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企“十项改革”试点明年全面展开

进入“深水区”，需打“组合拳”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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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永州江华县白芒营供销合
作社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 43292618870528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小兔乖乖母婴店
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2501197108140046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惠商数码产品经
营部遗失长沙市工商局芙蓉分
局 2012年 9月 29日核发注册号
为 430102600179522 的营业执
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八骏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遗失发票购领簿，税号：4301
110908500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邦媛工程机械智控有限
公司法人章（杨斌）遗失，特此声明。

◆罗浩，430602198911082513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好日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发票一份,号码 25479492,
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朗圣实验室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遗失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
理证明（地税）长高地税外证【2
015】07-0005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听说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 2015 年 1 月 9 日核发的注
册号为 430111000286646 的营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合亨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郭靖 电话 13922319116

公告 声明

下列证照声明作废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QQ：2953974391 电话：8446480113875895159洽谈
微信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黄铃涪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272096，声明作废。

◆肖俊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H430397445，声明作废。

◆孙丽遗失高级形象设计师证，
编号 14180015133002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喻家坳乡，长益石料厂
谢婷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证
号：430124000004024声明作废

公 告
因长沙新顺旅游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履行 2012 年 10 月 19 日签订
的编号 HG01021、HG01022、
HG01023、 HG01024、 HG01
025 的《融资租赁购车合同》
严重违约，特此告知：新顺公
司见本公告 15 日内将全部合同
款项及违约金支付给弘高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一边是全国国企利润连续
多月下滑、部分行业持续亏损，
迫切需要改革提供“牵引力”，
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一边是文
件措施不断出台， 改革在更大
范围内全面推进。 进入“深水
区”的国企改革，该如何突围？

国企改革不容迟缓

关注政策动向的人会注
意，2015年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六次提及国有企业和央企发展。
最新一次颇为不同，9日的这次
会议提到，对中央企业面临困难
不容低估， 还是要坚持深化改
革， 以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综
合施策，促进央企纾难解困。

对于国有企业， 形势已经
来到必须来一场脱胎换骨的改
革时刻。 随着经济增长步入新
常态， 部分国企特别是产能过
剩行业国企弊端尽显， 而实现
转型升级、培育增长新动能，亟
须改革“牵引力”。
【数据】

财政部数据显示， 前10月
全国国有企业利润下滑9.8%，
比前9月扩大1.6个百分点；地方
国有企业利润连续三月同比下
降， 由前8月降1%、 前9月降
2.7%，扩大至前10月下降6%。

记者调研发现，在钢铁、煤
炭和有色等持续亏损行业，为
数不少的企业已连续多个季度
亏损、债务不断攀升、低效问题
尽显，一些企业举步维艰，甚至
已无力自救。

以钢铁行业为例， 据中钢
协统计， 今年上半年86家纳入
统计的钢铁企业负债总额达到
3万亿元，相当于这些钢厂全部
销售收入的1.67倍，是其利润总
额的一千多倍， 规模最大的10
家钢铁企业中， 一半以上企业
负债率超过70%。

应对
文件措施陆续出台

从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的指导意见》以来，已有关于
混合所有制、 国有资本管理体
制等9个配套文件陆续出台，另
有10个文件即将出台。

一些改革措施逐步推开。
央企层面，国投、中粮、国药等

6家央企“四项改革”试点工作
稳步推进；在顶层方案指导下，
北京、上海、贵州、吉林等地正
着手细化改革落实方案。
【未来】

据记者了解， 包括混合所
有制、 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
在内的国企“十项改革”试点已
列入国务院改革领导小组议事
日程，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
制定方案， 试点工作将于明年
全面展开。

而为促进央企纾难解困、
在市场拼搏中提质升级，前述国
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对持续亏损
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
向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
让、 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
清”，清理处置“僵尸企业”。

一些旨在为国企发展卸包
袱、 助企业轻装上阵的举措也
列入出台日程， 诸如剥离企业
办社会职能，2016年在全国全
面推开供水、供电、供热和物业
管理分离移交； 加大产能过剩
行业呆坏账核销力度等。

困难
落实难度不可低估

文件出台，只是第一步，如
何落到实处， 依然考验着从相
关部委到地方政府， 到作为改
革主体的企业及企业负责人的
魄力和智慧。

记者调研发现， 国有企业
改革涉及不同地域、不同行业，
牵扯多个部门， 推进中依然存
在这样或那样的障碍， 有些源
自对关键性问题认识不到位，
有的源自对改革路径理解不清
晰， 有的源自部分改革主体动
力不足， 有的则是企业长期亏
损、 包袱沉重， 已无力自我改
革。
【难点】

以“僵尸企业”处置为例，
记者调研发现， 企业退出既牵
扯债务，又涉及大量职工安置，
如何设计严密的退出方案，同
时给出能平衡各方诉求的解决
路径，考验地方魄力和智慧。

又比如， 被资本市场密切
关注的国企兼并重组。 记者发
现，当前国企重组多为行政性安
排，实际操作中，企业间“各打小
算盘”的情况并不鲜见，能否通
过重组实现资源优势互补，达到
“1＋1＞2”的初衷，仍存变数。

正如一位中央企业负责人
所说，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也是
一门精细活，尤其是在当前复杂
的经济形势下，国有企业改革进
入“深水区”，面临多重矛盾和困
难， 更加需要综合考量施策，打
出一套“组合拳”。

如何激发微观主体的改革
积极性，被视为“当务之急”。一
些专家建议，一方面要放手让基
层去探索，找到解决各种具体问
题的“金钥匙”，及时总结经验予
以推广；另一方面，要明确改革
责任主体，防止出现“一锅责任
粥，一笔糊涂账”。

【未来】
记者注意到，近日召开的深

改组会议在提到明年改革工作
的总体思路时提到， 突出问题
导向，突出精准发力，突出完善
制度，突出督察落实，把具有标
志性、 引领性的重点改革任务
抓在手上， 主动出击， 贴身紧
逼。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提出，要
积极稳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
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实现
市场出清。 要帮助企业降低成
本， 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企业税费负担等。

■据新华社

突围
改革突围需打“组合拳”

全国福彩系统
首届创新竞赛决赛
在京举行

12月16日，全国福彩系
统首届创新竞赛决赛在北
京举行。民政部、财政部等
有关司局和单位领导，以及
北京市、天津市、四川省、陕
西省等福彩销售机构的负
责人担任了评委，民政部副
部长邹铭出席并讲话。

邹铭副部长对这次创
新竞赛活动给予充分肯定，
对获奖人员和单位表示祝
贺，并且赞扬了全国福彩系
统爱岗敬业、 不辞辛苦、锲
而不舍的精神。邹铭副部长
表示，举办创新竞赛符合建
设学习型社会、创新型国家
的要求，符合“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要求，是落实“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
是福利彩票事业实现“安全
运行、健康发展”的关键和
保障。

据了解，全国福彩系统
首届创新竞赛从今年6月份
开始，历时半年，得到了全
系统干部职工的积极响应，
共有59个优秀作品参与全国
评选。按照竞赛规则，有40个
作品通过初评进入复赛，最
终16件作品晋级决赛。 决赛
中， 参赛选手根据赛前抽签
顺序， 对自己的参赛作品进
行了10分钟的解说和2分钟
的背景介绍， 然后由评委根
据评分标准现场打分。 经过
四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最
终有6件作品脱颖而出，获得
此次创新竞赛一等奖：《新形
势下责任彩票品牌构建与传
播创新》、《百万乐透游戏》、
《不均衡概率竞速游戏———
极速6》、《彩票+》获“游戏渠
道营销类”一等奖，《彩票数
据封存实现技术探讨》、
《“双活”数据中心建设的设
想》获“综合管理类”一等
奖。 ■中彩

华菱将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移交，列为2015年9大改革重点项目之一。
图为华菱衡钢生产车间。 记者 徐行 摄

形势

12月15日下午，娄底职业技
术学院副教授曾玉华带着20多
个学生来到中阳村葡萄园基地，
通过现场操作为学子们讲解修
剪培管知识，再一次将教室搬到
了田野上。

自2010年初，娄底职业技术
学院与中阳村建立“院村合作”
关系以来，不仅将中阳村建成了
娄底“最美村庄”，该院师生更是

将“论文写到田野上”。据了解，
该院与中阳村“院村合作”以来，
双方共建产学研平台，联合开展
项目申报、产业拓展、产品开发。
娄底职院聘请中阳的致富能手
到学校讲课，现身说法；中阳村
接纳娄底职院畜牧兽医、园林技
术、 旅游管理等专业学生实习，
优先吸纳该院优秀毕业生就业。

■胡信锋

12月18日，长沙市宁远商会
成立， 来自全国各商会单位、在
湘友好商会等近二十家商会的
主要领导共400人出席商会成立

仪式。 据商会秘书长胡君介绍，
目前，常驻长沙的宁远籍工商业
者已达2400余人。

■王文

“院村合作”，娄底职院创新教学模式

长沙市宁远商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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