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6日，“构建诚信 惩戒失

信”发布会在京召开。中央文明

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务

院国资委、国家工商总局、中国银

监会、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铁路

总公司等八部门有关人员参加此

发布会。

党的十八大提出，深入开展道

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治理，加

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

司法公信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强

调，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

信、惩戒失信。

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

在发布会上说，此次发布会就是认

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文

明委成员单位和相关职能部门相互

配合，大力推进道德领域突出问题

专项教育治理，着力解决诚信缺失

问题，形成“构建诚信、惩戒失信”的

机制，营造褒扬诚信惩戒失信、守信

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风尚。

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工作

局局长卢卫东说，“‘构建诚信 惩戒

失信’是将诚信建设纳入社会治理

的具体体现，也是推进诚信建设制

度化的有力举措。相信通过合作备

忘录的签署，对促进社会主体诚实

守信，维护法律权威，营造‘褒扬诚

信、约束失信’、‘守信光荣、失信可

耻’的社会环境，必将产生积极而深

远的影响。”

卢卫东表示，“国资委作为签署

合作备忘录的成员单位，将坚决按

照《备忘录》所规定的有关职责，积

极配合，全力支持，共同推进‘构建

诚信 惩戒失信’工作不断取得新成

效。国资委所监管的中央企业与公

众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社会关注

度高，必须在诚信建设中身体力行，

作出表率。”

同时，卢卫东还说，“中国航空

集团公司、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中国民航

信息集团公司4家中央企业，在构建
诚信、惩戒失信工作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要坚决执行法院判决，坚决落

实合作备忘录对企业提出的要求，

落实禁止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的

惩戒措施，让其一处失信，处处受到

约束。国资委将指导和推动上述企

业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主动作为，

务求实效。”

国资委联手七部门签署备忘录惩戒失信行为

本报记者 万斯琴

卢卫东要求中央企业在诚信建设中作出表率

北京国资改革启动 助力完善城市功能

继上海国资改革“二十条”启动

后，北京国资改革也有了新动向。据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刚刚结束

的北京市委全体会议决定，北京将

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

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

投资公司，要求“近两年内取得突破

性进展”。

目前，北京市国资委监管企业

67家。据北京市国资委最新统计显
示，截至2013年12月底，市属企业资
产总额25219.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16%。去年北京市属企业盈利面
达到98.0%，盈利过20亿元的企业9
家，包括北汽集团、金隅集团、北控

集团、京能集团等大型国企已经成

为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力引擎。

其中，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资本运

营的大型国有投资公司，负责对北

京市重要的国有资产进行经营和管

理，主要产业集中在金融服务业、科

技和现代制造业、文化创意产业、城

市功能区开发和环保新能源等四大

领域。此外，2008年北京市还成立了
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是以国有

资本经营和国有股权管理为重点，

以国有资本的证券化和价值最大化

为目标的投融资平台。

据悉，北京市属国有资本在未

来发展方向上将做出调整，更多投

向符合首都城市性质和功能定位的

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

共服务、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护

生态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保障

城市运行安全。

对于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所

面临的难点，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民建北京市委主委王永庆认为，国

资改革是监管体制的问题，而国企

改革是其自身的改革，重点要围绕

人的问题来进行。十八届三中全会

提出的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等举

措，实际上都是围绕着难点、也就

是人的问题来进行的。调动国有企

业的积极性，就要突破体制机制上

的障碍，在职业经理人、员工管理、

人事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让国有

企业充满活力，增强其控制力和影

响力。

本报记者 蒋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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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国资监管
助力国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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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重
庆厅，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董事

长、党组书记李小琳接受了《中国

企业报》记者的专访。

利落精神的短发、机智和善的

眼神，果断干练中透着女性特有的

温婉细腻 , 李小琳将女企业家的美
丽和智慧完美融于一身。她说，创

造、创新充盈着生命之光、气质之

美、灵魂之善、智慧之能。中国新能

源行业要持续健康发展，形成真正

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加强技术创

新，打造核心技术优势。

过硬的工程师背景、百折不挠

的创业精神让李小琳在央企企业

家群体中脱颖而出。由这样一位娇

小的“电力十足”的魅力女性掌管

与“电”有关的巨无霸央企，统领市

值近百亿元的中国电力，似乎是命

运的安排。 （下转 T03版）

李小琳：
绿色
“光明使者”

本报记者 蒋皓

人物

1月14日，北京市国资委召开
2014年全系统安全稳定工作部署
会，会议由市国资委副主任尹义省

主持并通报了2013年信访维稳工
作目标考核和生产安全情况，党委

副书记赵林华总结了2013年安全
稳定工作情况，对2014年工作进行
了部署，纪委书记庞建国通报了全

系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有关

情况并提相关要求，市国资委主

任、党委副书记林抚生出席会议并

讲话。

林抚生在讲话中对首都国资

国企各单位做好今年安全稳定和

廉洁自律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一是

认清形势任务，履行国企职责。

2014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

革的开局之年。各单位要适应国企

改革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

弦，充分发挥平台保障作用，创新

群众工作方法，做到守企有责、守

企负责、守企尽责，让中央和市委、

市政府放心，让职工群众满意。二

是服务国企改革，维护安全稳定。

要紧紧围绕深化国企改革来定任

务、建机制，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

定的关系，深化源头防范治理，维护

职工合法权益，突出安全生产建设，

凝聚改革发展合力，营造改革稳定

环境，确保国企改革有序、协调推

进。三是强化责任意识，抓好工作落

实。安全稳定是第一责任，是硬任

务，容不得半点纰漏和丝毫懈怠。要

坚持下先手棋，打主动仗，充分运用

群众路线成果，以如履薄冰的心态、

兢兢业业的作风，完善组织领导体

系，改进干部工作作风，落实廉政纪

律规定，树立廉洁自律形象，确保责

任落实到位，确保安全稳定，各项工

作落到实处。

春节临近，林抚生还要求水、

电、气、热、公交、环卫等基础保障

企业以及商业企业、服务类企业要

认真排查安全隐患，加强安全检

查，落实工作责任，防止发生安全

事故。要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

央、市委和市国资委党委要求，继

续坚决纠正“四风”问题，过一个廉

洁、平安、吉祥年。

会上，林抚生与北京市地铁运

营有限公司、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北京纺织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等3家代表单位现场签订了“市
国资委2014年维护稳定工作责任
书”。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对外经贸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分别作了安全稳定工作经验交

流。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铁路局等25家单位被评为市国
资委2013年度信访维稳工作目标
管理考核优秀单位。北京市属企

（事）业单位主要领导、负责信访维

稳、安全生产、纪检监察的主管领

导和部门领导、中央在京单位负责

信访维稳工作的主管领导、部门领

导以及市国资委相关处室的负责

同志200余人参加了会议。

深水区的改革，难以皆大欢喜，也很

难个个叫好，五粮液的公车拍卖就面临这

样的处境。五粮液这一拍，引发的震动不

无出人意料之处。

不管是喝彩，还是批评，都说明走了十

多年的公车改革，依然是公众心中那一根

敏感的弦，任何一点拨动，都会在心理上荡

起不小的涟漪。固然，从拍卖操作到车补实

施，都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也难免会出

现这样那样的纰漏，引发各种想象甚至是

反对。但正如公车改革专家叶青所说，按目

前全国车改的进度来看，轮到国企还有一

两年，但是五粮液主动做了，就应该肯定。

据了解，五粮液经过此次公车改革，

每年至少可以节约1500万元的养护成本。

对于一个年销售额达数百亿元的白酒大

企业来说，或许只是九牛一毛。但对于国有

企业来说，每一分钱都姓公，没有挥霍的理

由。更重要的是，以公车改革为突破口，深

入治理管理人员的职务待遇、职务消费等

方面的问题，倒逼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

善；通过企业账目的透明化，管住乱花钱的

手，促使各项支出的规范化、制度化。如果

在公车拍卖破冰之后，能进一步引发各种

深层次的化学反应，不仅能走出“车没了—

钱多了—车又有了—钱更多了”的车改怪

圈，而且能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从根

本上破解公车浪费的难题。

作为国企，五粮液迈出了公车改革的

第一步，几百辆公车拍出去，不无壮士断

腕的气概。但更考验勇气和智慧的，还在

于以公车改革、作风转变为契机，把国企

改革引向深入。这就不只是五粮液要面临

的课题，从各地国企到央企，都不可能置

身事外。去年年底中央出台的《党政机关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明确要求，全国

党政机关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全国机关

“最彻底”车改大幕陆续拉开，“车轮腐败”

正在加速驶离官场。这时候，国企何去何

从？深化车改乃至国企改革，显然不能只靠

企业的自觉，还需要更有效的顶层设计和

更强劲的制度动力。（相关报道见G03版）

放大五粮液
车改的效应

北京市国资委召开2014年全系统安全稳定工作部署会，北京市
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林抚生强调———

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安全稳定是第一责任
本报记者 蒋志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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