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蒲江县寿安镇
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近

年来，蒲江县寿安镇纪委始终坚持
把党员干部的纪律教育作为首要
任务来抓，注重预防，关口前移，采
取学习教育、案例剖析、谈话提醒
等方式，强化对该镇党员干部的廉
政教育，做到严守“底线”，不越“红
线”，以“治标”促“治本”，常态化开
展警示教育活动，筑牢全镇党员干
部廉洁思想防线。

学习教育常态化。该镇结合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充分
利用镇机关例会、中心组学习会、支
部委员会等会议，加强对《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察法》《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等重点条规的学习，将会前学纪学
法变成一种习惯、一种常态。

案例剖析常态化。对县纪委
监委下发的典型案例通报进行深
入剖析，深挖问题根源，教育全镇
党员干部正确对待手中权力，做
到守纪律、讲规矩、知敬畏，进一
步提升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和
拒腐防变能力。截至目前，已组
织镇机关和村（社区）350余名党
员干部开展典型案例剖析3次。

谈话提醒常态化。为防止党
员干部小错酿成大错，镇纪委坚
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对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
早教育，多次召集镇村两级干部
进行集体谈话，强化纪律观念和
规矩意识。今年以来，镇纪委对
该镇、村（社区）两级干部开展谈
话提醒270余人次。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赵雅儒）9月 21
日，由四川省国资委主办的国有企业改革开
放40年高峰论坛在成都举行，四川省国资
委同时在论坛上发布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十大案例，四川长虹等十家企业入选。

据了解，该论坛以“砥砺四十载 奋进新
征程”为主题，由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承办。

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室
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
表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
中，国有企业功不可没。而在中国经济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国有企业更应该做骨干
和中坚。

针对国有企业如何做强做优，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袁东
明建议，核心还是要让企业获得充分的自主
经营权，同时落实分类管理、推进股权多元

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等。
在对话环节，四川发展党委副书记、董

事、副总经理张宜刚，长虹集团原董事长倪
润峰、川航集团原董事长蓝新国等代表新老

企业家共话改革，高度肯定40年来四川省
国资国企改革取得的成就，并在资产证券
化、三项制度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转
型等方面分享改革经验心得。

回顾
“四川智慧”为全国国企改革

打造“四川样本”

1978年，四川在宁江机床厂、四川化工
厂等6个具有行业代表性的工业企业开展
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在全国率先拉开了国
有企业改革序幕。

1980年，我国第一家经地方政府批准
成立的股份合作公司——四川蜀都股份
公司成立，标志着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全面
展开。

1992年，宜宾县率先打破“禁区”，从企
业产权制度着手，探索出“国家转让产权，政
府转变职能，企业转换机制，职工持股经营”
的国有企业改革新路子。

历数改革开放40年来四川国资国有企
业的累累硕果，徐进表示，四川是国企改革
的重要策源地，在改革开放40年中四川走
出了一条符合中央精神、具有四川特点的国
资国企改革开放之路，为全国国资国企改革
发展打造了“四川样板”、贡献了“四川智
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国资国
企一批重大举措走在了全国前列。

截至目前，全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已达 8.7 万亿元、居全国第 6位。营业收
入上百亿元的企业达到 32 户，长虹、五
粮液、华西等 7 户国企入围“中国企业
500强”。

愿景
新时代将贡献更多“四川方案”

力争2022年国企资产总额突破12万亿

在徐进看来，这40年特别是近5年来四
川国资国企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证明了改
革开放是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的必由之
路；回答了国有企业“搞不搞得好”“怎么搞
好”等重大命题；引领带动了非公经济与国
有经济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有力地驳斥了

“国进民退”和国企“掠夺论”等论调。
“我们所形成的经验弥足珍贵，必须不

断深化和创新，为新时代国资国企改革开放
提供更多‘四川方案’。”徐进说，为此，在当
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四川省国资委将主要狠
抓六大方面的工作，其中包括坚持把服务全
省发展大局、调整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作
为重要抓手，把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健
全市场化经营机制作为核心任务，把股权多
元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重要突破口，把
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作为第一责任，把扩大开
放强化合作作为有力举措，把加强和改进国
有企业党的建设作为根本保证。

“我们力争到2022年全省国企资产总
额突破12万亿元，营业收入突破2万亿元，
利润总额突破800亿元。培育世界500强
企业2家、中国500强企业10家以上，形成
一批全球布局、跨国经营、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千亿企业’。”徐进说。

“世界一流的同行企业曾是我们的老
师，但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已经能和他
们并驾齐驱。中国品牌逐渐在世界各国建
立自己越来越强大的市场。”在国有企业改
革开放40年高峰论坛上，四川长虹电子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勇说，改革开放成
就了包括长虹在内的国有企业。

回顾发展之初，赵勇说长虹的角色是当

好学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虹不仅从松
下引进了产品线、产品技术，也学习了松下
的企业管理，一丝不苟地当好学生。

但“好学生”不能仅仅学会老师的东西，
还要在学习的基础上吸收和不断创新，“上
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只引进了一条生产线，后
面整个生产技术都是长虹自行消化吸收
的。今天，我们和同行的世界一流企业相比

已基本并驾齐驱，而且在一些重要领域占有
了一定的优势，这是我当初没想到的。”赵勇
说，改革开放成就了长虹，虽然今天长虹也
面临行业共同的瓶颈，但是只要以更大的勇
气、更大的创新推动自身进一步的改革开
放，相信长虹将会更加美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尚智
摄影雷远东

02

2018.9.22
星期六
报料热线
028-96111

读
四
川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国企
改革

四川是国企改
革的重要策源地，
在改革开放40年中
四川走出了一条符
合中央精神、具有
四川特点的国资国
企改革开放之路，
为全国国资国企改
革发展打造了“四
川 样 板 ”、贡 献 了

“四川智慧”。

“我们力争到
2022年全省国企资
产总额突破12万亿
元，营业收入突破2
万亿元，利润总额
突破 800 亿元。培
育世界 500 强企业
2 家、中国 500 强企
业 10 家以上，形成
一批全球布局、跨
国经营、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千亿企
业’。”

——四川省国资
委党委书记、主任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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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开放40年高峰论坛在成都举行

长虹等十家企业入选
国企改革发展十大案例

共话“一带一路”
数字经济发展趋势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
发展论坛在成都举行

9月21日，“一带一路”数字
经济合作发展论坛在成都隆重举
行。作为第十七届西博会的重要
活动之一，论坛云集了“一带一
路”沿线相关国家政要，国内外IT
技术领域的院士专家、行业大咖
及企业高管等众多嘉宾，就全球
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数字四川、国
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等一系列主题
展开演讲和对话。

本次论坛共分为“一带一路数
字经济合作发展”、“国有企业数字
化转型”两个主题。来自“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专家、企业高管，就
最受关注的大数据、区块链、人工
智能等行业热点话题进行了权威
解读，共同探讨全新视角下的“一
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多位
行业巨头掌舵者也分享了行业前
沿动态，助力四川、云南、贵州、重
庆等西部省市与央企的交流合作。

论坛上还举行了全国老龄大
数据平台公司揭牌仪式，省国资委
与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川投集团
与尼泊尔BPC公司、印度尼西亚亚
齐省、中国电建集团等15家政府、
企业的合作协议签约仪式等活动。

在四川省“5+1”现代特色产
业体系中，数字经济作为独立提
出的“1”，将作为实体经济转型升
级的“催化剂”和“加速器”，成为
推动四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
引擎”。

2017年，四川省数字经济总
量近1.1万亿元，占全省GDP总量
的29%，领跑西部地区；数字经济
增速达25%，居全国第4位。作为
本次论坛承办方，川投集团早在
2006年就被四川省国资委确定为
全省5家管理信息化试点企业之
一，2009年被国家发改委列入第
一批国家信息化试点单位。经过
多年努力，信息化已经全面融入集
团公司生产、经营、管理过程，成为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本载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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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徐进：

四川是国企改革重要策源地
新时代将贡献更多“四川方案”

9月21日，国有企业改革开放40年高
峰论坛在成都举行。四川省国资委党委
书记、主任徐进在论坛上表示，四川是国
企改革的重要策源地，在改革开放40年伟
大变革中为全国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打造
了“四川样板”、贡献了“四川智慧”，未来
四川国资国企将继续深化改革、创新发
展，为新时代国资国企改革开放提供更多

“四川方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雅儒摄影雷远东
四川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徐进。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勇：
从当“好学生”到追赶超越 改革开放成就了长虹等国企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谢燃岸）西博会成都
区县又传签约捷报。9月21日，记者从成都
市武侯区获悉，西博会上武侯区签约23个投
资合作项目，投资总额达607.84亿元，创下武
侯区单场投资促进活动签约总额历史新高。

武侯区投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

前武侯区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已达106家，
突破 100 家大关，排名全市第二。相较
2017年，武侯区世界500强企业总量净增8
家，新增数量排名全市第一。

在已落户武侯区的106家世界500强企
业中，境外企业63家，相比2017年新增3

家；境内企业43家，相比2017年新增5家。
境外企业占比达59.46%。武侯区从2013年
驻区世界500强51家，5年实现世界500强
数量翻番，提前完成《武侯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的2020
年实现驻区世界500强100家目标。

西博会成都武侯区揽金超600亿 已有106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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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四川省国资委在国有企业改革开放40年高峰论坛上发布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十大案例。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企业改革脱困的探索和实践》
中国电子科技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搭建网络安全平台促进军民融合发展》
国药四川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改革赋能促企业发展》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创新运营管理体制机制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
四川航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五化”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企业主业核心竞争力》
四川华西集团有限公司——《构建“一三五”党建工作格局全面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四川省商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坚守底线红线创新体制机制重组改革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型升级扬帆起航司法重整涅槃重生》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企业华丽转身》
四川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勇向潮头立敢为天下先》

国企改革发展十大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