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导报

2019 年 8 月 8 日

海南国资

周刊

本版责编 曾丽园

H08

省国资委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交流研讨会

检视整改问题 向深向实开展教育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8 月 5 日，海
南省国资委组织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理论学习集中交流研讨会，
对省属企业在主题教育开展过程中存在
的焦点难点痛点等问题进行学习交流研
讨，以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各项整
改措施落实、落细、落地，推动主题教育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各企业党建
工作迈上新台阶。
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海南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情况展示。
在交流研讨环节，8 家省属企业党委
书记作了发言，
分别介绍了各自企业开展
主题教育的情况，
并针对各自企业如何整
改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交流。大家纷
纷表示，将对标海南银行先进经验，查找
差距，剖析检视自身在政治建设、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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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存在的问题，
有针对性地做好整改。
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倪健对省国资
系统主题教育各项工作的开展表示肯
定，他认为，省国资系统主题教育工作
的推进是有序的、成效是好的；各企业
对主题教育高度重视，工作开展有声有
色，对当前中心工作也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
倪健在会上通报了一组数据，截至 6
月底，省属企业资产总额 1503.56 亿元，
同比增长 5.67%；营业收入 207.69 亿元，
同比增长 4.25%；利润总额全年目标是 18
亿元，实现 10.3 亿元，同比增长 62.18%，
超过序时进度 7 个百分点。今年计划投
资 142 亿元，截至 6 月底，实际完成 73 亿
元。效益和投资指标都超过“双过半”要
求，为全年目标任务完成打下了良好基
础。倪健认为，取得这个成绩是主题教
育成效的体现。

看到成效的同时，也要看到差距。
倪健指出，一些企业学习教育抓得不够
实，没有把学习研讨同解决企业改革发
展的突出问题和党的建设面临的紧迫
问题结合起来；调查研究不够细致，没
有突出重点，针对性不强，没有着眼于
解决实际问题，对阻碍企业发展的深层
次问题及企业发展的思路研究工作做
得不够；检视反思问题不够深入，对自
身存在的主观问题反省不够，对企业改
革发展的突出问题思考得不够；整改落
实效果不够明显，特别是项目问题、动
能转换问题、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得还
不到位。
倪健从深层次上提出了几点需要注
意的问题。第一，要站稳人民立场，时刻
追问初心。要多关心普通职工的收入，
关
心普通职工的幸福指数，随着企业发展，
让企业职工收入有稳定的增长，
要为社会

创造价值。第二，要切实增强使命感，扛
起海南产业发展担当。要增强产业报国
意识，勇担发展产业的使命，调整优化结
构布局，把资源往主导产业上倾斜，为主
导产业发展壮大做出努力。第三，
要抢抓
机遇，奋力作为。要增强危机感，在旅游
业、
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三大主导
产业上抓住机遇，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第四，要树立高质量发展意识，推动
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要专注主业，
在提高
产品质量上下功夫，做到科技兴企，做好
风险防范工作。第五，要发扬斗争精神，
敢于担当作为，解决企业发展问题，加大
改革力度。第六，要力戒形式主义，力行
真抓实干。要在项目建设上、推进改革
上、
创新发展上、
党的建设上实干。第七，
要杜绝官僚主义，发扬民主作风。第八，
要以思想大解放，推动改革大突破，要准
确识变、
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

围绕突出问题 切实抓好整改

省属企业深入推进主题教育工作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在省国资委
召开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理论学习集中交流研讨会上，15 家省属
企业党政一把手到会。会上，8 家省属企
业党委书记针对各自企业如何整改存在
的突出问题，进行了交流发言，并汇报了
主题教育工作的开展情况。没有现场交
流的企业提交了书面材料。
海南海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姜洪涛表示，
海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
企业转型升级。海汽党委以主题教育为契
机，
在抓好理论学习的同时，
查摆影响和阻
碍公司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经过主题教
育过程中的调研、
检视、
分析，
海汽在主业
发展方面形成了客运与旅游深入全面融合
的新思路，
主业经营在旅游网约业务和定
制化服务方面发力，
旅游客运业务在高端
客户、
入境游客户等目标市场聚焦。
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吴亚春表示，海建集团以问题为导向，深

入基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整改项
目建设和安全生产意见建议 127 条；查找
了“理论学习不深不透”、
“企业还未有效
融入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企业转
型发展进展缓慢”等 13 项问题，针对问题
从严从实检视，制订了 129 条措施，明确
整改方式、完成时限和责任分工，切实抓
好整改，
取得了初步成效。
海南华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林慧介绍，华盈公司通过征求意见座
谈、学习研讨、广泛调研等，查找出 3 个制
约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一是公司主业
不突出，持续发展能力较弱；二是历史遗
留问题较多，风险防范意识较弱；三是党
建工作基础较薄弱，基层党组织过于分
散。对标问题，华盈公司将按照“盘活存
量、用好增量、合规操作、防范风险”的工
作思路，
切实落实整改。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刘双洋表示，
受近几年宏观经济形势影

响，
公司相关业务开展和年度经营指标完
成有较大压力。为此，公司启动了“百日
攻坚冲刺”
行动，
与主题教育同步推进、
同
步落实，
公司班子成员分别深入联系点企
业开展调研，及时为金融、房地产等板块
企业出谋划策、
督促进度、
明确方向。
海南省金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王吉介绍，公司紧盯生产经营，以
“刀刃向内”的精神发现在转型发展中的
实际问题，通过 10 余次实地调研，撰写调
研报告 6 篇，把调研成果转化为破解难
题、推动公司转型发展的不懈动力。同
时以主题教育为契机，推进历史遗留问
题解决，全力打造通航产业，推动通航板
块混改，
抓实抓细党建工作。
海南省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颜毓南称，在促进企业发展上，公司延长
产业链，成立设备公司贯通生产运营上
下游，积极争取水库维护、原水输水供应
业务，拓展污泥处理市场；拓展增长点，

开展污水处理成本监审及调价工作，谋
求开展污水、供水业务划拨、重组、并购
工作，积极参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海南省免税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
佩军表示，
海免公司把推动企业提升和高
质量发展作为主题教育的落脚点，
真抓实
干促整改，
力求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实实
在在成效。下一步，
海免将借鉴中旅集团
运营经验，提升海免在物流仓储、终端销
售、运营管理等关键点的运作水平，拉动
我省旅游消费升级，
提高企业效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周湘
平表示，
公司聚焦扶贫与乡村振兴、
基层党
建工作、
矿石生产、
科学技术创新、
棚户区
改造、
企业民主管理等难点热点问题，
深入
一线开展专题调研。针对检视查找出的问
题，
从严整改，
真抓落实取得初步成效，
其
中洛克石油顺利交割，
海矿公司产业进入
了
“矿业+石油”
的
“双主业”
时代。

践行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省国资委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高党员
干部廉洁自律和拒腐防变意识，8 月 1
日，海南省国资委组织省属 15 家企业
党员干部、机关处级以上干部 130 余
人，到海南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
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全体党员干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
参观了警示教育图片展。展厅分为
“思想之魂”、
“ 前车之鉴”、
“ 忏悔墙”、
“模拟监舍”等展区，以图片的形式讲
述了一个个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因
政治意识不强、纪律不严明、原则不坚
定而误入歧途，最终进入高墙，成为国

家和人民的罪人的真实案例。这些典
型腐败案件的集中展示，给党员干部
予心灵震撼。
此外，通过观看纪录片和落马官
员自述沙画，让参会人员了解了党的
十八大以来，海南全面从严治党的主
要成果及铁腕反腐的坚定决心。
此次教育活动为党员干部敲响了
警钟，大家纷纷表示，将从中吸取经验
教训，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防线，
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强化纪律意识和
规矩意识，坚守“底线”、不碰“红线”、
不踩“高压线”。
（记者 曾丽园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