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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2 日至 23 日，2019 年全
国企业家活动日暨中国企业家年会
在广西北海市举办，企业家、专家
学者等千余人出席。此次会议主题
为“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培育更
多优质企业”，由中国企业联合
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和广西壮族自
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企业家是企业的统率和灵魂，
是改革创新的重要力量。工业和信
息化部产业政策司司长许科敏指
出，本次会议以弘扬优秀企业家精
神、培育更多优质企业为主题，具
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更加注重企业
的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发挥企业
家的引领带动作用。“产品和服务
是企业的名片，市场竞争首先是产
品和服务质量的竞争。”许科敏
说，“企业家应深入了解和把握市
场需求变化，调整优化产品结构，
主动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标达标，做
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提供更多
的优质产品和服务。”

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
力，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的重
要组成部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本
质上取决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吸纳科技成果能力和经营能力。”中
国企联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朱宏任
在会上说，“科技创新能力是企业的
发展能力、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的
核心，是企业综合实力的支撑。”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徐和谊表示，随着科技
成果转化速度明显加快，产业组织
形式和产业链条也随之发生根本性
的变化。“以汽车行业为例，汽车
产业正因人工智能、大数据、通
信、电化学、新材料等新兴技术的
发展而重组，从原先比较笨拙的

‘大象’逐渐变成身手敏捷的‘巨

人’。”徐和谊说。
创新不仅是大企业发展的主

题，也是中小企业持续发力的方
向。许科敏表示，既要推动发展一
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
也要培育一大批在各细分领域、全
球领先单项冠军企业，着力提升企
业专业化和能力水平，支持中小企
业发展，推动企业创业创新。“同
时，也要加强工程审查和反垄断审
查，着力创造平等竞争环境，让企
业在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降低企
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成
本，有效减轻企业负担。”

日前，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前5个月全国国有及
国有控股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其中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8.7%。同期，各家中央企业也报送
了较为积极的全年经营目标，2019 年度中央企业净利
润目标比上年增长9%。专家分析，这说明当前国企运
行情况良好，继续发挥着支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作
用，企业对下半年也保持不错的预期，相关改革创新
仍将稳步推进。

主要指标持续增长

财政部数据显示，1月至5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
入 237730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7.7%。 其 中 ， 中 央 企 业
138026.3 亿元，同比增长 6.3%；地方国有企业 99703.7
亿元，同比增长9.8%。

同期，国有企业利润总额 13929 亿元，同比增长
8.7%。其中，中央企业 9565.8 亿元，同比增长 9.2%；
地方国有企业 4363.2 亿元，同比增长 7.6%。石油、电
力等行业利润增长较快。

值得注意的是，1 月至 5 月，国有企业应交税费
19043.1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中央企业和地方
国有企业应交税费同比分别增长 1.6%和 0.1%，较大幅
度低于营业总收入、营业总成本和利润总额增速，这
也被认为是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落地见效的体现。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副主任何
代欣向本报记者分析，这份成绩单是非常不错的，国
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了以往的增长态势，这说明

在外部经济环境变化较大，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
下，国企继续发挥着支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作用。

后续发展预期良好

高速铁路、特高压输变电、移动通信……一批国
有骨干企业在关键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未来运行
情况也备受关注。近日，国务院国资委举行 2019年度
和2019-2021年任期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责任书签

订仪式，披露了今年央企的主要运营目标。
根据修订版 《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

法》，国资委对央企经济效益考核目标实行分档管理，
2019 年将净利润、经济增加值的一档目标设定为增长
7%以上或者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据介绍，各中央企业
都报送了较为积极的经营目标。在消化移动网络流量
资费和一般工商业电价下降等政策性减利2000多亿元的
基础上，2019年度中央企业净利润目标比上年增长9%。

“9%的净利润增长目标体现了央企勇于担当、主动

加压的态度。”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周丽莎
说，这个指标的设定也说明临近年中，中央企业经济
增长利润值良好，指标设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国企未来经营更加注重经营效率，提高毛利润
等，这是趋势。”何代欣说，伴随积极财政政策的继续实
施，特别是一些重大投资项目的推进，预计下半年经济
形势会逐步好转，国企的运行情况可能还要再好一些。

改革创新稳步推进

国企运行情况不仅看营收、利润等指标，在创
新、改革方面也被寄予厚望。

不久前，总规模 600亿元的国企改革“双百行动”
发展基金落地，首期资金300亿通过市场化手段撬动国
企改革走向纵深，主要投资领域包括战略性新兴产
业，非上市企业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等。目前“双百行动”已有400多家国企
参与，在授权经营体制改革、企业内部改革等方面，
各地方国企也在持续推进。

围绕去产能、降杠杆减负债、压两金等国资国企
改革阶段性重点任务，国资委加大对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考核支持力度。例如，对重点涉煤企业设置
去产能任务指标；对结构调整任务重的企业设置战略
性新兴产业占比等指标；继续将资产负债率管控纳入
全部中央企业业绩责任书等。

“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国务院国资委副主
任翁杰明说，对于国企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事
情做好，要苦练内功、强身健体，加快推进国企改革
发展各项工作。

前5月国企利润同比增长8.7%

国 企 运 行 稳 中 有 进
本报记者 李 婕

千余企业家聚北海谋创新发展
本报记者 孔德晨

千余企业家聚北海谋创新发展
本报记者 孔德晨

本报北京6月23日电（记者石
畅） 23 日，从苏宁控股集团获悉，
苏宁易购全资子公司苏宁国际拟出
资 48 亿元收购家乐福中国 80%股
份。本次交易完成后，苏宁易购将
成为家乐福中国控股股东，家乐福
集团持股比例降至20%。这是继今年
初收购万达百货之后，苏宁易购对
线下优质零售资源的又一起收购。

家乐福集团是全球领先的零售
集团。家乐福中国于1995年正式进
入中国大陆市场，目前在国内开设
有 210 家大型综合超市以及 24 家便
利店，覆盖22个省份及51个大中型
城市。2018年，家乐福中国营业收
入接近 300 亿元，位居 2018 年中国
快速消费品 （超市/便利店） 连锁百
强前十。

苏宁易购收购家乐福中国股权

本报电（刘姝麟） 由湖南省常
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常德品牌·中
国品质”——品牌农业推介活动 （北
京站） 6 月 22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
心开幕。来自常德市50家农业龙头
企业亮相会议现场，共促交流合作。

活动现场，客商的焦点聚集在
了常德这片世界稻作文化发源地的
优质农产品上，推介会现场签约的
76个合作项目签约金额更是高达169
亿元，让“德字号”优质农产品亮
出了“洞庭鱼米之乡”的闪亮名片。

常德市委副书记、市长曹立军
在推介会上说，这次推介活动，既
是一次常德品牌农业发展成果的汇
报展示会，也是一次常德发展现代
农业的项目招商会，更是一次常德

农业对外开放合作的洽谈会。
目前，常德市粮、棉、油、家

禽等农产品产量均居湖南省第一位，
是全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优良
的生态环境是常德农产品生态、绿
色、安全的最好保障；深厚的人文基
因，让常德的特色农产品更有品
位、更具活力；现代的生产方式，
催生了常德农业的品牌体系。

近年来，常德着力打造内陆开
放新高地，推进“千商入常”“德品出
境”“拓口兴岸”“德企出海”“园区开
放崛起”行动，使得一批农业企业和
农产品成功走出国门。常德香米、
津市米粉、灵犀茶油、河州甲鱼、石门
红茶、九澧龙虾等，让常德“老字号”
产品成为抓眼球的“新事物”。

“常德品牌”农业推介会举办“常德品牌”农业推介会举办

6 月 23 日 ， 2019BEST
亳州电子竞技大赛全国邀请
赛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
30多支战队200多人参加了
比赛。2019BEST 亳州电子
竞技大赛全国邀请赛是安徽
亳州市文化旅游年活动之
一，比赛历时一个月。图为动
漫爱好者在邀请赛上表演。

刘勤利摄
（人民视觉）

电竞赛

人气高

近 日 ， 被 誉 为
“后藏粮仓”的西藏
日喀则市田野里生机
盎然，绿油油的青稞
和金灿灿的油菜花交
相辉映，如诗如画。图
为农牧民在日喀则桑
珠孜区郊外的青稞地
里拔除杂草。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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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成都举行
的 2019 世界工业互联网
大会上，中央企业工业
互联网融通平台正式启
动。该平台集聚中央企
业工业互联网资源，构
建工业互联网融通发展
生态体系。图为参会代
表在操作一款六轴机械
手臂。

新华社记者
谢 佼摄

本报北京6月23日电（记者徐
佩玉） 由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主
办的“一带一路”新经济形态发展
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政府、企
业、智库等多方为加深中亚区域经
济合作出谋划策。专家认为，中国
与中亚经济互补性强，双方在多方
面的合作前景十分广阔。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
究院院长胡必亮在现场说，中国与
中亚国家经济结构的互补性较强。
中亚地区天然气储量巨大，而中国
对天然气的需求与日俱增。目前，
中国已成为中亚天然气的主要出口
市场之一。与此同时，多数中亚国

家正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制造业
基础较为薄弱，需要大量的中国工
业制成品和日用消费品。

阿塞拜疆驻华大使阿克拉姆表
示，阿塞拜疆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
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
一，并已开始收获参与“一带一
路”倡议带来的经济发展红利，特
别是在推动阿塞拜疆交通发展、旅
游进步和人文交流等方面产生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

据悉，作为地区性国际智库和
政府间合作组织，中亚区域经济合
作学院在推动区域合作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6月23日，以“生态中
原 出 彩 河 南 ” 为 主 题 的
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
博览会“河南日”活动在北
京世园会园区举行。图为来
自河南省开封市的张俊丽

（右） 在“河南日”活动上
展示使用制作汴京灯笼余料
制作的“汴花”。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河南日”

真出彩

“一带一路”新经济论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