有监管企
业的主业均不超过3个。”丛培模介绍，我省将
通过明确企业功能定位， 核定产业集团主营
业务，以振兴实体经济为方向，充分运用无偿
划转、资产置换、定向增发、股权转让等方式，
推进产业相近、价值相关、主业相同企业的整
合重组， 推动企业聚焦主业， 提高核心竞争
力，增强省属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
力、抗风险能力。

培育世界一流企业，1至2户企业
进入世界500强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是
靠一代代人脚踏实地干出来的， 我们要对标世
界一流企业， 全方位地检视湖南国企的不足与
差距， 并通过深化国企改革， 完善现代企业制
度，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到‘十三五’
末，力争1至2户企业进入世界500强，6至8户企
业进入中国500强。”丛培模表示。

2017年，湖南国企改革蹄疾步稳，企业整
合重组、 公司制改制、 压层级减法人、“僵尸企
业”处置、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移交等5项重点
改革进展顺利。湖南国有企业效益明显好转，营
业收入、利润均创出历史新高。

“国企效益好转，但国企改革不会停，也
不能停。深化国企改革，培育世界一流企业，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丛培模介绍，2018年，我省将紧扣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这条主线，继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

重点完成华菱集团、湘煤集团的钢铁、煤炭去
产能目标任务；加大“僵尸企业”处置力度，完
成50%以上的“僵尸企业”出清；加大对分散
在各监管企业的酒店、 房地产等10类资产的
归集， 完成非主业系统内跨企业重组和对外
开放式处置；加大企业去杠杆力度，将监管企
业资产负债率降至65%左右。

加大重点项目建设力度， 对照省委“五个
100”的要求，在省属监管企业中实施10个以上
重大产业项目、10个以上重大科技创新项目、
10个以上重大产品创新项目，引进一批科技创
新人才，通过项目建设推动国有企业转型升级。

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把加强党
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有机统一，在监管企业全
面规范董事会建设，实行企业经理层成员任期制
和契约化管理；深化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分配三
项制度改革；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启动第
二批5户左右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
持股试点； 加快剥离国企办社会职能，2018年基
本完成省属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鸿海）“请问你按时领到工资
没？”“都领到了。”9日下午， 张桑高速农民
工周尚明接到了当地劳动监察支队的电
话。原来，张桑高速正联合张家界市劳动保
障监察支队开展农民工工资发放专项督
促检查，确保春节前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

每年春节前， 高速公路农民工工资
能否按时发放成为关注热点。 张桑高速
于2017年底通车，已累计为完成工期的
逾5000名农民工按时发放了工资。目
前，张桑高速仍在进行房建、边坡等扫尾

工程施工， 仍有约200名农民工忙碌在
工地上。

联合检查组逐一向合同段、 施工队
核查农民工工资结算及发放情况、 尚未
发放的农民工工资数量、 工程款计量情
况等。目前，各施工队负责人均签署承诺
书， 确保尚未完成结算的农民工工资在
春节前全部发放到位。

张桑高速项目部负责人介绍， 春节
前， 如果检查发现有农民工工资发放不
到位的施工单位，将把其拉入“黑名单”，
限制其在相关施工领域的资质许可。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记者 曹娴）
今天召开的全省有色系统共同维稳工作
会议透露， 全省有色系统27个破产项目
已有21个项目成功实现重组，共解决就
业1.2万余人，基本实现“零就业家庭”动
态清零； 破产企业社区医保参保率达
100%，低保实现应保尽保；筹措撬动各
方资金9.768亿元，引导、扶助社区建成
各类保障性住房6381套。

近年来， 省有色金属管理局主导了
全省有色系统20个企业27个破产项目
的政策性关闭破产重组，涉及职工9.8万
人，争取中央财政37.8亿元，依法豁免企
业债务7.96亿元， 减少年亏损额10亿元
以上。

企业关闭破产后， 省有色局在省委
维稳办的支持下，与各地各单位建立“共

同维稳”机制，创新提出“四零工作法”，
即共同坚持民生责任“零界限”、民生问
题“零等待”、民生工作“零距离”、民生投
入“零折扣”。如，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
投入3700万元建设新晃汞矿采空区安
置房项目，建成经济适用房264套，还将
在矿区新建公租房120套； 通过多种渠
道解决了矿区434名失业、 待业人员就
业问题； 建设了酒店塘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 为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提供日常活
动场所。

2017年初，我省有色系统争取到国
家“三供一业”资金7.32亿元；至12月，省
有色局已将资金、责任、任务分解到各有
关县（市、区），全省有色系统关闭破产企
业社区水电分离、 物业移交等惠民政策
和资金精准落地。

� � � � 湖 南 日 报 1月
10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 讯 员 刘 珂 ）
最快今年3月底，在
湖南的超市就可买
到湖南本土品牌的
饮用水了。今天，省
天然饮用水产业协
会 在 长 沙 发 布 消
息， 首批33家天然
饮 用 水 会 员 单 位
“抱团取暖”， 将统
一我省天然饮用水
品牌， 提质升级天
然饮用水产业。

据介绍， 湖南是天然饮用水资源大
省， 我省达到矿泉水标准的水源有417
处，遍布14个市州。按饮用水市场分类，
我省天然饮用水主要分为矿泉水、 纯净

水和山泉水。
然而，湖南饮用水产业发展滞后。目

前，我省有936家饮用水厂家，存在小而
散、效益差、低价恶性竞争普遍的现象。
在湖南各大超市， 罕见湖南品牌的饮用
水。

省天然饮用水产业协会秘书长张凡
介绍， 湖南高度重视天然饮用水产业发
展，省发改委、省民政厅、省食药监局等
相关部门正共同研究， 将出台专项扶持
政策大力发展天然饮用水产业。 省天然
饮用水产业协会将指导建设统一资源平
台，统一生产标准，打造湖南的水品牌。

记者了解到，我省计划于3月底推出
湖南统一的饮用水品牌“沁潇湘”，并首
先在长沙成立1000家门店网点，并建立
仓储和物流配送体系；力争在2020年前
建立覆盖全省90%以上县、 市的服务体
系。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林俊）湖南人今后购买澳洲牛肉
等进口肉类，不仅质量更有保障，价格也
将更加便宜。长沙（红星）进口肉类指定
查验场今天顺利通过国家质检总局专家
审核验收组的验收， 待质检总局公布后
将正式获得运营资质。

今后，进口肉类在长沙通关，平均能
节省落箱、滞箱、卸装箱费1500-2000�
元/标箱。目前，长沙（红星）进口肉类指
定查验场已吸引了来自澳大利亚、 新西
兰、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30多家
意向企业，现已有5家专业公司入驻查验
场。

长沙（红星）进口肉类指定查验场
位于望城区丁字镇的红星北盛冷链物

流园，2017年2月国家质检总局批复同
意设立，目前已经完成了查验场软硬件
设施建设， 查验能力可达15.7万吨/年。
其中投资630万元建成了全程可视化动
态监管智能信息平台，可实现进口肉类
全程定位、温度实时监控、移动智能查
验等10多项功能。同时，投资2000多万
元、与查验场配套的6440平方米现代化
肉类深加工厂也已于2017年10月开工
建设。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负责人介
绍，在内陆地区建设指定查验场后，国外
肉类即可从入境的进口肉类指定口岸，
以原集装箱、原封识、原证书方式直接调
离至指定查验场， 大大节约查验时间和
成本。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新时代，
国企要有新作为

———访省国资委主任丛培模

张桑高速公路专项督查
确保农民工工资发放

有色系统“共同维稳”见成效
27个破产项目有21个成功重组，

解决就业1.2万余人，建成各类保障性住房6381套

整合全省936家饮用水厂家资源
本土饮用水将推出统一品牌

长沙（红星）进口肉类指定查验场通过验收
湖南人将买到

更好更便宜进口肉类

教育扶贫拔穷根
� � � � �荨荨 （上接1版）

2017年7月8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杜家毫在全省脱贫攻坚重点问题研究会
上， 作出了提高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困难家庭学
生资助标准、 为中小学建档立卡困难家庭学生
免费发放教科书和教辅材料等重要决策。

2017年8月2日，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用整整半天时间专题研究教育和健康扶贫工
作，对教育扶贫提出了许多明确要求，并表示在
贫困地区每年建10所义务教育学校、连续支持
四年。

2017年湖南新出台《关于做好2017年重点
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工作的通知》等
支持教育脱贫文件14个，召开全省性专题会议
4次。 全面提升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水平：2017
年， 湖南累计下达中央和省级各类教育专项转
移支付资金（不含公用经费、人员经费补助等）
73.13亿元， 其中安排51个贫困县46.3亿元，占
比达到63.3%， 资金分配比例超过贫困县基础
教育阶段学生人数比例23个百分点。 目前，湖
南已建成合格学校13000多所。 截至2017年10
月，湖南“全面改薄”竣工率98.56%，工作进度
位居全国前列。 建设农村标准化教学点1335
个，建设农村公办幼儿园202所。投入2.48亿元，
支持贫困地区普通高中改善条件。 教育信息化

“三通两平台”覆盖全省。贫困地区办学条件得
到全面改善。

精准帮扶，不让一个孩子因贫辍学
“羊华，在学校习惯了吧！努力点，会赶上

的。”近日，江华瑶族自治县码市中学校长李荣
胜又一次找到间隔了近两年重回学校读书的陈
羊华，给他打气、谈心、聊理想。

码市中学是江华瑶族自治县最偏远的乡镇
中学之一。去年暑假，李荣胜在进行家访和劝学
时，了解到陈羊华的父母外出打工，他与年老体
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已辍学两年。李荣胜经过
一次次沟通，陈羊华终于重返学校。

去年秋季，湖南全面开展了“三帮一”劝
返复学行动（即一名教师、一名村干部、一名
家长或监护人帮扶一名辍学学生），目前全省
劝返率达 52.26% ， 其中贫困地区劝返率
44.3%。

同时，湖南完善了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现
了学生资助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阶段全覆盖。
全年共资助学生约474.51万人次， 发放资助金
约54.81亿元。 加大对建档立卡大学生资助力
度，在校大学生给予每生每年4000元的顶格资
助， 对10400名建档立卡大学新生给予每生
5000元的入学资助。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
覆盖到全省所有贫困县， 每年受益学生超过
200万人。

开展中小学教辅材料“五限” 专项整治行
动， 仅去年秋季全省中小学教辅征订总额就比
春季减少10.08亿元。从2018年开始，湖南将免
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学生教材费和中小学建档
立卡学生教辅材料费， 将普通高中特困学生资
助标准提高到每生每年5000元。

多措并举， 点燃贫困家庭生活
新希望

毕业于永州工贸学校、 今年18岁的文治

斐，2017年上半年成为了道县晶辰电子有限公
司的正式员工，包吃包住月薪3200元，俨然已
经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永州工贸学校对接产业开展订单式教
育，让在该校读书的贫困学子都能就近就业。
2016年， 永州工贸学校合作企业接受该校实
习实训学生数达11925人，文治斐就是其中之
一。

近年来， 湖南持续扩大面向农村贫困地
区的高校三大专项计划招生规模， 着力推进
职业教育，强化教育扶贫拔穷根的造血功能，
努力实现“就业一个、脱贫一家”。 三大专项
计划（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农村学生
单独招生和农村学生专项计划）2017年共录
取7737人，比上年增加了1685人，其中51个贫
困县招生人数占比达72%。 单独安排招生计
划， 招收未能升学的建档立卡初中毕业生接
受五年制高职教育， 在校期间由学校提供勤
工助学岗位，帮助解决生活费用。联合省委统
战部实施“一家一”助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
全年资助2500人接受职业教育。 积极招收贫
困地区应届初中毕业生和“两后生”接受职业
学历教育， 全年全省职业院校共向社会输送
贫困地区合格毕业生12万人。

此外，2017年湖南招收各类农村教师公费
定向师范生9623名， 比2016年增加3049名，提
高46%，为3004所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聘
特岗教师6015名。教师待遇向农村和贫困地区
倾斜， 分别按每人每月不低于700元、500元、
3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 实施省属院校驻村帮
扶行动，推动30所省属院校帮扶贫困村，大力
推进全省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何佳玲）今天，中央文明办、中国
文明网发布2017年“中国好人榜”12月
榜单，“湖南好人”申旺、吴光清、李拓宇
和游端霞等4人上榜。至此，2017年湖南
共有55人（组）荣登“中国好人榜”。

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党建群工办
副主任兼怡园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游端
霞，自2001年来到怡园社区，为外来人
员解决住房、就业、上学等各种难题，把
老上访户、街头混混、三无人员转化成社
区志愿者， 创造出治理人口倒挂社区的
“怡园经验”。 永州市零陵区信访局主任
科员李拓宇，12年来化解信访积案150
多件， 调处信访群体性事件1200多起，
被群众称为“最美信访娘家人”。他们当
选为“敬业奉献中国好人”。

2015年，退伍军人申旺成立邵东县
关爱老兵志愿者协会并担任会长。 他带
领协会先后举办了多场公益活动， 还寻
访到邵东籍抗战老兵15人（现健在13
人）、抗战老兵遗孀2人，并为有困难的老
兵和遗孀及时提供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支
持。他当选为“助人为乐中国好人”。

常德市武陵区嘉乐园寿星公寓董事
长吴光清， 小时候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
双下肢残疾， 只能靠一双拐杖行走。
2007年，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的吴光清出
资60万元，建立南坪岗乡敬老院，为周
边孤寡老人、残疾人提供起居生活服务。
2012年，他又筹资2600多万元新建敬老
院， 为更多有需求的社会老人和残疾人
提供服务。 他当选为“孝老爱亲中国好
人”。

“中国好人榜”湖南再添4人
2017年湖南共有55人（组）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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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 吉首市乾
州农贸市场， 湘西经开区
工作人员给应聘者讲解招
工相关事项。当天，该区组
织辖区20家企业， 利用群
众赶场时间， 开展用工招
聘活动， 帮助企业解决用
工难题， 让群众实现在家
门口就业。
刘振军 张术杰 摄影报道

冬季招聘
暖意融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