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力攻坚“去降补”
——— 二谈加快新旧发展动能转换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中央纪委网站消息，2017年2月，全国查
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077起，处理3028人，给予党政纪处分
2057人。

从查处的问题类型看，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最突出，达到465
起；其次是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和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分别是438
起、398起。

截至2月28日，2017年以来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4855起，处理7103人，给予党政纪处分5046人。

为掌握全国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中央纪委在31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39个中央和国家机关、102个中央企业、
15个中央金融企业建立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月报制度。

□ 本 报 记 者 张思凯 白 洁
本报通讯员 张 伟 吴玉华

作为我国唯一一家拥有境内外四地上
市平台的大型国有企业，如何强化党委主
体责任，为改革创新、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保驾护航？

兖矿集团管理体制上实行“一内嵌四
同步”：把党的领导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
中，坚持党的建设与改革发展同步谋划、党
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党组织负责
人及党务工作人员同步配备、党的工作同
步开展。2016年，34次党委常委会共研究

“三重一大”事项241项。在兖矿集团党委的
领导下，集团资产总额达到2260亿元，实现
了跨区域、国际化经营。

兖矿在山东省管企业中率先启动内部
巡察，创新推行了组织监督、纪检监察、
综合评价、内部巡察、职工代表民主评价

“五位一体”的监督制约机制，先后派出
11个巡察组对62家单位开展巡察，查处问
题258项，对评价未通过项目的106名责任
人追究问责。在内部巡查和民主评价过程
中，兖矿领导班子制定反腐倡廉“十条禁
令”，顶住巨大压力，清理各类中间商
6500多家，企业物资采购价格同比降低
15%以上，节约资金13亿元。

为建立“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
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兖矿集团党委半年
抽查、年底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干部考核
使用、评选树优的依据，仅2016年，兖矿
就对16个履职不力的班子果断进行了调
整，对22名不称职人员进行了组织处理。
企业的发展需要高端、有效的人才支撑和
保障。兖矿集团党委落实党管干部原则，
着力构建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选人用
人机制。2013年以来，兖矿先后引进以孙
启文博士为首的煤间接液化研发团队，以

“海归”博士为首的国家“千人计划”专
家团队，以岳光溪院士为首的锅炉超低排
放研发团队，一批批国际先进、国内领先
的煤炭转化产业项目相继落地兖矿。

同时，兖矿集团党委启动以党员为骨
干的“大众创新、全员创效”活动。来自最基
层的党员标兵、劳动模范以问题为导向、以
岗位为平台、以“互联网+”为纽带，通过创
新解决了一大批制约企业效益和效率的关
键问题，为企业扭亏增盈作出了突出贡献。
2016年初，鲍店矿的吨煤电费曾位居全公
司最高，一度距指标红线仅差2分钱。党员
技术骨干以技术改造和装备升级为两大主
线，加速技术成果在现场的转化应用，至今
年3月初，矿井吨煤电费比去年最高时下降
了4 . 52元，节约电费2892万元。

面对煤炭市场剧烈波动、经营压力持
续增大的严峻挑战，兖矿集团党委坚持把
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团结带领广大干

部职工围绕转型升级这一中心任务，以服
务煤制油工程、蓝天工程为重点，充分调
动干部、人才、员工队伍等资源要素向重
点区域、优势产业、核心企业聚集，在最
困难的时期办成了几件最艰难的大事。在
被称为“一号工程”的百万吨煤制油项目
建设中，先后动员、调配61名优秀干部赴
陕西工作，抽调260名业务骨干补充技术
攻关、生产经营一线，创造了国内煤化工
项目当年投产、当年达产、当年盈利的纪
录。

“2017年是兖矿集团改革深化、转型
突破、发展提速、赶超跨越的关键一年。
我们将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引领
企业改革创新、转型发展，力争完成煤炭
产量1 . 3亿吨，营业收入1900亿元，利润
总额30亿元，今年跨入世界500强！”谈
及企业今年的发展，兖矿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希勇信心满满。

□ 责任编辑 刘江波 廉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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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评论员

新旧动能转换，有长期性矛盾，也有
阶段性难题。就当前来讲，“三去一降一
补”是问题矛盾的焦点，也是动能转换的支
点。新旧动能转换能否取得新成效，就要看

“去降补”这场攻坚战取得怎样的进展。
围绕“去降补”聚力攻坚，是山东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的一条宝贵经验。新旧动
能的转换，是一个调整产能、提质增效的
过程，也是一个防范风险、补齐短板的过
程。化解过剩产能，让囤积的资源资本
“解套”，新的要素才能向利用效率更高
的行业领域流动；去杠杆，处理呆坏账，
既为企业减了负，也有利于防范动能转换
中的金融风险；把要素和制度性交易成本
降一降，为企业降本增效之余，也能相应
减轻动能转换压力。可以说，以“去降
补”为抓手，补齐发展短板，增强发展后
劲，传统动能才能轻装上阵，新动能成长
才能活力迸发。去年以来，我们大力淘汰
生铁、粗钢、煤炭、地炼等严重过剩产
能，妥善处置“僵尸企业”，持续推进

“放管服”改革，传统产业焕发生机，新
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新旧动能转换中
出现的一系列可喜变化，正是聚力攻坚
“去降补”而取得的。新的一年，紧紧围
绕“去降补”新任务，坚持目标导向、问
题导向和结果评价，排出时间表、划好路
线图、签订责任状，我们营造的，将一定
是动能转换的更广空间。

新旧动能之变，首先是思想观念之
变。一段时间以来，在完成“去降补”任
务中，有的地方认识上“看不清”，以为
经济一触底就会V型反弹，煤炭、钢材市
场暂时回暖了，就想复产、扩产，走“回
头路”；有的利益上“舍不得”，觉得多
年积累的库存、产能是看家本领，是实力
所在，担心把它去掉了，影响GDP和财
税；有的心态上“怕得很”，害怕关停并
转带来失业问题，引发社会风险，转型一
等再等。动能结构质的跃升，从来不是一
蹴而就，而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动能
释放过程中的曲折与起伏，往往使动能更
新呈现为一种脉冲式的波浪推升。处在这
样一个新旧动能质变前夜，任何一点认识

模糊、思维短视、犹豫迟疑，都会造成动
能转换停滞甚至倒退。摒弃短视思维，扭
转错误政绩观，主动而为，知难而进，一
锤接着一锤敲，就能在动能转换的关键时
刻发出坚决果敢的奋力一击。

“去降补”阶段不同，着力点不同，
思路、方法都必须根据新情况、针对新问
题作出相应调整。当前，去杠杆之下，宏
观调控更加注重“精准滴灌”，去库存就
不能简单利用加杠杆方式来消化；化解过
剩产能，面要更广，涉及行业也更多，采
取行政性平均分派，内生动力不足，效果
也会打折扣。在新的阶段，“去降补”每
项任务都很吃重，各项任务之间关联性、
互补性加强，更进一步增加了动能转换的
难度。把“去降补”推向深入，摸准脉
象，才能开好“药方”。相比过去的行政
化“去产能”，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
段，严格执行能耗、质量、安全等法律法
规和标准，才能倒逼行业洗牌、提质增
效；相比广泛实施的“松银根”政策，突
出因城施策和“地根”调控，才能解决房
地产结构问题，实现行业合理有序发展。

总之，奔着问题去，从行业企业具体情
况、具体问题出发，对症下药、因时制
宜、因地制宜，才能纾解“阵痛点”，培
育动能“增长点”。

充分释放“去降补”动能，改革创新
是最有力的撒手锏。收费项目清理过千，
为何还有企业叫苦不迭？有的地方房地产
库存减了，但信贷杠杆却加了不少。剖析
当前“去降补”工作中面临的种种难题，
究其根本，往往是体制机制障碍造成的。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就是要以改革为牵
引，建立起促进两者合理、有效、快速切
换的体制机制。把企业的融资成本、制度
性交易成本降下来，必须依靠财税金融、
放管服等领域改革的全面发力；彻底出清
“僵尸企业”，必须通过健全优胜劣汰的
竞争机制，完善与之配套的社会保障制
度，形成破解“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
去，债务谁来担”的合力。深化关键性领
域改革，破解体制机制障碍，用改革释放
发展潜力，激活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新的动能结构必将破茧成蝶，为山东经济
长远发展积蓄更强动力。

《大众日报·莱芜新闻》
今日面世

□记者 姜宏建 通讯员 孔 进 严文达 报道
本报济南3月21日讯 今年1月，省政府公布全省特色小镇创建名

单。近日，省财政再拨资金1 . 1亿元补助55个特色小镇，加快推进全
省特色小镇创建工作，为打造一批产业上“特而强”、机制上“新而活”、
功能上“聚而合”、形态上“精而美”的特色小镇“添筹加码”。

2016年省财政提前谋划，年初拨付首批特色小镇创建启动资金
1 . 1亿元，支持各市先行开展特色小镇创建基础性工作。在此基础
上，今年再拨资金1 . 1亿元，按照每个小镇200万元的标准，对纳入创
建名单的平阴县玫瑰小镇、淄博市淄川区双杨建筑陶瓷小镇、枣庄市
山亭区徐庄休闲慢游小镇等55个特色小镇给予补助，支持相关地区进
行规划编制，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以及特色产
业发展等，积极打造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

据了解 ,“十三五”期间，省财政将继续统筹城镇化建设等资
金，对特色小镇给予重点支持。大力推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等市场化融资方式，积极引导金融资本、民营资本等社会资
金投入特色小镇建设，凝聚各方合力满足小镇发展的资金需要，力争
高质量完成省政府提出的“到2020年创建100个左右特色小镇”的目
标任务。

根据此前公布的《山东省创建特色小镇实施方案》，特色小镇是区
别于行政区划单元和产业园区，具有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特
色和一定社区功能的发展空间平台。特色小镇要达到省级特色景观旅
游名镇标准，其中旅游类小镇达到国家级特色景观旅游名镇标准。

山东再拨1 . 1亿元

补助55个特色小镇
按照每个小镇200万元标准予以补助

3 今日关注

我国实现72小时内

查明突发传染病原
初步建立传染病应急防控技术

体系，防控能力总体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张 琳 薛丰田 报道
本报济南3月21日讯 全省首个“税保合作”项目近日在临沂启

动。临沂市国税局、临沂市地税局与临沂保险行业协会实施“税保合
作”服务小微企业发展项目，三部门签署合作发展备忘录，并与10家
市级保险机构签署合作协议。这种以建立纳税信用和保险服务挂钩机
制的推行，解决小微企业信贷融资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纳税信用
评价结果的增值运用，既助力保险公司开发优质客户，又促进小微企
业发展，实现小微企业、保险、税务三方共赢。

“税保合作”作为一个创新项目，在全省率先实现由市级税务部
门与市级保险行业协会联合，扩大“征信互动”信贷产品的受益企
业，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国税局、地税局将定期向保险公司提供
纳税信用评价结果等相关信息，保险公司根据企业纳税信用数据，对
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融资提供增信担保，或提供定制相关保险产品与
服务。“税保合作”通过以税融资、以信养信，实现纳税信用在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乘数效应”。

全省首个税保合作项目启动

2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077起
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最突出

山东今年底全面实行河长制
◆实行三步走战略，济南、烟台、淄博等已率先推行

◆发布国内首部水情教育规划，明确十三五教育目标
 要 闻·2版

兖矿集团“一内嵌四同步”，党建与改革发展同谋划，省管企业中率先启动内部巡察

党建嵌入国企发展每个环节

□记者 于向阳 报道
本报济南3月21日讯 3月22日，《大众日报·莱芜新闻》与广大

读者见面。
《大众日报·莱芜新闻》的创办，得到了莱芜市委、市政府的大

力支持。莱芜地处鲁中，是省委省政府确立的“一圈一带”建设战略
的重要城市。在新的形势下，莱芜市着眼于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提出
了“践行新理念，建设新莱芜”的奋斗目标。《大众日报·莱芜新
闻》将秉承《大众日报》的办报宗旨和理念，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为宣传莱芜、服务莱芜搭建一个全新平台，助力莱芜实现更高层次新
发展。

《大众日报·莱芜新闻》于每周三出版。

未来几年全省劳动力供给充裕，仍处人口红利期

今年我省人口或将破亿
《山东省人口发展“十三五”规划》出台，将实现1000万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发展态势及目标 人口总量

人口素质人口分布

未来几年我省劳动力

供给依然充裕，仍处

于人口红利期

到2020年，全省常住人口总量达

到10250万人左右，出生人口性别

比控制在112以内

噪“十三五”期

间，年均出生人口

155万人左右

噪年均自然增长

人数超过80万人

噪全省总人口突

破1亿人

到2020年，全省人

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9

岁左右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

受教育年限达到12年

噪“十三五”期间，

努力实现1000万农业转

移人口落户城镇

噪到2020年，全省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

人口城镇化率分别达到

65%和55%以上制制图图：：巩巩晓晓蕾蕾  相相关关报报道道见见33版版

查处问题类型

违规发放津补贴

或福利

违规收送

礼品礼金

违规配备使用

公务用车

465起 438起 398起

2月全国查

处 违 反 八 项

规 定 问 题

2077起

处理 3 0 2 8

人 ， 给 予 党

政 纪 处 分

205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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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向好 莱芜谋变
 区域观察·莱芜新闻·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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