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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三湘巨变

国企改革铿锵前行
国有经济稳中向好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11月2日，湖南省庆祝改革开放40年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第四场发布会，省国资委发布改革开
放40年湖南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情况。

改革开放40年来，湖南国有企业攻坚克难、矢志不渝，始终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通过一
系列理顺体制、完善机制、调整布局等改革探索，努力做好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相融合这篇大文
章。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基本完成，国有资产监督不断强化，党的建设得到全面加强，国有资本向着
做强做优做大稳步迈进，国有经济稳中向好。

湖南国企在改革、创新、发展的道路上铿锵前行。

省国资委主任丛培模介绍， 改革开
放以来至十八大以前， 我省国有企业改
革， 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1978至1984
年，以放权让利为重点，扩大企业经营管
理自主权；1985至1993年， 以两权分离
为特征，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1994至
2003年，推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进行战略性调整；2004年开始，以国
资监管体制改革为主，按照“三个一批”
的思路， 即发展壮大一批、 转制搞活一
批、关闭破产一批，启动了以产权制度改
革和职工劳动关系调整为核心的国企改
革。

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国
有企业改革。在这个阶段，我省国企
改革更加注重改革的顶层设计， 注重
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党的
建设全面加强，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
内部三项制度改革有效推进， 资本布
局结构调整和企业整合重组有序开
展。

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是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国企改革，加强顶层设计，注重统筹协
调，抓好整体推进。

2014年3月， 我省率先在全国出台
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
见》，启动我省深化国企改革工作。截至
目前，已累计出台20多个配套政策文件，
我省深化国企改革的政策体系基本形
成。

推进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调整和企业
整合重组，制定了《省属国有资本布局结
构调整与企业整合重组总体方案》 及年
度实施计划。

2016年9月， 由湖南路桥等10家省

属交通、水利企业重组整合的湖南省交
通水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2017
年，整合4户企业组建了湖南担保集团；
整合9户企业组建了现代农业控股集
团；完成湖南发展集团对安居投，湖南
黄金集团对稀土集团，兴湘集团对新物
产、包装公司、国立投资等共计5户企业
的重组整合。2018年， 制定了湘科集团
组建方案，湖南建筑设计院合并整合省
招标公司，新组建了通达电磁能股份有
限公司。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加快推进国有
企业公司制改制和上市。2017年， 完成3
户一级监管企业、52户二级及以下企业
公司制改制。 今年完成了对省高速公路
总公司公司制改制工作， 支持湖南盐业
完成A股上市。目前，省属监管企业共有
控股上市公司12家， 新三板上市公司4
家。

有序推进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制
定了《关于开展落实省国资委监管企业
董事会职权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选
择5户监管企业开展落实董事会职权试
点；扩大职业经理人制度试点，在华天
集团、华菱集团、兵器集团所属二级企
业开展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试点基础
上，今年新增15家竞争类二级企业开展
试点。

持续开展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
制定了《省国资委推动省属监管企业深
化内部三项制度改革工作方案》，将三项
制度改革开展情况纳入企业负责人综合
绩效考核内容， 逐户明确考核内容和考
核指标。

一系列改革举措， 促进我省国有经
济布局结构的不断优化， 国企发展后劲
进一步增强。

国企活力，来自不断深化改革。
改革开放40年来，湖南国企传承发扬“敢

为天下先”的精神，各项改革有序推进。
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我省先后出台

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
有制经济的实施意见》及《湖南省国有控股混
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实施细则
（试行）》，明确了我省推进混改的路线图、任务
书和时间表。稳妥推进长丰集团等企业在集团
层面开展混改； 规范指导湖南建工集团八公
司、湖南百舸水利等企业在子公司层面推进混
改。2017年组织开展了5户企业员工持股试点，
今年新增批复3户试点企业。 先后设立新兴产
业基金、国企改革发展基金、国企并购重组基
金，为国企混改提供战略支撑和资金支持。

省国资委副主任杨平介绍，近年来，按照
“主业归核、资产归集、产业归位”的原则，我省
积极推动国有资本向实体经济聚集、向核心主
业聚集，将分散在不同企业的水电类、健康医
药类、酒店类、金融类、投资类、房地产开发类
等6类资产及业务逐步向优势企业归集， 加快
国有资本从低效无效行业和领域退出。

大力推进压层级减法人、“僵尸企业”处

置。目前，所有省属监管企业已将管理层级控
制在三级以内。2017年减少企业法人单位133
户。2018年计划减少190户，目前已完成96户。
出台了《省属企业处置“僵尸企业”工作方案》，
综合认定监管企业所属二、三级企业共有“僵
尸企业”64家， 今年计划完成60%以上的处置
任务。

积极推进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移交。截止
到今年9月底，省属企业供水、供电、物业管理
完成分离移交或签订框架协议的分别为35.55
万户、34.35万户、24.19万户， 分别占总任务比
例的100%、100%和72%。

大力推进企业提质增效，努力做到“三个
极致”，即降本增效做到极致、市场开拓做到极
致、产品创新做到极致。今年前三季度省属国
企实现收入3279.95亿元， 同比增长11.3%；实
现利润101.38亿元，同比增长33.3%；上交税金
144.09亿元，同比增长26.3%，均创历史新高。

一项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促使国有企业
拥抱市场，在其中经历风雨、百炼成钢，真正成
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
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市场竞争力日益增
强。

管好资本、放活经营，是湖南国资国企改
革的核心所在。

“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省国资委积
极转变国资监管思维， 把国资监管的重点放
在国有企业增值保值、做强做优做大上，强调
国有资本功能的放大。

加快转变监管职能。研究制定《湖南省国
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以管
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本统一集中优化配置。
制定了出资人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
和履职流程；明确精简国资监管事项共41项，
占原监管事项的29.3%。

不断增强监督实效。加强出资人监督，深入
开展审计稽查，强化对监督工作中发现的涉及
国有资产损失重大问题的分类处置和督查督
办。加强外派监事会监督，深入开展年度监督检
查和专项检查，及时揭示企业经营风险。

近年来， 我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国企党建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不断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打造
国企改革发展的“红色引擎”，将党的政治优
势、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有效转化为企
业的竞争优势、创新优势和科学发展优势，为
全省国企注入澎湃动力。

40年来，凤凰涅槃、脱胎换骨的变化，在
湖南国企改革舞台上不断上演， 一批符合现
代企业制度要求、 竞争力强的省属国企脱颖
而出。

国务院国资委今年8月公布国企改革“双
百行动”名单，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湖南
省交通水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长丰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湖南湘电动力有限公司、湖南新
天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5家省属国企入选。

今年9月发布的“2018中国企业500强”名
单中，华菱集团、湖南建工集团挺进200强。

国企改革持续发力，顶层设计基本完成1

有序推进国企混改，提质增效稳增长

� � �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国企党建不断加强

� � � � 1.截至今年9月底，省属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达11409.78亿元，较2004

年省国资委成立之初，总资产增长近9倍；2017年利润总额129.36亿元，增

长5倍多。

� � � � 2. 今年前三季度省属国企实现收入3279.95亿元， 同比增长

11.3%； 实现利润101.38亿元， 同比增长33.3%； 上交税金

144.09亿元，同比增长26.3%。

� � � � 3.省属监管企业共有控股上市公司12家，新三板上市公司4家。

� � � � 4.国企改革“双百行动”，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交通水利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长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湘电动力有限公司、湖南

新天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5家省属国企入选。

� � � � 5.“2018中国企业500强”，华菱集团、湖南建工集团挺

进2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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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湖南日报记者

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
湖南省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为契
机， 我省各市州党政主要领导连日来纷纷
赴一线督办环境问题整改，并表示：要落实
整改责任，进一步转作风、抓落实、办实事、
求实效，对已经整改的问题巩固成效，对督
察组发现的问题立行立改， 对需要逐步解
决或长期努力的要进一步明确方案、 分解
任务、压实责任、强化督导，努力加快整改
步伐。

以增强人民生态获得感抓整改

各市州坚持以增强人民生态获得感为
目的，推动环境问题整改。

11月1日，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
衡华先后来到长沙市望城经开区金龙铜业
集团、大众垸湘江村、老沩水至团头湖水系
连通工程处和桥驿镇黑麋峰长沙市固体废
弃物处理场，现场督办环保督察问题整改。
他强调，长沙要全力配合中央环保督察“回
头看”，做到全力以赴、立行立改，决不能敷
衍塞责、弄虚作假，要切实增强人民生态获
得感。

10月29日，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胡忠
雄来到长沙市天心区， 现场督促绿心问题
整改。他说，要切实做好绿心地区问题整改
和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 坚决打赢绿心
环境保卫战， 推动绿心地区工业企业退出
整改。要做好“退”字文章，做到绿心地区工
业企业全部退、彻底退、按时退、安全退；做

好“帮”字文章，积极帮扶企业在本地转型
发展或易地搬迁发展；做好“改”字文章，坚
持真改、快改、实改，坚决杜绝“敷衍整改”；
做好“转”字文章，切实转变思想观念、转型
产业发展， 推动传统工业向生产性服务业
转型升级。

11月2日，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巡查
湘江株洲段并督查环境保护工作。他说，
要严格落实河长制要求， 全力守护好一
江碧水。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全
面有序推进乱占 、乱采 、乱堆 、乱建、乱
排、乱搭、乱种7类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
动，建立问题清单销号制度，做到发现一
处、清理一处、销号一处；要把推进河长
制与湘江保护和治理、 中央及省环保督
察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推动重点
领域、重要区域、重大问题取得突破；要
全面压实责任，强化督查考核，对发现的
问题及时通报反馈、 督促整改、 追责问
责。

10月31日，岳阳市委书记刘和生来
到岳阳市君山区， 督促环保督察反馈问
题整改，在现场发现问题、交办工作。他
说，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拉网式排查，坚
决整改到位 ， 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 特别是从现在起， 全市各级河长要
严格落实河长制， 迅速下沉到一线巡河
巡查，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在实地了解
濠河试验养殖场拆除和退养情况后，刘
和生说， 君山区要严格按照要求， 继续
抓好畜禽养殖退养工作， 确保不复养、
不反弹。 要进一步高度重视黑臭水体整

治，下定决心，加快污水处理厂建设，保
证水质达标。

10月30日，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对湖南省开展“回头看”工作动员会刚
一结束， 益阳市委书记瞿海就来到益阳市
赫山区华昌锑业废渣处理现场及益阳高新
区谢林港镇大河坪村、 梅林路施工现场等
地，了解工作实情，倾听群众意见。正在建
设的华昌锑业老厂区历史遗留废渣污染综
合治理工程项目， 主要针对原益阳锑品冶
炼厂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含重金
属废渣开展治理。瞿海说，要对标中央环保
督察要求，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施工进度，
确保相关问题严格按时间节点、 高标准整
改到位。

抓住契机，坚决整改到位

我省各市州都把环境保护督察“回
头看” 作为契机， 推动环境问题整改到
位。

11月1日，省政协副主席、郴州市委书
记易鹏飞来到永兴县调研环保督察反馈问
题整改情况。他说，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以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为契机，集中精力、争分夺秒，坚决整改到
位。在永兴县朗丰色料公司，易鹏飞督办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
工作交办信访件反映该公司废水污染问
题处理情况。他说，要坚持问题导向，持续
推进整改， 确保各项整改工作落到实处。
易鹏飞还来到永兴县黄泥工业园，查看关
闭取缔企业遗留废水废渣处置情况。他

说，要以问题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全面
强化环保问题排查和整改，不折不扣完成
各项整改任务。

11月1日， 永州市委书记李晖来到祁
阳县羊城造纸厂、 三意再生纸业公司、拥
军采石场、梅溪镇欣兴鞭炮厂、白水镇月
红砖厂和道县永发砖厂等地，实地督办环
境问题整改和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交办信访件整改落实工作。在详细查
看工厂直排废水、燃煤锅炉废气整改落实
进展等情况后，她说，整改企业要在规定
时间节点内完成整改任务，各单位要确保
问题整改彻底、整改到位。对中央第四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的交办信访件，要狠抓
落实，整改到位，举一反三，严防出现新的
突出环境问题。10月30日， 永州市委副书
记、市长赵应云来到东安县白牙市镇和鹿
马桥镇，调研中央环保督察组督察反馈意
见的整改工作。他说，环境治理一定要有
真金白银的投入，集中资金、人员、精力和
时间，守护好碧水蓝天，坚决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

11月1日， 娄底市委书记李荐国采取
“四不两直”方式，来到涟源市湄江镇沙坪
煤矿， 对废弃矿坑涌水截污处理工程进展
情况进行暗访， 详细了解在建的监控平台
安置房、污泥浓缩池、污泥调理池的施工情
况以及废弃矿区情况。他说，废弃煤矿环境
治理是综合工程，涉及到废水治理、地质灾
害防治和生态修复等问题，要综合施策、系
统推进，既要检测指标达标，还要感官效果
好，还人民群众一片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郁郁葱葱。

以环保督察“回头看”为契机再发力
———各市州党政主要领导赴一线督办环境问题整改综述(上)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楚峰)今天，记者从有关部门获
悉，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
湖南开展环保督察“回头看”以来，湖南
省积极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
头看”工作协调联络组，对中央环保督
察组转办的信访件采取“及时交办、提
级督导”的处置办法，迅速处置益阳沅
江市一起群众投诉举报件。

10月31日，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向湖南转办的第一批信访件中， 有一
件反映沅江市同兴建材公司搅拌站存在
“违规建设在南洞庭湖湿地上”等环保问题。

湖南省接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回头看”工作协调联络组转办件后，
根据属地原则第一时间向益阳市进行
转办， 同时向湖南省住建厅进行转办，
要求加强对涉事地的督导工作。

当天，沅江市迅速行动，组织环保、住
建、湿地、林业、畜牧水产、琼湖街道等部
门，开展核查整改工作。11月1日、2日，沅江
市连续两次召集相关部门、单位，对核查整
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坚决抓好问
题整改。11月2日，省住建厅环保督导组来
到沅江市，实地督导转办件落实情况。

目前，沅江市正全面开展转办件问
题核查整改工作。市国土资源局组织对
同兴建材公司搅拌站边界范围进行测
绘，查验边界经纬度是否与审批数据一
致；市畜牧水产局、湿地保护部门对搅
拌站进行GPS定位， 对比是否建在南洞庭湖省级
自然保护区范围内； 市环保局对搅拌站场内外
水、渣进行检测，查验是否存在污染环境行为；同
兴建材公司积极主动，全力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据了解，湖南将严格按照中央第四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提出的“信访问题不查清不放过，中央
环保督察问题整改质量不到位不放过，责任不落
实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要求，提高环保督
察问题整改质量，严格实施“及时交办、提级督导”
的信访办理原则，即在属地办理的同时，交上一
级相关行政部门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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