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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改革三年行動完成 70%目標

適時組建新央企集團
【香港商報訊】駐京記者張麗娟報道：2021 年中央企業重組整合動作不
斷。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秘書長、新聞發言人彭華崗昨日在國新
辦發布會上表示，去年重組整合項目之多、力度之大、規模之新、效果之
好，前所未有。他透露，2022 年將穩步推進鋼鐵等領域的重組整合，在相關
領域適時研究組建新的中央企業集團。

積極整合糧儲加工港口碼頭
彭華崗強調，2022 年將把落實《關於新時代推進國
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的意見》有關要求和實施
國企改革三年行動結合起來，以市場化為原則，依法
合規、積極穩妥指導央企做好重組工作。具體包括，
做好總體統籌規劃，更加注重專業化的整合和產業布
局的調整；在戰略重組方面，聚焦落實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創新驅動發展、建設製造強國等國家戰略，按
照 「成熟一戶、推進一戶」的原則，穩步推進鋼鐵等
領域的重組整合，在相關領域適時研究組建新的中央
企業集團；在專業化整合方面，將以業務做強做精為
目標，以優勢企業為主體，積極推動糧食儲備加工、
港口碼頭等領域的專業化整合，切實提升資源配置效

率和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國企改革三年行動計劃已實施兩年。彭華崗表示，
過去一年，國資央企順利完成國企改革三年行動 70%
目標任務，取得一系列重要階段性成果：中國特色現
代企業制度和國資監管體制向更加成熟定型邁出實質
性步伐；企業市場化經營機制改革在更大範圍、更深
層次破冰破局；戰略性重組、專業化整合、戰略性新
興產業布局有力推動國有資本結構優化提升。
今年是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收官之年。彭華崗表示，
將加強督導督辦，嚴格落實考核責任，逐項銷號清
零。

央企混改要避免「一混了之」
「去年中央企業通過市場化方式，實施混改的項目

超過 890 項，引入社會資本超過 3800 億元。」彭華崗
透露，中央企業在引進各類社會資本開展合資合作的
同時，也從加強產業鏈合作、培育壯大新增長點出
發，通過市場化方式，開展對民營企業的參股投資。
目前，中央企業對外參股企業超過 6000 戶。
彭華崗強調，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提高國有企業活力
的重要途徑，要求很多試點先在混改企業試。同時，
混改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國企改革的
全部，也不是國企改革的唯一方式。國有獨資企業、
全資企業一樣也可以搞好搞活。要根據企業功能定
位，對推進混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進行充分研究，避
免一混了之，同時也堅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去年央企營收創歷史最好水平
2021 年央企經營業績創歷史最好水平。彭華崗介
紹，2021 年中央企業實現營業收入 36.3 萬億元，同比
增長 19.5%，兩年平均增長 8.2%；實現利潤總額 2.4 萬
億 元 ， 凈 利 潤 1.8 萬 億 元 ， 分 別 同 比 增 長 30.3% 和
29.8%，兩年平均增速分別 14.5%和 15.3%。2021 年初
制定的營業收入利潤率、研發投入強度、全員勞動生
產率和資產負債率目標也得到了全面完成。
去年，新能源汽車、北斗、電子商務、區塊鏈等一
批數字協同創新平台落實落地，新能源、5G 應用等
戰略性新興產業布局的力度加大。

滬深京去年新增上市公司數居三甲
專家指城市競爭力展現「強者恆強」趨勢
【香港商報訊】記者伍敬斌報道：2021 年，A 股市
場新增上市公司 524 家，刷新了 A 股市場紀錄。在所
有城市中，上海新增的上市公司最多，有 48 家；深圳
新增上市公司 41 家，位列第二；北京排名第三，新增
上市公司 40 家。專家表示，此三城都有較為明顯的優
勢，因此能夠湧現出更多的上市公司。在集聚效應
下，區域發展容易出現 「強者恆強」的趨勢，所以未
來滬深京的發展優勢可能將愈發凸顯。
有統計數據顯示，2021 年全年新增 A 股上市公司
524 家，刷新滬深市場紀錄。
在省級層面，除青海和甘肅為零新增外，其餘 29 個省
（市、自治區）都有企業走向資本市場，廣東（92 家）、
浙江（87 家）、江蘇（86 家）排名 「前三」的地位無
人撼動。而從城市的層面來看，共 143 座城市有企業
新增，上海、深圳、北京的新增上市公司數量在所有

城市中排前三位。
國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長劉勝軍在接受本報記者採
訪時表示，對於 A 股市場來說，近兩年最大的變化就
是設立科創板、註冊制改革，以及北交所成立。科創
板在上海，那麼對於上海的企業來說顯然是有地利，
並且上海也在打造全球科創中心，又有以張江為代表
的生物醫藥基地，所以上海的新增上市公司數量排第
一符合預期。
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橋頭堡，創新精神以及企業家
精神一直很活躍，也有一批代表性的企業，如華為、
騰訊、大疆等，受他們的帶動，加上深交所的便利，
深圳在中國資本市場也有很重要的地位。
北京此次能夠在新增上市公司的數量上排第三，優
勢有二：第一，北京是首都，政治經濟資源較為集
中；第二，北京名校密集，中關村當年也是中國最為

國家冰球訓練
基地落地龍崗
近年來，在 「北冰南展」的國家戰略支持下，冰雪運動在
深圳彰顯獨有的魅力、活力與潛力。深圳市文化廣電旅遊體
育局副巡視員王志強介紹，深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冰雪
運動發展。在深入推動落實 「北冰南展」戰略方面，深圳通
過制定冰雪運動發展的相關扶持政策、積極引進冰雪相關重
大項目、支持舉辦高水平冰雪賽事等，加快發展冰雪運動和
產業。
據悉，2020 年修訂體育產業發展專項資金相關政策時，深
圳將冰球項目納入體育產業專項資金扶持範圍，使其適用於
對於高端體育賽事和職業體育俱樂部的各項扶持政策。龍崗
區也出台了相關扶持政策，在資金、人才引進、基地保障等
方面給予較大的支持。
自 2017 年 11 月國家女子冰球隊宣布正式落戶深圳龍崗，
龍崗區在國家女子冰球隊 「住、訓、行」等方面提供了完善
的支持和保障。國家體育總局冬運中心、廣東省體育局、深
圳市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深圳市龍崗區文化廣電旅遊體育
局、昆崙鴻星女子冰球俱樂部 5 方簽署了《關於共建深圳龍
崗國家冰球項目訓練基地合作協議》，合作興建國家女子冰
球隊專屬訓練基地。該基地是支撐國家冰球隊在南方訓練的
重要基地，也是廣東隊備戰大型運動會的基地。
深圳還出台了《深圳市體育產業園區和基地管理辦法》，
積極支持深圳昆崙鴻星冰球俱樂部共建冰球國家隊項目。
2021 年 8 月 3 日，國家冰球項目訓練基地正式落地深圳龍
崗。

易煉紅與港澳委員
共話建設富裕江西
【香港商報訊】江西省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日前
舉行聯組會議，江西省委書記易煉紅參加第一大組
討論，與民建、工商聯、經濟、特邀（香港、澳門
地區）界別委員一起深入交流、聽取意見建議。
會上，聚焦 「加快構建現代經濟體系，全面建設
富裕江西」主題，14 位委員結合各自工作實際和調
查研究進行發言交流，並與省直有關部門負責人互
動討論。大家開門見山、敢於直言，說現象客觀翔
實、探內因分析透徹、談問題有理有據、提建議系
統全面。
易煉紅結合委員們發言建議，針對江西省經濟社
會發展中存在着短板問題，就如何 「全面建設富裕
江西」作了明確而具體的闡釋。他強調，全面建設
富裕江西，必須豐富頭腦，必須豐富機制，必須豐
富平台，必須豐富人才，必須豐富產業業態模式，
必須豐富政策措施。
周萬里

安徽省生產總值
連跨三個萬億關
【香港商報訊】記者秦炳煜、柏永、吳敏報道：
安徽省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日前在合
肥隆重開幕。
安徽省省長王清憲作政府工作報告時介紹稱，安
徽從 1 萬億到 2 萬億，用了 5 年時間；從 2 萬億到 3
萬億，用了 4 年時間；這一次，從 3 萬億到預計突破
4 萬億，用了 3 年時間。安徽省生產總值連跨 3 個萬
億大關。
在 GDP 總量大幅躍升的同時，安徽在全國的排名
也在穩步前進。2021 年上半年，安徽全省生產總值
20576.5 億元，超越上海市的 20102.53 億元，躋身全
國前十。
【又訊】昨日下午，安徽省政協第十二屆委員會
第五次會議在合肥舉行閉幕會，唐良智當選省政協
主席。

集聚效應提升城市競爭力

【香港商報訊】記者童文武報道：在重慶市五屆
人大五次會議上，城市更新、 「近者悅、遠者來」
美好城市建設成為代表們熱議的一大焦點。
大渡口區曾經是中國鋼鐵工業的重要承載區，隨
着時代的發展，曾經的 「工業銹帶」正在蝶變為
「人文秀帶」。重慶市人大代表、大渡口區委書記
余長明接受記者採訪時如是說。
余長明表示，我們將立足新發展階段，以推動高
質量發展為主題，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
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以清明清正清新的政治生
態、業興城興區興的發展勢態，加快建設 「公園大
渡口、多彩藝術灣」。未來五年，大渡口區將全力
做靚藝術灣、重慶新名片。

上市公司新增越多，從某種角度來說，也能說明城
市的競爭力、活力越強。劉勝軍認為，從經濟發展規
律來說，企業在某個區域集聚，會帶來一種競爭優
勢。許多創新企業集中於一處，就會帶來人才優勢和
大量資金，形成一種良性循環，那麼這個城市的優勢
就會越來越大。所以，可以預見未來上海、深圳、北
京的競爭力仍然是十分可觀的。
另外，杭州在排名中列第四，新增上市公司的數量
與前三名相差不多。前四個城市新增上市公司的數量
遠超後面的城市，說明經濟的要素還是傾向於創新能
力較強的地方。

一系列大型冰雪項目在建中
生參與冰球體驗活動，鼓勵相關俱樂部開展免費
冰球體驗課，培養青少年的冰雪運動興趣。
為了讓冰雪運動更受人們喜愛，深圳還引進了
一系列的冰雪娛樂項目，比如正在建設的位於寶
安區的融創深圳冰雪文旅項目和大鵬新區的金沙
灣國際樂園項目。前者定位為擁有世界最大室內
雪世界的冰雪文旅綜合體，後者將建成集冰雪運
動、娛樂、餐飲、表演於一體的大型室內冰雪主
題娛樂公園。
相信深圳的這一系列大型冰雪文旅項目，將為
南方冰雪運動發展帶來新的增長點。

冰雪運動蘊含巨大發展空間
除了對群眾的普及，各種專業賽事是呈現一個
城市冰雪運動發展水平的重要體現。通過對高水
平賽事給與政策扶持，深圳不僅積極引進高水平冰
雪運動大賽，同時積極打造自有的冰雪品牌賽事。
2017 年以來，深圳共舉辦高水平冰雪賽事 20
場。深圳昆崙鴻星冰球俱樂部自落地後，先後代
表深圳龍崗征戰 CWHL、WHL 等國際女子冰球聯
賽。該俱樂部的一線隊伍中，擁有多名入選國家
隊、國家青年隊的冰球運動員及 10 多名美國、加
拿大等優秀外籍隊員；同時，俱樂部還採用梯隊
升 級 訓 練 模 式 ， 培 養 建 立 了 U6、 U8、 U10、

地方兩會

大渡口要做重慶新名片

深圳世界之窗阿爾卑斯冰雪世界。
深圳世界之窗阿爾卑斯冰雪世界
。

通過國家女子冰球隊的帶動，冰雪運動在深圳
建立起廣泛的群眾基礎。
王志強表示，在群眾性冰雪運動組織方面，深
圳擁有冰上運動輪滑協會、深圳市冰球協會、深
圳市龍崗區冰球協會等 3 個群眾性冰雪運動組
織。在職業俱樂部方面，深圳擁有昆崙鴻星冰球
俱樂部。
據悉，昆崙鴻星冰球俱樂部等龍頭企業會經常
性地開展各層次和類別的青少年冰球訓練和比
賽，不斷夯實深圳的冰球群眾基礎。深圳鼓勵企
業舉辦冰雪活動，同時，深圳積極組織中小學學

A6
S6

出名的創新中心。北交所成立後，北京的上市公司能
夠大量新增，不足為奇。

深圳冰雪運動潛能巨大
北京冬奧會舉辦
在即，冰雪運動正
風靡全國。在深
圳，雖然面臨着
「缺冰少雪」 的自
然環境，但經過積
極探索，仍然成功地推進了冰雪運動的發展。國家發改
委近日發布的《關於做好近期促進消費工作的通知》提
到，要乘勢而上擴大居民冰雪消費。積極實施冰雪旅遊
發展行動計劃，大力拓展冰雪競賽表演市場，打造冰雪
運動品牌賽事，進一步提升北方冰雪消費參與度，充分
挖掘南方冰雪消費潛力。分析人士認為，新興的冰雪運
動將成為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
香港商報記者 易小婧 伍敬斌

http://www.hkcd.com

U12、U14 的多支青少年冰球訓練梯隊。
當前，深圳正在為 2035 年建成 「國際著名體育
城市」而努力，冰雪運動作為運動中的一大類，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業內人士表示，有數據顯
示，2020 年，深圳體育產業總產出超 1000 億元，
增加值超過 418 億元；深圳居民人均體育消費約
3175 元，佔人均消費支出比重達 7.8%。這體現出
深圳市民的體育消費力旺盛。
南方冰雪稀缺，正是因為如此，冰雪運動在南
方可能更受歡迎，其中蘊含着巨大發展空間，有
望將成為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

央企保障冬奧供電
【香港商報訊】駐京記者張麗娟報道：北京冬
奧保障工作離不開央企的全力支持。國務院國有
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秘書長、新聞發言人彭華崗
昨日透露，國資委專門成立了服務保障北京 2022
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協調工作機制，指導推動中
央企業高質量、高標準參與冬奧會的籌辦、建設
以及服務保障。
彭華崗表示，央企不僅高效率高水平完成冬奧
會競賽場館建設，高標準嚴要求落實京張高鐵等
基礎設施建設任務，同時還高質量高水平做好冬
奧會相關服務保障。
彭華崗介紹，中央建築企業從選址規劃到周密
設計，從緊張建設到高效測試，如期完成了 12 個
冬奧競賽主場館中的 10 個場館的參建（改造）任
務。
其中，中國中鐵、中國鐵建等企業承建的京張
高鐵項目，採用自主可控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
在多項關鍵核心技術上實現了突破，讓當年京張
鐵路的 「爭氣路」變成如今的 「先行路」，續寫
了 「百年京張」新傳奇。
中國石油、中國石化全力保障冬奧場館建設運
營油氣供應和新型加氫站建設，為冬奧會提供專
業、優質、清潔、可靠的油氣產品服務。
國家電網則建設完成了北京冬奧電力運行保障
指揮中心，將賽區的供電可靠性提高到
99.999%。
彭華崗表示，這是歷屆冬奧會最高標準，並在
奧運會歷史上首次實現了全部場館 100%綠色供
電。

冬奧村裝上「吉林門」
【香港商報訊】記者冀文嫻報道：運動員入住
北京冬奧會的冬奧村後，每天都會觸摸到 「吉林
製造」。
其中，冬奧村的優質木門來自吉林森工集團旗
下全資子公司北京霍爾茨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目前，吉林森工北京霍爾茨門業公司已為北京
冬奧村（冬殘奧村）安裝了 8374 樘木門產品，獲
得了北京冬奧會組委會的肯定與認可。
為了符合北京冬奧會組委會要求，企業花費半
年多時間用於技術攻關，嚴格把控產品的甲醛排
放量和靜音標準，最終在諸多強勁競爭對手中脫
穎而出。此次為北京冬奧村生產的 T 型門擁有優越
的隔音性能，能夠為運動員提供舒適安靜的休息
場所。
另外，為更好地服務於北京冬殘奧會的人性化
需要，該公司還研發生產了障礙推拉門等設施，
可使運動員實現方便自由的開合操作，這些都為
北 京 冬 奧 村 的 優 質 居 住 體 驗 提 供 了 「吉 林 方
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