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改革发展的排头兵，
国有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
任？在新时代，国有企业
又有哪些新责任、新未来？

7 月 26 日，2019 首届企业社
会责任论坛将在成都举行。省国
资委副主任沈汝源表示，尽社会
责任是国有企业的基因，也是国
有企业的优点；在新时代，国企要
加强技术创新，让人民拥有更多
幸福感。

承担社会责任是国企的使命
国有企业之所以和其他企业

不同，就在于“国有”两字，沈汝源
认为，国企作为整个社会的中流
砥柱和排头兵，必须承担社会责
任，这是国企的使命。

扶贫，是国企履行社会责任
的重要部分。据了解，省国资委
党委先后动员组织61户国有企业
帮扶四大片区 65 个贫困县，至
2018年底已累计无偿投入帮扶资
金约5.2亿元。2019年，国有企业
计划无偿投入帮扶资金3.1亿元，
实施产业发展项目128个、基础
和民生项目216个、就业促进项
目32个和结对共建项目107个，
计划专项投入884万元“以购代
捐”。

除此之外，国企对财政的支
持、就业人数的带动、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带动等
方面也应该尽到社会责任。“这是
国有企业本身的基因，也是国有企
业的优点，这个优点只会越来越
强。”沈汝源说。

要加强创新并积极应对变化
当前技术革新快速迭代，新

经济风起云涌，国企应承担哪些
新责任？沈汝源认为，新时代下
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创新能力，
在发展过程中要坚持和发扬开
放、共享、绿色、协调的理念。

“国企承担的社会责任还应包
括积极地应对未来变化，在众多战
略新兴产业，特别是我们受制于人
的新技术新产业方面，要投入更多
的研发资金。”沈汝源说，国企要贯
彻省委省政府5+1战略，承担更多
的社会责任做更大的贡献，提高人
民的幸福感。

发布“西三角”
企业社会责任排名
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社会责

任研究中心曾连续9年编制《企业
社会责任蓝皮书》和中国100强
企业社会责任指数，在即将举办
的2019首届企业社会责任论坛
上，该中心将和封面新闻合作，首
次针对“西三角”地区企业发布履
行社会责任排名。

沈汝源说，“目前有很多白皮
书、报告来综合反映企业社会责任
话题，但专业度却参差不齐。”这些
报告中专业和业余有很大的差别，
业余是浮皮潦草，专业报告应该更
深入地对问题进行探讨研究，并且
用丰富的实践和数据概括归纳，通
过更多的访谈来总结出特点，包括
行业的特点和问题的建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珠

70年70人
主题报道
人文篇⑤

2019年7月19日 星期五 己亥年六月十七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华西都市报社出版

22℃- 29℃
今 日 成 都 市 区 职业道德监督热线:028-86969129 邮发代号：61-602

发行服务热线:成都主城区86969285、86969286 市州及成都市郊片区11185
本报地址：四川省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 邮编：610012

封面新闻微博：@封面新闻封面新闻微信：thecovercn
青蕉拍客微博：@青蕉拍客 青蕉社区微信：青蕉社区

今日12版
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偏北阵风1-2级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30 总第8837期 本期定价：1.5元
广告热线:028-86969160 广告许可证号：5100004000110
值班编委 石岗 责编 龚爱秋 版式 宜文 校对 张晓

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P02- P03

备受瞩目的科创板即将在22
日鸣锣开市。首批企业科创含金量
够不够？定价高不高？投资者应该
怎样参与？记者日前采访了多位业
内人士，请他们解析热点。

首批企业科创含金量足吗？
截至7月18日，上交所共披露

148家科创板受理公司，28家在证
监会注册生效，其中25只股票将于
22日上市。

首批25家企业主要分布在生物
医药、半导体、新能源等多个新兴产
业领域。“首批企业研发投入、研发人
员数量，均远高于创业板等存量市场
企业，这充分反映了科创板的科创定

位。”联讯证券研究院分析师彭海说。
据联讯证券统计，首批25家企

业近三年合计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
例中位数为10.2%，而创业板这一
指标仅为5.2%。

从上交所对木瓜移动的问询也
可以看出科创含金量是科创板关注
的重点之一。木瓜移动2016年至
2018年的营收大幅增长，不过研发
投入占营收比重却连年下降，上交
所为此要求木瓜移动结合报告期毛
利率变动趋势、研发投入情况、同行
业可比公司技术水平等，进一步披
露公司核心技术是否具有先进性、
能否有效转化为经营成果等。

富达国际中国区股票投资主管

周文群认为，科创板不会对收入规
模、盈利有具体要求，但会看重企业
的研发投入，足以说明科创板对上
市企业科创含金量的高要求。

首批企业定价高不高？
统计显示，首批25家公司平均

发行市盈率为53.4倍，其中中微半
导体按2018年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除以发行后总股本的发行市盈率高
达148.79倍。

习惯了核准制下23倍发行市
盈率隐形“红线”的投资者，难免对
首批科创板公司发出“高定价”“高
超募”的质疑。

广发证券分析报告显示，首批

公司中88%定价高于行业平均市
盈率，但同时，低于平均可比A股
市盈率（近一个月静态）的公司占比
也达到了62%；370.18亿元的实际
募资总额，仅实现19.07%的整体

“超募率”。
对于“超募”，产融浙鑫财富首

席经济学家周荣华说，一定规模的
“超募”资金可以用来扩大产能、扩
张业务，也为通过股权融资置换部
分价格较高的银行贷款提供可能，
从而降低财务成本“轻装前行”。

广发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戴康
认为，首批科创板公司发行定价反
映了市场预期与供求关系。

在更多业内人士看来，由于打破

了23倍发行市盈率隐形“红线”，先
不说首批企业定价高与低，科创板新
股定价方式终究是市场自身的选择。

投资者怎么投资？
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一项系

统改革，采用全新的、与主板市场截然
不同的交易制度，与A股市场有所差
异，投资者需掌握新规则、谨慎操作。

交易规则不同了。根据规则，
科创板新股上市后前五个交易日，
不设涨跌幅限制，从第六个交易日
开始，设定20%的常规涨跌幅限制。

参与群体也不尽相同。中登公
司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A股自然
人账户数1.53亿个。而据上交所

统计，截至6月底，科创板适格投资
者开通权限约290万户。约1.5亿

“小散”不能直接进入科创板交易，
交易逻辑可能会改变。

对于开市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
市场情形，业界存在多种观点，难有
定论。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
所所长董登新认为，新规则给市场
带来诸多改变，包括新股可能出现
破发，“市值配售”“福利”不再，个股
股价波动更大等。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
德龙建议：投资科创板的资金不要超
过个人资金的20%，要分散投资；对
于普通个人投资者，要尽量通过申购
科创板基金参与投资。 据新华社

科创板下周一开市
首批25只股票将上市，交易规则与A股有所不同

据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地方人大
及其常委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县级以上地方人
大设立常委会，是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
个重要举措。40年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履职尽责，开
拓进取，为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按照党中

央关于人大工作的要求，围绕地方党委贯彻落实党
中央大政方针的决策部署，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
地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和改革攻坚任务。要自觉接受同级党委领导，密切
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接地
气、察民情、聚民智，用法治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
生福祉。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水
平，增强工作整体实效。

习近平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

达州消防员救出被困的钓鱼群众。

7月16日以来，川东北暴雨不
断，致山洪暴发，达州等多地出现地
质灾害；渠江水位上涨，渠县县城沿
渠江部分街道进水，沿渠江流域上
百个场镇程度不同受灾。

16日 8时至17日 16时，强降
雨主要位于巴中通江至达州万源一
带，雨量普遍超过200毫米。达州
市万源37个站点降雨超过100毫
米，为大暴雨。其中草坝402.2毫
米、石窝352.6毫米，为特大暴雨。

巴河、州河交汇为渠江，渠江水
位迅速上涨。在三江交汇的渠县三
汇镇，当地干部18日上午拍摄的手
机视频显示，沿渠江数座约4层楼
高的商住农贸市场已淹没至房顶，
瓦全部被冲走。截至18日11时，
渠县县城沿渠江部分街道被江水淹
过街面。

另据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
公室发布的山洪蓝色预警，17日20
时至18日20时，巴中市南江县、巴
州区、通江县，南充市仪陇县可能发
生山洪灾害。

此外，四川省气象台18日8时
30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9
日8时，达州、广安、南充、巴中、广
元、遂宁6市和资阳、内江2市东部、
雅安南部、凉山州北部有大到暴雨，
雨量 30毫米-80 毫米，个别地方
100毫米-130毫米。

目前，万源、达川区、渠县等地
2.7万余党员干部身赴一线抗洪救
灾，已成立1万多个小分队投入应
急抢险。 据新华社

万源境内部分道路因山体塌方中断。

政府工作人员实地察看、监控灾情。

四川省国资委副主任沈汝源：

尽社会责任 是国企的基因和优点

7月 17日，暴雨导致达
州全市多地发生洪涝灾害，
河中水位上涨，发生多起险
情。截至18日凌晨1时，达
州消防共营救被困群众17
名，并对多辆被积水围困的
车辆进行安全推移。

17日下午4时42分，渠
县渠江上游有两名群众被洪
水围困，接警后，达州市消防
救援支队立即出动一车6名
指战员携带橡皮艇、救生衣
等前往处置。经消防员现场
了解到，当日一名群众在河
边放牛、另一名群众在河边
钓鱼，两人均未注意到江水
上涨而导致被困江中。

17时20分，救援人员乘
坐橡皮艇顺利到达群众被困
地点。由于其中一名被困群

众始终坚持要带走其饲养的
黄牛，指挥员现场协调了一
艘渡船参与救援。在经过近
两个小时的救援后，两名群
众被成功救出。

17日晚10时许，万源市
消防救援大队先后接到两起
报警电话：513 电厂（小地
名）有人员被困，东城天马山
社区有车辆遭积水围困。接
警后，万源市消防大队按照
应急抢险救援预案，迅速调
集两车12人分赴两地现场。

23时15分，救援第一分
队到达513电厂，经过近40
分钟营救，成功救出被困群
众15人。救援第二分队到
达东城天马山社区,将多名
驾乘人员及车辆进行了安全
转移。 据川报观察

持续的强降雨，导致达
州万源部分乡镇出现山洪、
滑坡、塌方、桥梁冲毁、电力
中断。截至18日10时，当地
多条道路因积水中断，一些
住宅小区地下车库进水。

其中，国道347线万源
市境内庙坡到大竹河段（小
地名：干龙洞）道路中断；大
竹镇胡家沱段发生大量泥石
流，已实施交通管制；竹峪
镇、永宁乡、虹桥乡、长石乡
沙田坝、梅垭多处发生山体
垮塌。竹峪往万源方向大河
口敬老院段路面积水，禁止
通行，竹峪镇大陕溪桥冲
毁。罗通路k18+700一k19
（墩子河）路面漫水，禁止通
行。魏罗路新桥河洪水漫上
公路，道路中断。乡村道路
垮塌也较为严重。万源市城

区部分地方因积水道路中
断，多辆汽车被泡在水里。

高速公路方面，G65包
茂高速达陕段宣汉站、普光
站、黄金站、巴山大峡谷站入
口（含ETC车道）暂时关闭。

灾情发生后，万源市众
多干部群众在城区抢险。万
源市委、市政府也多次召开
防汛减灾部署会和调度会，
组织开展防汛减灾应急演
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加强监测研判和信息发布，
采取紧急避让转移措施，最
大程度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目前，各地各部门出动
党员干部数千人，组织成立
50余支应急抢险分队，全天
候值守，全路段巡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曾业

渠江水位上涨
4层高楼被淹

本轮强降雨已致3.44万人受灾
7月18日，记者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18

日9时，本轮强降雨已导致巴中、达州、阿坝三市州共计6个县
3.44万人受灾。 据四川在线

四川启动IV级防汛应急响应
7月18日12时，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IV级防汛应

急响应。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四川首次启动防汛应急响应。
记者 杨金祝

万源 竹峪大陕溪桥冲毁
高速入口临时关闭

达州 营救被困群众17名
转移多辆被困车辆

重庆舰历史守护者纪墨：

以史之名
致敬重庆舰人

7月18日，达州万源境内山洪暴发致部分道路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