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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 在持续
之二十

国有企业是我省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支撑，承担着重要的经济
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发挥
着经济“稳定器”作用。刚刚结束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国
企改革要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
率为中心，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
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
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12 月 22 日，记者从省财政厅
获悉，该厅编制的《河南省国有企
业十年发展报告》正式出炉，报告
通过对我省国企十年发展的数据
分析，彰显成绩、揭示问题，对于推
动我省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国有经
济布局，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具有积极作用。

国企十年都做了什么
《报告》显示，2004 年以来，我

省国有企业经过十年的改革与发
展，取得了显著成效，资产规模持
续扩大，生产经营平稳，营业总收
入保持稳定增长，有力推动了我省
经济社会的发展。

十年间，我省国有企业资产总
额实现快速增长，从 2004年的 4493
亿元增长到 2013年的 13799亿元，
增长 2.1 倍；所有者权益从 1172 亿
元增长到 4190 亿元，增长 2.6 倍。

同时，由于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和提
高科学技术水平，国有企业户数和
职工人数均大幅下降，国有资本集
中度进一步提升。2013 年全省纳
入 决 算 系 统 国 有 企 业 法 人 户 数
3764户、从业职工人数 108万人，分
别比 2004年下降 43%和 29%。

快速增长的还有全省国有企业
营业总收入，从 2004年的 2463亿元
增长到 2013 年的 7588 亿元，增长
2.1倍，年平均增长 13.3%；2013年，
全省国企实现利润总额达 88亿元，
上缴税金 350 亿元，比十年前增长
1.2倍，税收规模显著扩大。

《报告》指出，十年间，我省国企
营运能力一直保持良好的态势，受
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近两年有所下
滑，但从全国范围来看，我省国企资
产利用效率和管理水平相对较好，
均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以 2013
年为例，该年我省国有企业总资产
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
转率分别为 0.6次、5.9次和 15.0次，
分别比全国地方国企的高 0.2次、3.8
次和5.6次，营运能力较强。

省科学院副院长张占仓认为，
报告显示了我省国企发展的一个
亮点，“近年来通过大力推进产业
结构调整，我省传统支柱产业改造
提升步伐加快，高成长性产业快速
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规模持续扩
大，第三产业比重逐年提高，产业

转型升级取得明显成效。”
2013年决算数据显示，我省资

产排名前五名的行业分别为煤炭工
业、社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业、
冶金工业、化学工业，营业收入排名
前五位的行业分别是煤炭工业、冶
金工业、社会服务业、批发和零售
业、交通运输仓储业。报告指出，我
省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在全省国民
经济中所占比重逐年提升，现代服
务业发展格局逐渐显现，已成为拉
动我省经济增长、解决就业、提高人
们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

深化改革还应怎么做
问题所在也就是下一步改革

的重点所在。《报告》显示，我省国
有企业发展取得较大成就的同时，
仍存在发展质量不高、盈利能力
差、偿债能力弱、融资成本高、产业
结构需进一步调整等问题。

报告分析，国有企业尤其省级
国有企业“一股独大”机制不活，是
制约其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2013年，全省国企中，国有资本占全
省国有企业实收资本的比重达到
96.2%，比 2004年提高了 3.2个百分
点，其中，省级国有企业资本占到本
级国有企业实收资本的 99.5%。

“在 市 场 经 济 成 熟 发 达 的 国
家，跨国大型公司股权比较分散，
大股东在企业中的持股比例虽然

不高，但依然能够保持应有的控制
力 。”省 社 科 院 副 院 长 谷 建 全 表
示。反观我省，尤其省级国企国有
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逐年加大，
几乎接近 100%，“这是导致国企机
制不活的根本原因，同时也造成其
效率低下，发展质量不高，与非国
有企业相比，我省国企的盈利能
力、偿债能力等指标相对较差”。

对此，《报告》认为，要大力发
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充分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
时，加快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
革，在保持经济金融稳定和对主要
国企控制权的前提下，适度降低国
有股比重，促进国企投资主体多元
化。张占仓说，“根据现代企业制
度和市场经济规律，国有企业国有
股权只要相对控股，即可实现企业
发展目标。如果按照 51%的控股
目标定位，全省可盘活 1549亿元的
国有资本存量。”

数据分析还显示，2013 年，全
省国有企业中，有 2937户国企分布
在竞争性行业，占总数的 78.0%；
1756户省级国有企业中，绝大多数
都分布在竞争性领域。这就要求，
下一步改革重点要紧紧围绕让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
立国有资本退出机制，分类实施，
有序退出。

《报告》指出，下一步，除对关

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业和公共
服务等领域实行国有控股外，对一
般竞争性的国有企业通过引入非
国有资本，国有资本要逐步减少；
对不具备竞争优势、产能过剩及无
法有效发挥作用的行业和领域，国
有资本应有序退出；同时推进国企
厂办大集体、分离社会机构改革，
引入社会资本，优化产权结构，减
轻国有企业负担。

比较突出的是，近年来，县级
企业运行效率远低于其他企业，
2011年至 2013年的净资产收益率
分别为 -0.46%、-0.44%、-3.14%，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2.3%，比五年
期银行存款平均利率（4.4%）低 2.1
个百分点；2013 年 1418 户县级企
业总资产报酬率为 1.56%，十年来
平均总资产报酬率仅为 3.4%。这
些状况反映出县级国有企业发展
面临较大困难，改革迫在眉睫。

此外，《报告》还从优化国有资
本布局、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组建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推动国企完善
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深化国企内
部 改 革 等 方 面 提 出 相 关 政 策 建
议。“总结过去才能更好地把握未
来，通过报告，我们也可以看出，经
济新常态下，新一轮改革正为我省
国企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谷建全
如是说。③7

本报讯 （记者董 娉）郑开城
际通车运营进入倒计时，12 月 24
日，郑州铁路局官方微博公布了郑
开城铁的票价，一站直达列车一等
座票价为 28元，二等座为 18元。

据了解，郑开城际动车组编组

8辆，除 1号车为一等座外，其余均
为二等座，不设商务座。票价也相
应分为两种，一等座全程票价 28
元，最低票价 7元。而从郑州东到
郑信路和绿博园，则最低都是 7元
的票价。③7

本报讯（记者赵春喜 通讯员
向凌）临近年末，许多机关单位和
个人都要撰写年终总结，总结一年
来的得与失，规划来年的工作。记
者在沈丘县农村采访时发现，一些
农民也开始撰写“年终总结”了。

12 月 22 日，在该县周营乡种
粮大户赵耀恒家里，记者看到老赵
的“年终总结”。10 多页的纸上，
除了合计一年的收成、收入之外，
有关明年的生产打算占了大半，包
括总体种植规划、小麦田间各个环
节管理要点、如何配方施肥、添置
大型农机具等等，写得密密麻麻。

“我的年终总结已修改 4 次
了。”老赵笑呵呵地向记者介绍道，

“以前种地少，收成也不高，仨核桃
俩枣，几亩地上就那么点事儿，全
在心里，用不着做什么年终总结。
现在不一样了，通过土地流转，地
越种越多，粮食产量、价格也都上
去了，种地的学问是越来越大，很
有必要总结、规划下。来年按部就
班种地，心里更有谱。”

与赵耀恒的“年终总结”不同，
该县北城办事处农民王刚的新年
规划主要侧重于经济作物种植。
记者在他的电脑上粗略浏览一下，
足足有 20多页，大致分为：以无籽
西瓜为主的经济作物总体种植规
划、主要套作模式、塑料大棚加固投
资、瓜果品种选择、田间育苗、配方
施肥、用工方式、田间管理、销售等。

问及为何要打造这样一份“新
年纲要”，只有高中学历的王刚卖
起了“斯文”：“农民种地要有计划，
有了计划就有了目标，有了目标就
有使不完的劲头和激情。有首歌
唱得好——心若在梦就在！”王刚
竟哼唱了起来。

据记者调查了解，目前在沈
丘，像赵耀恒、王刚这样热衷于进
行年终总结的农民并不在少数。
通过采访，记者欣喜地感受到一种
变化，那就是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农民，如今也在默默地“转型升
级”，年年都有新收获，年年都有新
梦想。③6

在安阳市文峰路东段，新启用
的一栋高楼格外引人注目，大楼上
方“市民之家”四个红色大字，在冬
日的暖阳下，醒目而又温馨。

12 月 24 日上午一上班，就有
不少市民在这里进进出出。“所谓

‘市民之家’，其实就是原来的‘一
站式’便民服务中心，只不过搬到
这里后，进驻的单位更多了。”一
位刚办过事的市民笑着说。

在一楼大厅，平面示意图显
示，一楼至三楼东西区全部为办事
大厅，数十家窗口单位所在位置被
标注得一清二楚。在西区近千平
方米的办事大厅，记者看到，大厅
分为办事区、等候区、休闲区，工
商、地税、质检等 25个办事窗口由
西往东依次排列，办事群众通过电
子叫号在有序办理各类业务。

郝先生家离市中心较远，以
往交水、电、气费要花费大半天。
最近，他听说“市民之家”开业就
过来了。让他没想到的是，水、
电、气三个交费窗口紧挨着，三种
费用交完，他只用了不到十分钟
的时间。王小姐是专门来办理暂
住证的，原计划用一上午时间，没
想到只用了一个小时。办完证，
闲逛中间，她有了许多意外收获：
在移动窗口交了手机话费，在公
交卡窗口办理了公交卡……

据“市民之家”工作人员牛斌
介绍，“市民之家”今年 11 月中旬
开始启用，共有六个服务大厅，设
置有前台服务窗口 220个，后台审
批室 68 间，配套档案室 37 间，进
驻有 63 家单位，共提供 448 项行
政审批便民服务事项。“也就是
说，全市 90%的行政审批、便民服
务事项都可以在这里完成。”牛斌
说，为确保事项审批快捷，市政府

要求，进驻的每个单位都要由分
管领导担任首席服务代表，常驻
大厅办公。目前，在进驻的单位
中已有 20 个单位的 28 个审批科
室实现了整建制进驻，窗口直办
项 目 达 到 287 项 ，直 办 率 达 到
68.7%。

记者在楼上楼下几个服务大
厅走访，发现办事环境宽敞整洁，
等候区内有沙发、电视，门口有阅
报栏、服务指南，大厅放置有电子
触摸屏、饮水机，填表区的柜台上
放有老花镜，所有办事大厅都实
现了 wifi网络覆盖。

“这里服务热情，办事便捷，
环境优雅，‘市民之家’还真有种

‘家’的感觉！”不少市民由衷赞
许。③6

本报讯（记者谭 勇）12 月 23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
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下发通知，公
布了2014年第二批273个列入中央
财政支持范围的中国传统村落名
单，我省有 11个传统村落入选。至
此，我省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的
中国传统村落总数已达25个。

传统村落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
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
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
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
愁。中央财政为符合条件的中国传
统村落下达财政补助资金，旨在加
强传统村落保护，改善人居环境，实
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由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等四部

局共同负责公布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制定保护发展政策和支持措
施，组织、指导和监督保护发展规
划的编制和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和传承、文物保护和利用，会
同有关部门审核、下达中央财政补
助资金。

我省入选第二批中央财政支
持范围的 11个中国传统村落分别
是：孟津县朝阳镇卫坡村、新安县
石井镇寺坡山村、宝丰县石桥镇高
皇庙村、宝丰县李庄乡程庄村、郏
县冢头镇东街村、郏县冢头镇李渡
口村、郏县茨芭镇苏坟村、渑池县
段村乡赵沟村、新县周河乡毛铺村
楼上楼下村、商城县长竹园乡汪冲
村四方洼村、商城县长竹园乡张花
店村何家冲村。③6

十年发展报告揭示我省国企成长历程

影响力控制力明显增强
□本报记者 芦 瑞 宋 敏

我省获中央财政支持
传统村落再添 11 个
总数已达 25个

安阳市“市民之家”——

真有种“家”的感觉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本报通讯员 李东旭

庄户人写“年终总结”

郑开城铁票价正式公布

二等座直达全程18元

位于武陟县的某食品公司利用“电商”渠道拓展业务，通过多个网购平台销售产品。优惠、方便、快捷
的“电商模式”成为该企业销售新渠道。左图为 12 月 22 日，员工在对网购产品进行包装；右图为 12 月 22
日，员工在关注网上销售情况。⑤3 冯小敏 摄

行进中国 精彩故事
见证出彩河南之 篇发展

（上接第一版）

托举“大枢纽”梦想
从高原到海滨、从城市到乡

村，自郑州延伸出的“高铁线”正在
逐渐成网。本月底，郑开城际铁路
将通车运营、郑州至焦作的城际铁
路也具备通车条件，同时，随着郑
西高铁荥阳南站升级更名为郑州
西站，郑州南站定址落户航空港
区，郑州也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拥
有三个高铁站的城市之一，进一步
夯实了全国铁路枢纽的地位。

“‘米’字网络既是一个交通概
念，也是一个城镇体系概念。”河南
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谷建全认为，
不但将郑州和中原城市群中的濮
阳、周口、南阳等地连接起来，而且
实现了北京、西安、武汉等城市的 3

小时出行圈，为沿线城市带来重大
发展机遇，并优化城市间资源配
置，进一步提升河南区位交通优
势，使河南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大格
局中位置更加突出。

从“九省通衢”迈向“九州通
衢”，“米”字形高铁网络加快了我
省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步伐，
让沿线城市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提升全省整体经济实力。省发改
委负责人表示：“按照‘大枢纽带
动大物流、大物流带动产业群、产
业群带动城市群、城市群带动中
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的总
体思路，未来将持续强力推进现
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为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外，也
为全国交通网络的完善提供坚实
基础。”③7

“米”字网上“画”通途

本报讯 （记者徐建勋）记者
12 月 24 日从登封市委组织部获
悉，该市探索实施“农事周结”工作
法、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经
验做法，入选“党的群众路线工作
法 100例”优秀范例。

在全国党建系统开展的“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暨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法 100例”评
选活动，由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和全
国党建网站联盟等联合主办，登封
探索实施的“农事周结”做法在评
选中入选，并参加了近日在北京举
行的颁奖座谈会。

据了解，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开展以来，登封市总结就业、
医保、土地征用等领域信访事件的
处置经验，创新实施“农事周结”工
作法，每周固定时间，各乡镇党工委
书记、包村领导、村干部以及市直单
位下基层人员，集中到村（社区）便
民服务中心进行问题化解，同时把
证照办理、社会救助等七大类 48项
可代办事项全部实行村级代办。该
工作法实施以来，为群众解决问题
的效率与质量不断提升，做到了农
村事农村办、困难事一周结，问题办
结率达到98.2%。③6

登封“农事周结”工作法
入选百例优秀范例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一等座折扣票价

郑州东 郑信路 绿博园 运粮河 宋城路

宋城路 18 15 12 7

运粮河 15 11 8 7

绿博园 7 7 8 12

郑信路 7 7 11 15

郑州东 7 7 15 18

二等座折扣票价

郑州东 郑信路 绿博园 运粮河 宋城路

宋城路 28 24 19 11

运粮河 24 18 13 11

绿博园 11 11 13 19

郑信路 11 11 18 24

郑州东 11 11 24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