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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信松 罗江帆

理直气壮抓党建，坚定不移促发展。
2019年，我省不断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

党的建设，强“根”塑“魂”，打造国有企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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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
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全省国有企业呈现稳
步向好态势。1至11月，省属监管企业累计
实现收入 4524.74 亿元，同比增长 9.1%；实
现盈利160.59亿元，同比增长67.6%。

省国资委党委全面加强对国企党建工
作的组织领导，党委班子成员认真履行“一
岗双责”，坚持逢会必讲党建、调研必问党
建，抓党建力度不断加大；积极组织全省国
资国企系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编发《企业党委会工作指南》，推动建
立体现党对企业全面领导的公司治理结构；
将 2019 年确定为“党建工作融合推进年”，
开展“国企千名书记联项目”和“国企党员先
锋行”活动，让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深
度融合，互相促进。

■把方向、管大局、抓落实，
党建领航国企改革发展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坚持党的领
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
和独特优势，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更
是深化国企改革发展必须坚守的重大政治
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我省国有企业旗帜鲜
明、态度坚定，绝不含糊、毫不动摇，省国资
委党委紧盯党的领导、“两个维护”抓企业党
建，省国资委党委成员带头深入企业讲党
课，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集团
各项经济指标却能逆势飘红，企业能够持续
健康发展壮大，离不开党组织在关键时刻和

重大问题上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

用。”湖南建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叶新平

介绍，作为一家有着67年历史的省属大型国

企，湖南建工一直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摆

在首位，充分发挥党组织建设这一国有企业

独特优势，把握战略方向，推动改革创新，将
党的政治建设融入集团建设发展总体规划
体系，坚守集团作为国企的红色底色。

在湖南建工集团，企业发展战略、机构设
置、项目投资、薪酬制度等重大事项先由集团
党委研究讨论，已经形成常态化，确保了集团
党委把好政治方向、改革方向和发展方向。

把好方向盘，迈上快车道。今年1至11
月，湖南建工集团承接业务量1358.93亿元，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849.8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16%；实现利润总额12.52亿元，同比增长
14.54%。

2019年，兴湘集团党委坚持党的领导不
动摇，围绕“建立与集团平台战略目标相一
致、与集团发展模式相匹配、与经营管理机
制相协调、齐抓共管的一流党建工作格局”
目标任务，把深化党建引领、激发基层活力、
凝聚文化共识作为重要途径，找准党建融入
中心工作的着力点，推进党建理念创新、机
制创新、手段创新，为集团打造一流省属国
有资本运营平台提供了坚强的政治、思想和
组织保证。

湖南省水运投集团坚持落实党委会研
究讨论是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决策重大问
题的前置程序，建立健全党委有效参与重大
问题决策的机制。今年在动议设立省港务
集团时，党委班子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和思想
交锋，最终统一思想，从国有企业必须扛起
政治担当和社会责任上取得高度一致意
见。在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中强化党委的领
导和把关作用，坚持一把手末位表态制度。
全年选拔德才兼备的中层干部17名，重用3
名基层党支部书记，选拔过程公开透明，真
正把政治站位高、群众公认、业绩突出的干
部选出来、用起来，在企业营造了积极向上、
奋发有为的干事创业氛围。

省属国企党委主动担当作为，积极推动
国有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充分显
示出经济发展“顶梁柱”的作用。湘投控股
发力生物医药、钛工业精深加工领域，不断
打破国际垄断，填补国内空白；湖南轨道交
通控股集团加快推进磁浮技术创新与工程

化产业化，着力打造以磁浮交通为重点的

轨道交通全产业链；高新创投着力于电磁

能高端电力电子技术产品的研发、制造，在

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投资布局; 省轻盐集
团牵头并作为控股股东，以混合所有制形
式组建省医药集团，培育发展湖南医药行
业龙头企业。

■党员作表率，支部是堡垒，
基层党建为企业发展提供原动力

“党支部不仅是党建工作平台，还要在
基层工作中唱主角，国企党建关键是要将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经营工作任务落实到基
层党支部。”省国资委副主任杨平介绍，在省
属国企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
导向，不仅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党支部，把
从严教育管理党员落到党支部，把群众工作
也落到党支部。

在省属国企一线生产车间、项目工地，
党员佩戴党徽上岗已形成了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同时以党支部为单位普遍开展“党
员亮身份、树形象、当先锋、作表率”、党员承
诺践诺等活动。

推进党支部“五化”建设，开展“国企党员
干部素质提升专项行动”，今年集中培训支部
书记4209人次、重用487人，排查整顿软弱涣
散基层党组织60个，2565个支部达标。加强
党员队伍建设，各企业共完善档案6万多份，
近5万名党员参加积分管理、集中培训4.7万
人次，重用党员2825名、表彰6093名。

湖南建工集团基本做到了“哪里有项
目，哪里就有党支部”，充分发挥了“一个支
部一座堡垒，一个党员一面旗帜”的作用。
健全的制度、规范的管理，使党支部变成凝
聚人心的磁场、攻坚克难的堡垒，集团援塞

内加尔竞技摔跤场项目党支部、港珠澳大桥

项目党支部成为了项目建设的“主心骨”，西

藏玉麦小康乡村建设项目部被省国资委授

予“国企楷模”荣誉称号。

湖南交水建集团全面推进党支部“五

化”建设，切实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今年8月，集团旗下的湖南省交通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承建全省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
费站项目，任务重、工期紧、技术要求高，协
调难度大。他们在6个项目组全部成立临时
党支部，从全院抽调中层党员干部担任支部
书记，创建党员先锋岗8个，组建党员突击队
6支，让党员干部“亮身份、表态度、见行动”，
发挥党支部凝聚人心、促进生产的目的。经
过4个多月艰苦卓绝的奋斗，提前15天优质
高效完成任务，达到全国联网测试条件，受
到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

“党委引领作用、支部堡垒作用、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的充分发挥，为圆满完成这一重
大政治任务与民生工程提供了坚强有力的
政治保障，也成功探索出了党建工作与重点

工程建设的深度融合、相互促进的好经验。”
湖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维表示。

湖南海利集团在加强国企党建工作时，
积极探索把党员培养成管理骨干、技术骨
干，把骨干发展成党员，党员和骨干互相学
习、互相进步，使党员队伍真正成为推动企
业改革发展的原动力。公司经营形势喜人，
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15.4亿元，同比增
长 46.5%；实现归母净利润 7787.7 万，同比
增长587.9%。

“现在酒店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关键时
刻，各个酒店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带
领党员与全体员工，坚定信心、做好服务、
严控品质、强化管理，主动求新求变。”华天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蒋利亚对加强国企
党建体会更深。华天集团从推进基层党支
部规范化建设入手，各酒店结合实际情况
创新党建活动形式和载体，促进基层党员
深入理解体会党建工作意义，以实际行动
践行国企职责使命。北京世纪华天在党支
部率领下，直面挑战，营业收入逐月增长，
在 11 月份同比增长 17%的基础上，12 月份
同比增长 30%以上，全年利润有望突破
5000万元。

■党建与生产经营相融合，
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党建强，企业兴。
“我省注重从机制上进行‘顶层’设计，

把党的领导融入企业治理各环节，把党组织
嵌入到企业治理结构中，大力推进国企党建
与改革发展深度融合、同频共振，通过党建
工作塑造根植于心的政治信念，统一‘企业
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思想共识，凝聚成团结
一心干成事的精神纽带。”省国资委副主任
杨平表示，国企党建和生产经营目标同向、
工作同步、责任同负，使党建工作成为国企
改革发展的“红色引擎”，形成了推动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今年，省国资委党委落实“党建工作融
合推进年”要求，在全系统推进“国企千名书
记联项目”和“国企党员先锋行”活动，着力

把党建工作成效转化为企业的发展活力和
竞争实力。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大力开展“党组织书记联项目”和“国企党
员先锋行”活动。集团公司党委班子成员
以上率下、主动领衔，集团 251 个党组织、
263 名党组织书记结合生产经营实际联系
具体项目 270 个；在各窗口岗位创建党员
示范岗（责任区）431 个，推进党建工作与
改革发展、生产经营深度融合，集团全面
完成年度经济指标，南益高速公路主线全
线通车、取消省界收费站和 39 个通车项
目竣工验收等重点工作圆满完成，高速公
路拥堵、服务区卫生环境等民生问题得到
有效治理。

湖南交水建集团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
改革发展，扎实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落实“双百行动”改革方案，稳妥
推进混改及员工持股，确保平益高速、长株
潭“三干一轨”等重点项目如期推进，经营业
务今年首次挺进雄安新区，并进军高铁、磁
悬浮领域，预计全年承揽业务 410 亿元，完
成营收257亿元，实现利润5.6亿元，分别同
比增长30.64%、10.04%、12.22%。

兴湘集团积极开展“党员先锋行”、“书
记联项目”活动。各级党组织书记共立项73
个，设立党员示范岗84个，青年示范岗1个，
党员责任区9个，累计创效3500余万元，以
党建项目化方式有力推动了集团省属国有
资本运营公司“三平台三功能”作用发挥。

湖南国资公司提出“用经济思维抓党
建”的思路，实施党建名片工程、先锋工程、
达标工程和帮扶工程，创造性将党建与生
产经营深度融合，推动企业党建与改革发
展同频共振、相互促进。今年 1 至 11 月，公
司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24.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4.55% ，实 现 利 润 7872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25.7%。

华菱集团推进党建与生产经营、文化建
设等深度融合，企业营收利润在行业内排名
稳步上升。

加强国企党建促发展。湖南新天地保安
公司通过开展“国企党员先锋行——党员先锋
车组”活动，首批20台党员先锋车组成为公司
党建与生产经营融合的品牌示范车组。

新天地保安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姚广
平介绍，通过开展创建活动，引导广大党员

“立足岗位作贡献，争先创优当模范”，不断
提升党建工作与改革发展、经营管理的融
合质量和水平，使党建工作成为推动公司
发展的澎湃动力，确保企业实现持续健康
发展。

树牢党建“魂”，下好发展“棋”。如今，
抓党建促发展，已越来越成为全省国企负责
人的共识，抓党建强党建氛围越来越浓，“抓
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
建是不称职”的意识深入人心，在落实管党
治党责任上敢抓敢管、真抓真管、常抓常严，
做到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两手抓、两手硬、
两促进。

“红色引擎”驱动国企高质量发展
——我省加强国企党建综述

砥砺奋进 精彩湖南

省国资委系统“国企千名支书进党校”工程第六期培训班开班式。 温颖 摄

湖南建工集团积极创建“红色工地”，成立项目“党员突击队”和“青年突击队”，将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融入项目管理全过程，推进项目建设。 唐凯旋 摄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孟姣燕

今天，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全省打击
恶意欠薪犯罪新闻发布会上，省人社厅、省高
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分别就打击恶意欠薪
犯罪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作为打击恶意欠薪犯罪的第一环，全
省人社部门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哪
些成效？

答：省人社厅一方面推进制度建设，另一
方面强化监察执法。全省人社部门依法对用
人单位劳动报酬支付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依
法受理劳动者的各类投诉、举报，深入开展监
察执法行动。2019年初，全省人社部门集中
检查了7800余家用人单位，责令支付工资及
赔偿金4900万元；7月至8月，开展根治欠薪

“冬病夏治”专项行动，检查工程项目 3000
余个，补发工资等待遇 7000 万元。今年以
来，全省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为2.68万劳
动者追发工资等待遇2.56亿元。

问：在打击恶意欠薪犯罪的过程中，公安
机关承担怎样的职责？

答：公安机关主要负责移送案件的受理、
立案和侦查，还包括对涉嫌犯罪人员的追逃
和抓捕等工作。省公安厅建立了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案件分级督办制度，规范和加强对恶
意欠薪案件的侦办工作。建立案件沟通和行
刑衔接的机制，开展专项督导。今年以来，全
省公安机关共办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
件231起，刑事拘留186人，逮捕61人。

问：全省检察机关打击恶意欠薪犯罪有
哪些工作亮点？

答：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依法惩治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今年以来，全省检察机
关共受理审查逮捕 111 件 118 人，审查后批
准逮捕 59 件 61 人；共受理审查起诉 187 件
229人，审查后提起公诉76件84人。正确把
握政策规定，服务保障非公经济发展，既严格
把握证据标准，依法严厉打击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犯罪，又准确把握尺度，认真贯彻宽严相

济刑事政策。截至12月18日，全省检察机关
共依法不批准逮捕57件62人；不起诉74件
96 人。切实加强协调配合，研究制定办案标
准，省检察院研究制定《关于加强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案件办理工作的通知》（草案），明确了
我省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办理标准。

问：法院对于恶意欠薪犯罪主要采取了
哪些措施？

答：全省法院实行专门合议庭或独任制
审判员，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尽可能地简化办
案程序，缩短办案周期。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
政策，对于恶意欠薪的犯罪分子，到案后没有
筹款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没有悔罪表现
的，依法从严判处，绝不允许适用缓刑；对于
能认罪悔罪，特别是到案后能及时足额支付
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取得农民工谅解、消除社
会隐患的，依法从轻处罚。今年以来，全省法
院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了欠薪犯罪分
子86人，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欠薪犯
罪分子81人。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林俊 徐芊）长沙海关与深圳海关今天
在深圳签署了《供港蔬菜检验检疫监管合作
备忘录》，两地海关在全国海关系统率先建立
供港蔬菜检验检疫监管合作机制。

协议规定，首先在我省蔬菜主产地永
州开展蔬菜直供香港的试点，后期进一步
推广到全省。通过双方监管体系的全面对
接，永州产蔬菜在产地实施检验检疫后，
可直接在深圳文锦渡口岸通关出口到香
港。新模式下，免去了当前供港蔬菜模式
中需要先行在深圳卸货集中、加工包装、
换装粤港两地车等中间环节，降低了企业

的生产成本，减少了湖南供港蔬菜的通关
物流时间。

我省已成为供港蔬菜的重要货源地。据
统计，2019 年 1 至 11 月我省共出口蔬菜
26.9万吨，其中出口香港17.2万吨。长沙海
关进出口食品安全处处长黄才新介绍，协议
签署后，永州生产的蔬菜早上采摘，晚上就
能运抵香港，提高了蔬菜的新鲜度、溯源性
和性价比，也有助于更好地保障供港蔬菜的
质量安全和稳定供应。同时，该协议也将促
进供港蔬菜加工企业从深圳转移来湘，推动
我省蔬菜种植及加工产业更好更快发展，助
力脱贫攻坚。

千方百计保障农民工
拿到工资

——省人社厅等4部门相关负责人答记者问

长沙海关与深圳海关签署供港蔬菜检验检疫监管合作备忘录

湖南蔬菜可直供香港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户新刚）今年以来，我省规模工业综
合能源消费量低开高走，前11个月累计消
费5533.67万吨标准煤，同比增长0.9%，增
幅较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分别提高5.5
个、4.3个、0.8个百分点。今天，省统计局发
布消息称，全省能耗需求呈现回升趋势，节
能降耗压力加大。

从能源结构看，1至11月，我省新型能
源发电量同比增长15.9%，在全部规模工业
发电量中占比6.4%，同比提高1.0个百分点。
因此，全省规模工业优质能源消费占比相应
提升，其中，电力、天然气、生物燃料等清洁
能源消费占比合计提高0.9个百分点，可回
收利用能源消费占比提高0.1个百分点。

从消费主体看，我省规模工业39个行
业大类中，有23个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增
长，其中六大高耗能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同
比 增 长 1.8% ，占 规 模 工 业 能 耗 比 重 为
83.4%，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拉动全省能耗
增长1.5个百分点。

省统计局分析认为，能耗需求回升由三
大因素导致：一些高耗能项目未批先建，增
加了能源消耗的强度；全省经济稳中求进，
企业生产回暖，有色、冶金、石化等行业大幅
增加产能需求，导致能源消费随之线性增
长；我省节能技术和管理均存在短板，前11
个月能源加工转换总效率66.9%，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能源回收利用率 5.4%，同比
下降0.2个百分点。

▲ ▲（紧接1版）加大对工程建设领域市场秩
序的治理力度，同时，建立健全工资支付失信
惩戒体系，运用重大欠薪案件社会发布、“黑
名单”管理等惩戒手段，加大联合惩戒力度。

省人社厅介绍，在诸多的惩戒手段中，最
具强制力和震慑力的是欠薪入罪。为用好这

一刑事司法的惩戒手段，省人社厅、省高院、
省检察院、省公安厅不断建立健全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及时依法查办了一
批有社会影响的典型案件。2019年以来，全
省人社部门共移交公安机关刑事立案 231
起；公安机关共刑拘186人；检察机关共批准

逮捕61人，提起公诉84人；审判机关共判决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86人。

省人社厅表示，岁末年初，广大农民工遇
到欠薪问题，请及时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
对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的案件，将从
严打击，绝不手软。

我省规模工业能源消费小幅增长
优质能源占比提升，节能降耗压力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