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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栾姗 实习生 卢小松

不当“婆婆”当“老板”，我省深化国
有工业企业改革中明确国资监管要变

“管企业”为“管资本”。哪些职能有“婆
婆”管事之嫌？哪些事项是“老板”分内
之事？8月22日记者获悉，省政府近日
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
管工作的实施意见》，通过监管权力清
单和责任清单对此加以明确。

这项改革会引发怎样的连锁反
应？记者进行了调查。

改革之后好在哪？
专注投资回报率

从“管企业”到“管资本”，是本轮
国资国企改革的最大亮点之一。“政府
只有从管企业中脱开身来，转为管资
本，才能专注于国有资产投资回报率
的提高。”河南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
海杰说。

《实施意见》提出“要以管资本为
主和完善出资人监管，并强化企业内
外部监督”，凸显了“管资本”在深化国

资改革中提纲挈领的作用。
“管资本”和“管企业”有何不同？

过去谈到国资监管，有一个原则叫“管
人管事管资产”。未来如果以“管资
本”为主，情况将发生很大变化。

“简而言之，国资委将以真正的股
东身份来行使股权。”省政府发展研究
中心综合研究处处长刘殿敏说，“管资
本”应该做到“管多、管少、不管”并举：
凡和出资人有关的事情，都要严格管起
来，少管企业人事，不管企业内部事务。

改革之后怎么办？
聘请企业管企业

相比“管企业”，“管资本”看上去
更简单了，实际上难度更高了。如何
有效地“管资本”？

《实施意见》指出，“组建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作为国有资本市
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依法自主开展
国有资本运营，对所出资企业行使股
东职责，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有资本投
资公司是“管资本”的重要实现形式。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的深改方案中，恳
请省政府选取河南能源作为我省改组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将“河南
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改组为“河南
能源化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省国
资委授权管理下，推动河南能源逐步
向“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本投资公
司转型。

聘请企业管企业，去年我省国资
监管部门就开始探索授权经营。河南
机械装备投资集团在省国资委授权管
理下，控股郑煤机、洛阳 LYC轴承有
限公司以及洛轴控股公司等。省国资
委主任肖新明说：“今后会有更多的国
资运营、投资平台出现。”

改革之后咋管好？
定位职能都转变

从“管企业”到“管资本”，意味着

国资委的定位和职能都要发生转变。
《实施意见》指出，“国资监管机构

作为政府直属特设机构，根据授权代
表本级政府对监管企业依法履行出资
人职责，科学界定出资人监管的边界，
专司国有资产监管，不行使政府公共
管理职能，不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权”。

肖新明表示，下一步国资委将研
究自身的职能定位、监管方式和监管
措施，及早启动国资监管法规、规章、
制度的修订完善工作，按照法律赋予
的职能和“管资本”的规律办事，充分
尊重企业市场主体地位。

在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魏长领看来，如果把目前的国企比作

“运动员”，国资委比作“裁判员”和“教
练员”的话，我省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
启动后，国资委的“裁判员”职能将进
一步厘清，而国有资本运营、投资公司
会成为相对独立的“教练员”。②8

□本报记者 李运海

鸡飞上大树，卧在树干上栖息；鹅
沿着山坡上的围网，威风凛凛地巡逻，
保护着在山坡和树干上吃食或栖息的
鸡。这是记者8月22日在商城县金刚
台镇一个贫困户的养鸡场看到的情景。

金刚台镇目前共有贫困户800多
户、2000多口人。今年的脱贫攻坚战
开始后，这个镇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
的必由之路，实施一户一策、一户一产
业的扶贫政策。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
究所王明发团队的专家到金刚台镇实
地调研后，认为这里的山坡林地非常
适宜肉鸡生态放养生产，便把省财政
预算项目——“优质肉鸡生态放养技
术集成与示范”项目放到金刚台镇实
施，共向 4个贫困户和一个养殖大户
投放当地“土黄鸡”鸡苗3万只。

贫困户杨庭晶因为妻子有病，无
法外出打工而致贫。这次他承包 20
亩山坡地，放养 2000只雏鸡。他说：

“我没养过鸡，没有经验。省农科院扶
持的都是已经集中育雏 45 天的鸡。
这种鸡已经适应外界环境，可以在林
里随便跑，可以吃到野外的虫、草和野
果，饲养成本低，鸡肉也好吃，市场卖
价很高。”

如今这样的一只散养鸡在当地能
卖90元，下的鸡蛋一公斤能卖40多元。

在山坡散养土鸡，如何确保鸡的
安全，避免被黄鼠狼或者蛇伤害？杨
庭晶说：“黄鼠狼和蛇最怕鹅的气味，
也怕沾上鹅粪，因此我专门养了两只
鹅当‘警卫’。”

吴孔发是金刚台镇河口村的党支
部书记，他牵头成立一个养鸡专业合
作社，流转180亩山坡地，饲养省农科

院提供的土鸡 10000多只，并养 8只
鹅当“警卫”，保护土鸡安全。他说：

“村里 35户村民参加了这个合作社，
其中有7户贫困户。这些贫困户参加
合作社，不用投资一分钱就能参与分
红，平时到合作社劳动，还能挣工钱。”

王明发博士说，在山坡林地养鸡，
鸡为林木除草、除虫、施肥和提供二氧
化碳，使林木生长加快；而林木为鸡提
供氧气、遮风避雨和栖息场所，并消耗
了鸡的排泄物，使鸡健康生长。通过
这一项目实施，真正实现了“林、草、虫
—生态鸡—鸡粪—土壤”之间的良性
循环，为人类提供了健康食品，也为山
区脱贫探索出一条新路。

王明发透露，下一步，他的团队将
重点为这些养鸡场的鸡蛋找到合适、
稳定的销路，让贫困户获得持续脱贫
的能力。③7

记者感言：

扶贫不是慈善救济，而是要引导

和支持有劳动能力的人，依靠自己的

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省农科院在商城

县金刚台镇实施的土鸡生态散养项

目，既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又获得了

科学试验的实在成果和示范效应，为

很多地方贫困户的脱贫致富探索出了

一条新路。③7

本报讯（记者 宋敏）8月 22日，记
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
我省近日成功引进9名国内外杰出研
发领军人才，并授予其河南省特聘研
究员称号。

此次引进的 9名特聘研究员，分
别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英国
纽卡斯尔大学、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
中科院、北京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

或科研机构，在各领域属领军人物。
他们将根据有关协议，在省科学院、省
农科院、省社科院组建一批科技创新
团队，推动我省尖端科技领域的项目
研发和自主创新、引领和带动本土高
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创新能力提升。

据悉，自2014年开展特聘研究员
岗位试点以来，我省共引进13名河南
省特聘研究员。③5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8月 20日
上午，我省在建的重大水利工程前坪
水库迎来重要节点——泄洪洞提前实
现贯通，从而为后续工程建设奠定了
坚实基础。

前坪水库是一座以防洪为主，兼
顾供水、灌溉、发电等效益的大型水
库，位于北汝河上游、汝阳县前坪村附
近，被国务院列为 172项重大水利工
程之一，总库容5.84亿立方米，是进一
步治理淮河的重点工程。

前坪水库于2015年 10月全面开
工建设。于当年11月开工的泄洪洞，

洞身为城门洞型，总长度527米，施工
任务重、工期紧，进出口段分布着多条
断层破碎带，开挖前需进行支护，开挖
后仍需抓紧进行钢拱架、钢筋网片、锚
杆联合支护，施工难度很大。为确保
节点工期目标的实现，承担建设任务
的省水利第二工程局项目部积极创
新，精心组织，优化施工方案，较原定
工期提前11天。

前坪水库泄洪洞的顺利贯通，为
今年10月主河槽截流、明年配合导流
洞导流和保证前坪水库安全度汛提供
了重要保障。③7

我省国资监管改革变“管企业”为“管资本”

“婆婆”学着当“老板”

鸡上树鹅“巡逻”生态养殖办法多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 实习生 杨
喜喜）8月 19日，全省主要农作物生产
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现场会在商丘召
开，会上公布了我省首批基本实现主
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市），杞县、新密等11个县（市）入列。

去年8月，农业部下发了《农业部
关于开展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推进行动的意见》，我省在调研、分析
现状的基础上，启动了全程机械化推
进行动，主要定位四种作物，包括小
麦、玉米、水稻和花生。

我省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的发展
目标是，到 2020年，主要农作物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85%以上，小麦、
玉米、水稻三大粮食作物达 90%左

右。努力实现 6390万亩高标准粮田
建成区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有条件
的省辖市和县（市），率先实现粮食生
产全程机械化。

为发挥示范引导作用，我省各地
组织开展了全程机械化示范创建活
动，经过县级农机部门自评申报、省
辖市农机部门审核推荐、专家组会议
评审，新密市、杞县、孟州市、长葛市、
临颍县、唐河县、宁陵县、项城市、正
阳县、长垣县、永城市为我省首批基
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示范县（市）。

会上还宣布我省主要农作物生产
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专家组名单，跟
踪指导服务三秋生产。③4

我省首批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公布

杞县等11个县（市）上榜

我省新引进9名国际科研大咖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前坪水库泄洪洞提前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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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详见
河南日报
金水河客户端

□本报记者 孙欣
本报通讯员 赵宝仓 李贺

8月 19日，鹤壁市鹤山区检察院一
偏僻的办案点，气氛紧张，犯罪嫌疑人
始终沉默不语。反贪局局长赫晓军目
不转睛地盯着监视器，眉头紧锁。

此时的鹤山区已进入潮热的季节，
湿热难耐，不过对于赫晓军来说，他们
聚焦处，也只与案件有关、与讯问室中
的那个沉默不语的被讯问者有关。

赫晓军的办案风格非一句话可以
定义。最“极端”的例子是，他有时候连
说带笑就把案子办结了。一起疑难复
杂案件，一位检察长路过办案地，一看
当时的情景，哭笑不得地说:他(犯罪嫌
疑人)跷着二郎腿，你说说笑笑，其乐融
融，这还怎么办案呀?赫晓军得意地汇
报:他已经全交代了!

办案中的攻人之术，在于攻心。赫
晓军自己说:我喜欢琢磨他们，看他们
的心理和个性，对症下药。

鹤煤公司二矿一位犯罪嫌疑人收

受贿赂，办案人员经过几番较量，给赫
晓军汇报：这人属于咬着后槽牙不吐
一个字的。案件启动后，找赫晓军说
情的人很多，众口一词:嫌疑人“是个
好人”。赫晓军由此了解到:嫌疑人在
家中虽然排行老四，但 80岁的母亲只
愿意跟这个老四一家人住。每天下班
时间，母亲就会到路口去等这个儿
子。而做儿子的呢，也会天天准时下
班，也不出去“应酬”;如果加班，他会
提前告诉母亲“今天别等我了”——他
是个孝子。

第二天早上五点钟，赫晓军把嫌疑
人叫醒了，说:“你倒睡得真香，这个时
候你母亲说不定正坐床边哭呢……”就
这一句话，对方顿时泪奔:“拿纸和笔
来，我全都写下来，我全说。”

有人说赫晓军办案很神，他说哪
有?都是大家一起，点点滴滴积累起来

的。有人说他讯问很神，几句话就“把
人拿下”，他说那是因为手下兵们已经
跟嫌疑人讲得口干舌燥，做好了铺垫，

“这就叫配合”。
鹤壁市鹤山区检察院反贪局总共

就 6名干警，每逢大要案，只能抽调其
他部门人员予以支持。但是，鹤山区院
也没多少人，全部划拉在一起也就 50
多个人。赫晓军经常捉襟见肘。

不过幸好他的兵们都不错。为了
培养新人，他还干过躲在讯问室门外偷
听的事儿。偷听了几次他的兵们讯问
嫌疑人，他放心了。“很多人都可以独当
一面。”他说。

他还说最怕嫌疑人身体有病，“有
时候你得把他往医院送，医院没有羁押
条件，一楼二楼都是急诊门诊，我们必
须贴身看护，还得伺候好他。”暂时行动
不便的，大小便都得管。他要洗澡，得

两个人陪着洗，还得给他搓背。双腿发
麻的，要天天打洗脚水给他泡脚，还不
能烫着了，水温要合适。赫晓军说这些
的时候，单手一划拉，指着讯问室和旁
边的兵们说:“这些年轻人可能还没给
父母亲洗过脚呢……”

赫晓军从事检察工作31年，其中，
反贪15年。他主办和指挥侦查的案件
中，有一般职务犯罪案件，也有疑难、复
杂和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有全省、全市
瞩目的大要案。

一次，赫晓军外出办案，中间经历
春节，领导让他年三十回家一趟，正月
初三再返回，但是他初一就回到了办
案地。有家不能回，这是所有从事自
侦工作检察官的常态。他说:“多办
案，办难案，办大案，就是我最大的追
求。”办案犹如登顶，每一次登顶都让
人心旷神怡。

付出的代价呢?他有点不好意思:
“反正，家里的水、电、煤气是怎么买的，
我至今不知道。”

“我收过礼。”赫晓军说话有时候也
让人吓一跳，不过随即知道这又是一句
玩笑。

这个收礼的故事，有点辛酸，有点
温馨。

送礼的是两个老大爷，都 80岁上
下的年纪。老人来上访，那时候赫晓军
在控申科，负责接访。老人上访的内容
跟检察机关没有半点关系，不过却养成
了偶尔来串门的习惯。每一次，赫晓军
一定会拿钱给老人，让他们坐车回去。
从老人的村里到鹤山区检察院，十多里
地，赫晓军不忍心他们徒步就这么走着
来回。不过他后来知道，每一次，老人
还是走着来，走着去。

一天晚上七八点钟他接到女儿的

电话，说有两个老人在敲自己家门，“我
是开门还是不开门呀?”他问清楚了之
后知道还是那两个老人，就说开门吧，
女儿开门以后，老人把一编织袋的红薯
放下，“我们中午就出来了，这是我们走
十几里地，轮流背着来的。红薯是小尾
巴红薯，就是红薯根儿，因为大的红薯
都卖了，剩下的这些红薯根儿，是特地
给好心的检察官留的。”

31年风雨，匆匆而过。两次晕倒在
办案区，赫晓军无悔：“既然我选择了热
爱的工作，就得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
全部身心。”

反 贪 硬 汉

本报讯 以“把握新常态 开创新
格局”为主题的2016首届中国（郑州）
国际期货论坛将于9月 9日—10日在
郑州举行。这将是我国聚焦期货市场
的国际盛会。

经河南省人民政府、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本届论坛由郑州市人
民政府、郑州商品交易所和芝加哥商业
交易所集团（下称CME集团）联合主
办，河南省金融办、河南证监局、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协办，郑州市郑东新区管委
会和期货日报社共同承办。

2016 首届中国（郑州）国际期货
论坛聚焦期货市场前沿问题，邀请监
管层人士，境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学者
以及境内外交易所、期货公司、银行等
各类金融机构、实体企业、研究机构、
大专院校等资深人士与会，畅谈经济
新常态下期市创新与改革，共论实体
经济风险管理与中介机构发展，探寻
期市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之道。主论坛
外，本届论坛还将于9月 10日上午分

别针对“白糖”以及“动力煤、甲醇”期
货品种设立两个分论坛。

本届论坛的一大亮点是，邀请到
了全球500强部分企业，多家上市、拟
上市企业的管理层人士参会，打通了
证券、期货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强化
实体企业中的优质公司——上市公司
利用期货市场管理风险的理念，优化
其风险管理手段，让期货更好地成为
企业经营的“稳定器”。

值得关注的是，CME集团系本届
论坛的主办方之一，这是境外交易所
集团首次参与主办境内的大型综合性
期货论坛。

记者从本届论坛组委会了解到，
为不断汇聚期货力量，主办方欲将中
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打造成行业年
度盛会，并使其成为中国期货及衍生
品行业的一张靓丽“名片”，以及河南
金融市场、郑州国际化区域金融中心
建设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③5

（本报记者）

打造中国期货及衍生品行业靓丽“名片”

首届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
将于9月9日举行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每辆车每公里耗电0.8度，电费仅需两
毛钱。”平顶山畅的科技公司的技术人员说。
该公司在我省率先推出电动汽车租赁业务，
是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二次创业项目。随
着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加强，电动汽车租赁业
务成新宠。⑨2

▶租赁单位装上充电桩，电动汽车充电很方便。
▼停车场内，一台台电动汽车整装待发。

电动汽车租赁成新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