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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月以来利润总额连续 3
个月实现正增长，预计全年‘保增

长’工作目标能够实现。”国务院

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王勇说。

12月 24日，国务院国资委在
京召开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 2012年工
作，分析形势，部署2013年工作。

王勇指出，“做好明年的工

作，要着眼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突出深化

改革，突出结构调整，突出创新驱

动，突出管理提升，力争取得新的

突破。”

王勇强调，一年来中央企业

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一是

紧紧围绕“保增长”目标，大力开

拓市场降本增效。二是深入推进

改革重组，企业活力和竞争力进

一步增强。三是积极推进转型升

级，企业发展方式进一步转变。四

是扎实开展管理提升活动，企业

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五是以做

好党的十八大相关工作为重点，

企业党建工作在改进中不断加

强。

同时，王勇还强调，“要做好

顶层设计，明年我们将研究制定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在总

结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基础上，提

出下一步改革的总体目标、基本

路径、具体措施。”

上半年，受国内外经济形势

总体下滑影响，中央企业经济效

益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上半年，受

国内外经济形势总体下滑影响，

中央企业经济效益出现较大幅度

下降。一季度中央企业利润总额

同比减少 335.3亿元，下降 11.8豫；
二季度经济效益降幅呈扩大趋

势，利润总额同比减少541.8亿元，
下降16.1豫。

王勇表示，一年来，中央企业

生产经营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

易。“面对严峻形势，中央企业采

取一系列扎实有效的措施，扭转

了经济效益下滑的趋势。三季度

中央企业经济效益企稳回升，利

润总额同比增长2.1豫。”
据会上

透露的数据

显示，今年

以来中央企

业保持了生

产经营总体

平 稳 运 行 。

1—11月，中
央企业实现

营 业 收 入

20.1 万 亿

元，同比增

长 8.9% ；实
现利润总额

1.1万亿元，
与去年同期

基 本 持 平 ；

已 缴 税 金

1.7万亿元，
同 比 增 长

12.8%，高出全国同期税收收入增
幅 3个百分点。截至 11月底，中央
企业资产总额达到31.2万亿元，同
比增长11.5%。

王勇提出，明年推进中央企

业改革发展的总体要求是：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按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以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主

题主线，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为中心，进一步落实“一五三”总

体思路，深化企业改革，调整布

局结构，强化创新驱动，提升管

理水平，完善国资监管，提高党

建工作科学化水平，不断增强国

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为

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王勇要求，做好明年的工作，

要着眼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

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突出深化改

革，突出结构调整，突出创新驱

动，突出管理提升。着力抓好以下

几项工作：一是切实采取有效措

施，确保生产经营稳定增长。要研

判形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加强

市场开拓力度，继续大力推进降

本增效，强化业绩考核导向作用，

严格落实稳增长、提效益责任。二

是深入推进布局结构调整，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

（下转G05版）

央企经济效益企稳回升
预计实现“保增长”目标

本报记者 万斯琴

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如期开

幕。我们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

贺！向与会代表表示崇高敬意！

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是在党

的十八大召开以后、我国进入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

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的

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讨论了王勇同志所作的报告，

总结 2012年工作，分析形势，部署
2013年工作。这是一个高举旗帜、
凝聚力量的大会，一个开拓创新、

团结奋进的大会。

一年来，中央企业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积

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

势，克服困难，扎实工作，保持了生

产经营总体平稳运行。1—11月，中
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0.1万亿元，
同比增长8.9%；实现利润总额1.1万
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已缴税

金1.7万亿元，同比增长12.8%。截至
11月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
31.2万亿元，同比增长11.5%。

一年来，中央企业紧紧围绕

“做强做优、世界一流”的核心目

标，深入推进落实“一五三”总体思

路，按照“一抓”、“两保”、“三突出”

的工作重点，深化改革，加快调整，

强化创新，提升管理，加强党建，各

项工作取得新的成效。

一年来的工作，成绩来之不

易。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党中

央、国务院的正确决策和坚强领

导，离不开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党委

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

离不开中央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的

奋力拼搏。

明年是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我们要

紧密结合中央企业改革发展实际，

全面领会党的十八大精神实质和

深刻内涵。要牢牢把握旗帜方向，

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

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

定不移地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理直

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要牢牢

把握目标任务，紧紧围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

在完成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

力培育开放型经济新优势等重大

任务中，充分发挥中央企业的骨干

中坚作用。我们要自觉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的十八大的部署和要

求上来，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

顽强的努力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

的各项目标任务。

这次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的

主题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主

题主线，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

心，进一步落实“一五三”总体思路，

深化企业改革，调整布局结构，强化

创新驱动，提升管理水平，完善国资

监管，提高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不

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

力，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做好明年的工作，要着眼于加快转

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突出深化改革，突出结构调整，突出

创新驱动，突出管理提升，力争取得

新的突破。

会议的主题揭示了中央企业

发展的方向与任务，反映了时代发

展新要求和中央企业千万干部职

工的新期待。王勇同志的报告旗帜

鲜明、思想深刻、求真务实、部署全

面，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央企

业新胜利的行动纲领，是中央企业

改革与发展的行动指南。

（下转G03版）

满怀信心谱写中央企业新篇章

社论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2012年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24日在京召开，王勇作题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精神，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效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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