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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见证了湖南兴盛与
困惑的国有企业，如今依然是
全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1-8月，28户省属国企
（其中控股企业24户，参股企
业4户）资产总额为5632.86亿
元，同比增长30%；累计实现
营业收入1835.5亿元。24户控
股企业累计实现利润16.2亿
元，同比增长20%。

“1-8月份累计创造税收
70.8亿元， 同比增长6.8%，高
于同期收入增幅9.7个百分
点， 创税额是同期实现利润
的20多倍。”丛培模接受采访
时表示， 尽管生产经营面临
很多困难， 但省属国企在税
收、稳定就业、安全生产等方
面的社会贡献不断提升。

在丛培模看来，国企改
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
方面面，综合性、政策性、挑
战性都很强。 按照积极稳
妥、先易后难、试点先行的
原则， 我省国企改革将按
照中央和省委“理解改革
要实、谋划改革要实、落实
改革要实”的要求，着力在
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改革取得突破，为下一步改
革积累经验。

在规范董事会制度方
面，丛培模介绍，今年6月，
省国资委制定了《湖南省
国资委2015年推动监管企
业规范董事会建设工作方
案》， 为企业稳定发展奠定
了制度基础。“对华菱集团、
兵器集团、轻盐集团、湘煤
集团、 天心集团等条件相
对较好的5户企业先行启
动， 到2016年实现外部董
事过半数的规范董事会建
设全覆盖。”

对企业领导人员分类
分层管理，下放了8户原属
省国资委党委管理的企业
领导人员管理权限， 取消

了22户企业领导人员任免
前由省国资委党委备案审
批事项。

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
在华菱集团、兵器集团2户
企业试点推行了“职业经
理人制度”。

完善企业领导人员薪
酬考核制度，2014年17户
监管企业领导班子薪酬下
降 8.9% ， 职工薪酬增加
6.7%， 企业领导班子收入
与职工平均工资差距由上
年的8.3倍缩减到6.3倍。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和抗
风险能力。”丛培模介绍，据
统计， 全省省属国企需分
离移交供水、 供电各22万
户， 待移交社区约394个，
涉及退休人员约10万人，
我省将根据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的指导意见》精神，推
进社会职能移交， 让广大
国有企业卸下包袱、 轻装
上阵， 真正成为独立自主
的市场经营主体， 不断做
大做强做优。

前8月国企运行
缓中趋稳

改革着力点

●着力发展混合所有制
经济， 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
形式；

●着力完善现代企业制
度，创新国有企业体制机制；

●着力推进资源优化配
置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
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和社
会经济效益；

●着力完善国有资产管
理体制， 提升国有企业发展
质量和效益；

●着力加强和改进党对
国有企业的领导。

改革目标

到2020年， 要培育10家
以上主营业务收入过百亿、
行业领先、品牌知名、国内一
流的优势企业，2-3家主营业
务收入过千亿、 具有国际竞
争力、 跨国经营的大型国有
控股集团。

■记者 胡信锋 通讯员 姚广平

“备受关注的国企改革顶层设
计出台，从分类改革、完善现代企业
制度和国资管理体制、 发展混合所
有制经济、 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
流失、 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等方面
进行了明确规范， 具有很强的指导
性和操作性， 为我省国企改革指明
了方向， 对我省深化国企改革工作
不断深入无疑将起到‘催化剂’作
用。”9月14日下午，湖南省国资委主
任丛培模在接受三湘都市报记者采
访时透露，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
结合改革总体思路和企业功能定
位，到2020年，要培育10家以上主
营业务收入过百亿、行业领先、品牌
知名、国内一流的优势企业，2-3家
主营业务收入过千亿、 具有国际竞
争力、 跨国经营的大型国有控股集
团。

国企改革先行一步
取得突破进展

“目前，湖南省国资国企改革取
得了积极进展， 各项工作正在有序
展开。 ”丛培模说。

“对照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的指导意见》不难发现，和去年
湖南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
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相比，
湖南版国企改革路径与‘顶层设计’
有很多相同之处。 我省的国企改革
许多做法和探索得到肯定。”丛培模
介绍，今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联合
调研组来湘调研， 在听取了湖南国
企改革工作的经验汇报后， 对我省
这项工作的一些好做法、 好探索表
示肯定，认为取得了成效和突破。

据了解，2014年，省委、省政府
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的意见》，以及《关于推进省属国
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工作的实施
意见》、《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省
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的意
见》两个配套政策文件。今年又出台
了《省属国有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
业务支出管理暂行办法》和《省管企
业功能分类名单》。另外，职业产权
代表制度已正式上报； 职业经理人
制度、深化国企改革财税支持政策、
土地资产处置办法等文件已基本拟
定；规范董事会建设、完善董事会评
价、加强外部董事管理等文件，正抓
紧修改完善；其余配套政策文件，将
根据中央深化国企改革政策文件的
陆续出台而逐步建立和完善。

“重点开展了组建国有资本运
营平台、推进重组整合、深化混合所
有制改革、 分离办社会职能等四项
试点工作， 多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
果。”丛培模介绍，湖南国有资产经
营管理公司已于4月29日挂牌运营，
初步拟定了省属国有资本战略布局
调整与省属企业重组整合方案，构
建若干平台， 打造一批大型企业集
团、发展一批混合所有制企业、重组
退出一批企业； 推动中联重科等发
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 在湖南海
利、 新五丰等企业引入管理层及核
心骨干团队持股。

湖南国企
改革路线图

发展混合所有制
经济， 推进产权多元
化， 推进混合所有制
和经营者员工持股。

进一步完善现代
企业制度， 全面推进
规范董事会建设，不
断深化企业领导人员
体制改革， 健全职业
经理人和国有资本职
业产权代表等制度。

加强国有资源优
化配置， 加快国有经
济布局结构调整。

国资监管机构转
型取得突破， 全面覆
盖、权责明确、规范高
效的国资监管体系基
本形成。

全面完成深化国
企改革的各项任务。
形成系统完备、 运行
有效的国资监管和营
运制度体系， 形成科
学规范的国有资本投
入和退出机制， 形成
企业持续改革发展的
长效机制和更加市场
化的经营机制。

打造一批具有国
际竞争力和国内一流
的新型国有企业，增
强国有经济的活力、
竞争力和影响力。

省国资委主任丛培模解读我省国企改革推进路线图

5年内将培育10家百亿级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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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长沙银行客户：
为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我行将于 2015 年 9 月 19 日（周六）凌晨 0 时至早上 7 时

进行系统升级。 届时，我行的 ATM 机、POS 渠道将暂停办理各项业务。 如有任何问
题和疑问，敬请致电我行客服电话 0731-96511 或 4006796511 进行咨询。 我们将尽
量缩短系统升级所需的时间，并对给您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衷心感谢您对长沙银
行的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五日

长沙银行系统升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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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
︶

出台相关配套政
策， 指导企业制定深
化改革方案； 启动混
合所有制和经营者员
工持股试点， 并出台
相关政策； 启动完善
现代企业制度、 深化
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
制和劳动用工制度改
革等。

推动政企分开 、
政资分开， 逐步实现
从分类监管主体向统
一监管主体转变；国
资监管机构不断转
型，以管资本为主，实
行分类分层监管；组
建或重组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平台。

2015年基本解决
国企改革历史遗留问
题； 推动现有省属国
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
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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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2016-2018

年
︶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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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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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2019-2020

年
︶

省国资委主任丛培模
游雪珍 摄

规范董事会制度，5国企先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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