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企改革应下好防止资产流失!先手棋"

张兴军

日前!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加强和

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

失的意见#$在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出

台前!先行出台防止国资流失的意见!体

现了中央对国企改革的稳妥把握! 堪称

为新一轮国企改革下了一着%先手棋&$

近年来!一些大型国企的%塌方式腐

败&'%系统性腐败&'%链条式腐败&表明!

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在中石油窝案中!

集团系统有
!"

余名高管和中层被带走

调查$据公诉机关指控!有的部门负责人

仅一项违规决策就造成资产流失上亿

元$中储粮河南分公司系统内!先后挖出

%硕鼠&上百名!利用政策漏洞骗取国家

粮食资金
#

亿多元$

社会普遍认为! 新一轮国企改革将

比上一轮以转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更加

触及深层利益$为此!要提防贪腐者在产

权转移'重组出售等过程中浑水摸鱼!以

%乾坤大挪移&手法损公肥私!也要吸取

过去国企改革的经验教训! 避免在一片

改革声浪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防止国资流失! 需继续探索加强监

管的有效形式和途径$ 此次深改组会议

提出! 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国有企业

内部监督'出资人监督和审计'纪检巡视

监督以及社会监督!加快形成全面覆盖'

分工明确'协同配合'制约有力的国有资

产监督体系&$

在某种程度上! 改革与反腐可视为

助推国企健康发展的%任督二脉&$ 不偏

不倚!不因噎废食!一方面守住防止资产

流失底线!一方面继续深化改革!国有企

业才能不断增强活力! 在市场的风浪搏

击中继续做大做强!真正行稳而致远$

之复转军人创业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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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景坤#赚取舌尖上的财富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肖飞

啪嗒!!啪嗒!!随着圆盘型机

器匀速旋转"一袋袋果冻被灌装#密封

后"经过传送带送至水箱中冷却$ 这是

!

月
"!

日记者在沈丘县大邢庄乡上佳

食品加工厂里看到的景象$

%这条生产线在国内是比较先进

的"全部由电脑智能操作"只需要
#

名

工人就可以完成全部生产流程$ &企业

创办人#转业军人刘景坤说'

今年
$%

岁的刘景坤
&'%(

年入伍"

服役期满后考入信阳航空学院" 后于

)**(

年从正营级军衔转业至地方' %当

时"面对几种安置方式"我果断选择了

自谋出路' 这样"一方面每月可以从安

置办领取生活保障金"另一方面可以自

己创业"干自己想干的事'&刘景坤告诉

记者'

转业之初" 刘景坤经熟人介绍"在

郑州一家大型食品批发市场做销售"主

要销售瓜子#小面包等休闲食品' 由于

为人真诚#实在"再加上部队里锻炼出

的吃苦耐劳精神"刘景坤很快赢得了许

多客户的信任"销售业绩扶摇直上' 然

而"此刻的他并没有忘记当初要自己创

业的打算"于两年后正式辞职'

想创业"就要有好项目' 在对项目

的选择上 " 刘景坤有着自己的看法 '

%选择项目时" 一定要选市场前景好#

竞争力小#可持续的项目' 此外"要在

日常生活中做个有心人" 因为一些角

角落落里往往蕴藏着大的商机' &刘景

坤说'

经过一系列考察" 刘景坤

最终把目光瞄准在生产可吸食

果冻上' 之所以选择生产可吸

食果冻" 一方面是因为果冻最

能吸引小孩# 学生和年轻人的

目光"且在销售时间上跨度大"

一年中淡季只有
#

个月左右(

另一方面自己之前做休闲食品销售时"

掌握有许多客户资源" 可保证产品销

路'

说干就干"

+**,

年年底"刘景坤拿

出全部积蓄购买了机器"在妻子李萍的

家乡付井镇租下了厂房"开始了创业之

路' 此时"本身就是学财会的妻子也加

入进来"帮助丈夫管理企业'经过商量"

两口子还把自己的果冻产品命名为%冰

润&' %)冰*是指果冻是透明的"像冰一

样()润*则是表示果冻吃起来可口的意

思' &李萍笑着向记者解释'

%最初的两年是最困难的" 因为那

时市场对我们的产品还没有认知度"所

以只能是求着别人" 先送点产品试着

卖' 那时候光是在各商场铺货就有
+*

多万元' &刘景坤说"%后来因为产品的

质量好+口感好"慢慢积累了口碑"生产

的果冻就再也不愁销路了' &

一切走上正轨后"刘景坤自然而然

地想到了扩大生产规模'由于在付井镇

找不到理想场地"他决定将企业迁至自

己的老家大邢庄乡'

+*&+

年"在地方党

委#政府的帮助下"刘景坤投资
+**

万

元"在老家建起了上佳食品加工厂'

%扩大的不仅仅是企业规模" 产品

类型也增加了" 以前只是单一口味#单

一包装"现在光包装就有
$

种"口味更

是多种多样' 如今"我们每年的销售额

均能保持在
(**

万元左右' &刘景坤骄

傲地说' 眼下"刘景坤的%夫妻店&开得

是和和睦睦#红红火火' 两口子不仅自

己富了"而且还不忘乡邻'据李萍介绍"

在他们厂工作的附近老人和留守妇女

共有
(*

多人'

%我们考虑到老人身体的条件和留

守妇女大多要照顾孩子的问题"所以对

来这里做工的人没有严格的时间要求"

随时可以来做一会儿" 也随时可以走"

报酬按件计算" 有些人每月能拿
+***

多元' &李萍说'

谈到下一步的打算" 刘景坤表示"

不仅要继续开发新产品"在品质#品种

上也要狠下工夫"特别要在企业管理的

规范化#标准化上狠下工夫"确保企业

可持续发展'

&详见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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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河南日报记者 赵春喜 河南日报通讯员 崔丽-

(

月
+(

日"记者来沈丘采访"只见初夏的沈丘"天空湛蓝纯

净#景新人和"规整洁净的大街小巷#欢歌笑语的广场#热

情服务的窗口单位# 和睦温馨的居民小区!!在这里"城

市管理日日新"全城联动#全民参与"处处洋溢着浓厚的文

明气息'

曾几何时"沈丘却是另一番景象!!县城各路口聚集

着售卖各类食品的流动摊点(县城各农贸市场"商户把水

果#干货等商品摆放到店铺门外(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非法

营运的三轮车逐年增加"造成道路堵塞#噪声大增#环境脏

乱不堪!!

综合整治刻不容缓. 改善市容市貌"树立的是形象"优

化的是环境"提高的是素质"促进的是发展"受益的是群众'

+*&$

年
(

月" 该县成立高规格的综合整治指挥部"县

委书记任政委"县长任指挥长' 县执法办+住建局+工商局+

文广新局+交警大队+城建监察大队等单位各司其职"多方

联动"着力治理占道经营+交通堵塞+违法经营+违规广告

等影响市容市貌的行为"吹响城市管理%集结号&'

针对城市卫生" 环卫部门设立
!*

名监督员" 分赴
&&

个区域"清扫保洁' 针对老区人流量大+产生垃圾多的情

况"该县配置了
$

辆垃圾车+

#

辆清扫车+

#

辆大型洒水车+

'

辆垃圾清理大篷车+

'*

个垃圾罐+

%%

个垃圾中转站'

&+**

多名环卫工人实行%双岗制&"常常凌晨就起床"每天清扫

道路面积
#!*

多万平方米'

针对占道+违法经营"执法办严格依法开展整治行动"

耐心细致对摊贩进行规劝和教育"坚决对占道经营的交通

工具和摊位上商品进行没收处理"群众纷纷点赞'

针对环境绿化"沈丘着力打造%城在林中"绿在城中&的城市景象' 投入
+*

多万元"添置了草坪机+绿篱剪+喷药车+浇水车'

+**

多名绿化工人加班加点地

忙碌着"对街道树木做好喷药+施肥+浇水+除草+修剪等养护工作'

针对非法营运三轮车"从
+*&$

年
(

月开始实行为期一个月的有牌规范+无

牌退出的综合整治'并设立%严管街&"有效缓解了交通堵塞现象'同时新购置了

$*

辆新能源公交车"新增设
'

路+

&*

路两条新路线"如今%一元钱坐遍沈丘城&

的梦想变成现实' %以前占道经营的夜市油烟和噪音大得我都不敢开窗户"现在油

烟+噪音没了"道路宽敞了"路面清爽"看着都得劲' &家住长安东路的王奶奶说'

各窗口行业也不甘落后"纷纷以%微笑服务"打造微笑沈丘&+%百城万店无

假货&+%创文明行业+建优质窗口&等活动为依托"抓好规范服务"注重文明礼

仪"提升行业服务效能'

%城市文明" 是民之所盼" 政之所求" 最终目的是提高了城乡居民幸福指

数' &沈丘县委书记皇甫立新这样诠释搞好城市管理的重要意义'

&原载
"(&)

年
)

月
"*

日(河南日报)'

!大道周口%%%王学岭诗文书作展"在省美术馆举行
诗词赋联展现周口文明 翰墨楷行挥洒桑梓深情

本报讯 ,记者 李凤霞-

!

月
&!

日"

%大道周口///王学岭诗文书作展&继在

国家博物馆举办后又在河南省美术馆

展出' 该展览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宣传

部+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河南省

文化厅+中共周口市委+周口市人民政

府主办"中共周口市委宣传部+周口市

文广新局+周口市文联+河南省美术馆

承办'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尹晋华"省

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蒋笃运"省政协副主席龚立群+

靳克文"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副政委

谢怡平"总参警卫局原副局长兼政治部

主任申学魁+政治部主任龚光新"武警

河南总队原司令员曹云忠"周口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 市长刘继标"

市政协主席穆仁先"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牛越丽"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李云"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解冰山"市政协副

主席张文平等出席活动"约
(**

名周口

市书法艺术文化界人士参观展览'

王学岭是周口市商水县人"现为中

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行书委员

会秘书长+总参书法院院长"其在精研

书法艺术的同时"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

颇深" 尤其是关注家乡周口的文化建

设'%大道周口///王学岭诗文书作展&

展出的是王学岭潜心创作的
&%+

幅书

法艺术作品' 经过
(

年深入研究"王学

岭根据周口市
&*

个县市区,含鹿邑-的

历史+文化+景观和社会发展新貌"以诗

词赋联形式创作这些作品"大力宣传弘

扬周口市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讴歌当

代周口人民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参观过程中"尹晋华+赵素萍等领导

表示"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

王学岭对家乡的赤子之情" 又能欣赏到

传统文化诗词歌赋的勃勃生机" 更能看

到其书法作品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 这

对于推动河南书法艺术的繁荣发展以及

宣传中原文化+ 周口文化必将产生重要

影响" 希望广大书法家用书法艺术反映

河南人民的精+气+神+情"书写中原大地

的崭新变化" 展示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壮

丽图景" 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具有深厚中

原文化底蕴+ 展现中原人文精神的书法

精品'

徐光对王学岭情系桑梓+热爱家乡

的拳拳赤子之心给予高度评价' 他说"

%大道周口///王学岭诗文书作展&全

面深入宣传了周口厚重的文化底蕴和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充分体现了王学岭

热爱家乡+热爱文化的深厚感情和对艺

术的不懈追求"以及心系周口+情洒故

土的高尚而纯洁的无私奉献精神'这对

于讲好周口故事+打造周口名片+展示

周口形象+提升周口%五大一强&社会形

象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展览用大道周口命名" 不仅仅表

明周口是老子故里"也包含光明大道等

多种寓意在里面' 我力求用自己的语

言"起到宣传中华文化的目的' 我现在

写周口文化" 下一步就写中原文化"最

后写中华文化"这是我的三部曲'&王学

岭介绍道'

据悉"这批作品在河南省美术馆展

出后"将捐赠给周口市博物馆' 周口市

博物馆将为这些作品开设专厅与原有

的文物一并陈列"形成对当地历史文化

一虚一实+相互诠释的展出方式' 这在

世界范围内博物馆展示地域历史文化

方式上属首创'展品的归藏将丰富周口

文化底蕴" 促进人们进一步了解周口+

认识周口+宣传周口' 此次展览形式新

颖独到"地域特色鲜明"在当代书坛和

博物馆展出方面属首创"为当今书坛的

书法创作注入了一股新风"为博物馆展

示形式的创新进行了积极探索'

开展前"尹晋华+赵素萍等领导亲

切接见了王学岭"听取他关于创作过程

的介绍'

又讯 ,记者 李凤霞-

!

月
&!

日"

%大道周口///王学岭诗文书作展&在

河南省美术馆举行"展出的
&%+

幅极具

艺术感染力的书法作品充满了对家乡

周口的无限热爱和深情讴歌"在省会郑

州引起强烈反响'

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周俊

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0%王学岭的作

品充满对家乡的热爱'他的诗词格律非

常严谨" 说明他不仅在史学上下了工

夫"在文学方面也有很深造诣' 他的作

品对于宣传周口厚重的历史文化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

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硬

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司马武当告诉记

者" 看了王学岭诗文书作展收获很大"

受益匪浅' 周口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皇

天后土"人杰地灵'王学岭是周口人"对

家乡的拳拳爱心深深打动了我们'以这

种形式搞展览" 开了书法展览之先河"

可以引领更多的书法界同行以文化作

载体"用书法讴歌时代"更好地服务当

地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

商水县文联主席孙新华说0%通过

观赏王学岭老师的书法作品"我充分感

受到了他字里行间中渗透着的对家乡

故土的眷恋和深情' &

!!!!!!

昨日上午!%大道周口(((王学岭诗文书作展&在河南省美术馆展出$ 图为尹晋华'赵素萍'徐光'刘继标等省市领导听取

王学岭)右四*介绍创作情况$ ,记者 沈湛 摄-

!

月
&!

日!两名股民正在一家证券营业部大厅交流$ 当日!沪深股市双双下跌!

其中沪指跌破
$'**

点$ 截至收盘! 沪指报收于
$%%,-$.

点! 跌
.-$,/

+ 深指报收于

",*,(-'.

点!跌
.-($/

$ ,丁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