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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综合ComprehensiveComprehensive

宁夏吴忠为制造业高质发展赋能
增加值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达61.8%

本报讯 记者邢纪国 马霞报道 近日，以“创新

驱动、智能制造、绿色发展”为主题的西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吴忠）论坛在宁夏吴忠市举办。

吴忠市委书记沈左权指出，近年来，吴忠市全

面落实制造强国战略，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

坚持以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为抓手，提升改造

传统制造业，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形成了以装备

制造、现代纺织、健康食品为主导的“3+X”产业体

系。目前，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达

61.8%，高端乳制品加工、智能仪器仪表制造等产业

在西部地区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和优势。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副局长隋静和自治区

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赵旭辉在致辞中表示，将进

一步坚定创新转型的信心与决心，更深层次支持

宁夏和吴忠的企业加大科技创新，转变发展方式，

不断开拓制造业转型升级之路，为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赋能。

□ 本报记者 叶仕春 赵 军

□ 彭 佳 陈敏汉 肖 璇

股份合作公司体制机制的改

革，最重要的就是股权制度的转

变，这决定了股份合作公司的基本

性质。而股权改革究竟应当怎么

改？改什么？深圳市宝安区通过

在试点公司实行以股权为核心内

容的系列改革，形成了股权结构更

趋合理、流转更加顺畅的新局面，

打破了僵化、固化、封闭的股权坚

冰，引起了调整公司内部治理结

构、创新公司运营管理模式、转变

政府监管服务方向等连锁反应，激

活“一池春水”。

根据1994年《深圳经济特区股

份合作公司条例》规定，股份合作公

司的股权由集体股、合作股以及募

集股共同组成。所谓集体股，是指

股份合作公司设立时由集体财产折

股后留归给合作股股东集体享受股

利利益的股份；合作股就是设立公

司时由集体财产折股后分配给股东

的股份。在2004年宝安区农城化

改制时，股权采取“一刀切”的方式

进行固化，只保留集体股和合作股

的股份设置，并结合当时多数股民

的意愿以行政村4:6、自然村2:8的

比例设定原则对集体股、合作股的

比例进行了调整。

目前，宝安股份合作公司的股

权制度是根据“以人为本”的“合作

制”设立的，随着股份合作公司的

现代化发展，其股权制度亦应向

“以股为本”的“股份制”转变，最终

实现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为此，

宝安提出了“在现阶段建立股权流

转退出机制解决当前股份合作公

司股权僵化的问题”的近期目标和

“未来条件成熟后逐步统一集体股

和合作股实现股权规范化，合作股

转为普通股，建立现代企业股权制

度”的远期目标，并按步骤推进。

以推动集体股减持
为突破口优化股权结构

按股份合作公司转型为现代

企业的发展方向，集体股应当逐渐

减少，最终取消。但在当前股份合

作公司的发展阶段，为更好实现对

股份合作公司的监督管理，目前仍

需保留并做实，为公司内部管理起

“稳定器”和“主心骨”作用。

为更好推动做实集体股，结

合2014年深圳市推动股权改革

的精神，此次改革试点规定集体

股比例原则上不能低于15%且不

高于 20%。然而，当前宝安区

246家股份合作公司中有123家

公司集体股比例超过20%，10家

试点单位中也有8家集体股比例

不在规定范围内。为此，宝安区

明确提出试点公司经股东大会批

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集体

股比例。

但具体如何调整集体股呢？

这是一个十分敏感和复杂的问题，

一旦处理得不好恐会引发大规模

的不稳定事件。宝安区根据《深圳

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关于

集体股的定义和股利分配方法，决

定以2004年股份合作公司改制后

的原股东为配股主体，将减持下来

的集体股根据2004年股份分配比

例有偿配售给原股东，但股权必须

落到符合章程规定的新增人口名

下。若家庭中无符合条件的新生

代成员，方可落到原股东本人名

下。这种减持方式不但解决了

2004年农城化改制进程过快带来

的股权历史遗留问题，也为“一刀

切”后股民家庭的新生代配了股，

十分符合宝安区股份合作公司股

民的真实意愿，改革举措受到普遍

认同。本次改革中，航城鹤洲、福

永福围、福海稔田、沙井东塘、燕罗

罗田、石岩祝龙田公司均将减持下

来的集体股配售给原合作股股东

家庭内部的新增人口，新增人口基

本为原股东的子女和配偶。公司

股权配售价格在每股的公允价值

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但不得

低于股权公允价值，股权公允价值

等于公司当年度净资产除以公司

总股数。

此外，新安街道甲岸公司将在3

年内逐年将集体股从零回购增加至

15%，并将100名于2008年新购股

份的村民列入股东名册，正式赋予

其股东身份，解决了长久以来股权

不规范的问题。通过调整集体股

比例，快速引入思想更开放、眼界

更长远的股民参与公司管理，转

变公司发展理念，为股份合作公司

注入了新鲜血液。

以“以股为本”建立
股权流转和退出机制

股权，是股民利益的直接体

现，如何确权、转让、继承、分配，事

关每一个股民的切实利益。试点

公司广泛听取股民意见，积极形成

内部共识，确定了明晰的规范指

引。经有关政府部门批准，试点公

司大胆探索，逐步建立股权内部流

转和退出机制。

推动股权设置规范化。根据股

份合作公司现有章程，理清各股民

所占的原始股份额，按现代股票市

场的规范，推动股份合作公司股份

设置实现统一，为后续股权继承、流

动、分拆、转让和赠与提供便利，同

时也使得在核算股权收益和按份额

投票等方面更加市场化和易操作，

为落实“同股同权”奠定基础。

由“一人一票制”调整为“一股

一票制”。根据“同股同权”原则调

整投票表决机制，由原“一人一票

制”调整为“一股一票制”，股东或

者股东代表就其拥有或者代表的

股份行使表决权。

建立股权退出机制。10家试

点公司均已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公

司股权继承、赠与、转让、回购的相

关规定，除航城鹤洲规定股权流转

必须在拥有鹤洲户籍的村民之间

转让外，其余公司均将股民身份户

籍条件放宽到全国（部分包括港澳

台）。该项举措直接打破了股权

“生不增、死不减”的固化僵局，允

许股份合作公司通过多种途径实

现股权流转，顺利解决股份合作公

司在股权流转过程遇上的特殊问

题，缓解了公司内部股权矛盾，同

时有效解决了当前股民最关心、公

司最迫切解决需要的法定表决人

数不足的问题。

推动项目公司增资扩股。在

保障股民收入和分配收益、股东

（代表）大会达成共识的前提下，配

合片区改造和城市更新，设立项目

公司，以增资扩股方式向公司原股

东和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新增

人口募集资金。蘅芳公司董事长

梁木胜透露，董事会正在研究股份

合作公司以新项目为依托，以A+

B股的形式进行改革。A股为原

有居民的原始股，B股则为新项目

的所得利益成立专门的股权基金，

基金里的股权平等有偿分配给嫁

入的媳妇和原居民的新生代，让所

有的户籍居民享受到公司发展带

来的福利和权利，实现股民和股份

合作公司共同富裕。

2019年1月12日，沙井街道

东塘股份合作公司率先召开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新章程，将集体股减

持并做实集体股、明确股权继承

和流转规定、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和内部管理体系等改革举措以修

订章程形式落到实处。目前，有8

家试点公司先后召开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章程修订案，股份合作公司

章程表决通过率达90%以上，得到

了股民的一致认可。福永福围公

司已完成新增股东名单确认工作

并将新股东名册报商事登记部门

备案，股东人数从752人增加至

1070人，股民安全感、获得感显著

增强。

股权改革无异于一场深刻的

革命，尽管复杂敏感，“骨头难啃”，

但宝安区委、区政府及试点公司勇

于面对困难挑战，认真研究分析痛

点堵点，找准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实践证明，

试点改革解决了大量历史遗留问

题，消除了诸多不稳定因素，无一

上访，其举措得到广泛认同。

股权改革激活“一池春水”
——深圳宝安区深化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改革的经验与探索之二

江苏金湖全面开展标准化建设实践
累计成交1857宗农村产权交易项目

本报讯 近年来，江苏省金湖县作为农村产权交

易市场标准化建设省级试点单位，全面开展标准化

建设实践，参与起草制定了两项农村产权交易江苏

省地方标准。2018年以来，累计成交农村产权交易

项目1857宗、交易额5.3亿元，成交5737个标段、交

易额约16.05亿元，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笔数及贷

款额、农村产权交易工作考评均居江苏省前列。

硬件设施标准化。金湖县建成县级农村产权交

易平台、镇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实行统一实施、

分级管理的运转机制，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建设实现

两级平台全面联控。

交易流程标准化。金湖县出台了规范土地流转

文件、土地经营权价值评估指导意见，发布经营权流

转交易价格指数，指导土地有序规范流转。通过建

立评委专家库、小型建设企业库等，规范服务市场交

易中各类行为。

交易监管标准化。金湖县出台了产权交易“应

进必进”文件，承包土地经营权、水面养殖经营权、村

级小型公益工程等10类农村产权全部进场交易，促

进资源要素充分流动，还有效防止村干部以权谋私。

档案管理标准化。金湖县建成全省首家农村产

权交易“三星级”档案室，实现档案收集、整理、保管

和利用的规范化。（王 冬 姚月军 王明龙）

集成化改革集成化改革
跃出跃出““幸福幸福江阴江阴””

江苏江阴集成化改革以行

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先手棋”和

“当头炮”，通过权力下放、整

合，机构精简，服务流程化、数

据化，大幅提升政务效率，也规

范了权力运行。图为江阴市周

庄镇山泉村村民在社区综合服

务中心内查询养老保险信息。

新华社记者 李 博 摄

□ 李 伟

安徽萧县“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开展以来，各乡

镇各单位聚焦主题教育的根本任

务、总体要求和具体目标，迅速启

动、精心筹划、周密部署，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县委主题教

育安排部署，确保从严从实推深主

题教育，扎扎实实取得实效。

迅速传达 深入贯彻

萧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会

议召开后，县四套班子办公室“趁

热打铁”、迅速启动，为主题教育

“开篇”起到带头示范作用，做到先

学一步、学深一层。

县委办公室坚持原原本本学、

集中研讨学、创新形式学、联系实

际学、正反典型学，让主题教育成

为激发工作热情、推动工作落实的

新动力。县人大办公室迅速传达

会议精神、迅速建章立制、迅速开

展理论学习，以“三迅速”按下主题

教育“启动键”，实现学习教育再升

温，推动主题教育有序开展。县政

府办公室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主

题教育工作始终，结合学习进度和

工作实际，列出周学习清单，让党

员干部参与主题教育有章可循，依

托微信群、公众号等线上平台，常

态化跟紧跟进学习，确保主题教育

学习全覆盖。县政协办公室精心

筹划读书班，带头学习优秀共产党

员焦裕禄、身边榜样王於昌等先

进典型事迹，组织开展诵读党章、

警示教育、革命传统教育，进一步

坚定初心、照亮使命。

聚焦主题 明确任务

萧县各单位紧紧围绕深入学习

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一根本任务，引导党员、干部以理

论滋养初心、以理论引领使命，抓实

抓好学习教育。

县委组织部结合“主题党

日”，部机关全体党员共同诵读

《党章》，印发主题教育党建党史

知识测试，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

自觉遵守党章，增强党性修养。县

妇联推深做实“党性教育十分钟”，

制发学习清单，围绕“两书一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主题教育重要

讲话精神、关于群团工作和妇女工

作重要论述开展学习，引导党员深

刻理解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自觉

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县供电

公司明确主题教育目标要求，制发

“一表一册”，以《主题教育任务计

划表》细化工作任务、责任、时限，

做到常规任务细化到周、重大任

务精准到天，并以《主题教育知识

手册》答疑解惑，及时消除党员干

部学习盲点，确保学有所得、学有

成效。

学做结合 知行合一

萧县各单位坚持实绩导向，

把开展主题教育与中心工作相结

合，边学边做、边做边改，以知促

行检视学习教育成效。

县政府信访局抓住主题教育

契机，压实信访积案化解责任，制

定《萧县2019年度“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化解信访积案

工作方案》，建立每访必结制度、

定期通报制度，健全完善会商制

度，促进“事要解决”，切实做好信

访积案化解工作。县民政局结合

工作实际，在主题教育工作中开

展民政领域脱贫攻坚、养老机构

安全管理、养老服务质量提升和

推进公益性公墓4个专项行动，

制定“提能力、立规矩、转作风、促

落实”工作方案，坚持边查边改、

立行立改，确保主题教育扎实开

展，切实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

里”。县经济开发区依托主题教

育开展环境整治、企业安全生产

隐患检视工作，突出整改实效，实

现污水处理提档升级，隐患整改

率达到70%。

创新形式 丰富载体

王寨镇整合碎片化时间解决工

学矛盾，利用每天早上晨会时间组织

党员进行集中学习，结合领导干部上

党课和“我是党课主讲人”活动，由党

政班子成员带头讲党课，排出讲课时

间表，坚持一天一讲，学习成效显著

提升。祖楼镇创新实施随听学模

式，党员在自学时将主题教育重点

内容、难点语句和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等通过手机语音录制下

来，利用下户走访、回家路途等空余

时间进行重复播放视听。

龙城镇开设“两个人的课堂”，

助推学习教育全覆盖，30余支党员

志愿者服务队上门帮学送学求学，

年轻党员与老党员同温入党誓词，

齐学政策精神，重忆初心使命，互

检差距不足，以“老带青”“青帮老”

互助式教学，疏通学习教育“末梢

神经”。闫集镇整合党员活动室、

党员教育培训基地、远程教育终端

站点、QQ群、微信群等教育资源，进

行“连线式”党员教育，实现室内教

学和现场教学相结合、“线上”“线

下”相结合，确保形式多样全覆盖，

以学促教出实效。

聚焦主题明方向 立足实际增实效
——安徽萧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纪实

山东青岛地铁2号线延长段开工
国际邮轮港建设同时启动

本报讯 近日，青岛地铁2号线延长段开工暨

国际邮轮港建设启动仪式在山东青岛举行，山东省

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出席仪式并宣布项目

启动。

据了解，青岛地铁自2009年11月开工至今，走

过了高质量快速发展的10年，已开通运营4条线

172公里，在建4条线155公里，轨道交通建设给城

市发展带来的溢出效应逐步显现。后海区域见证

了百年青岛的沧桑巨变，也承载着老青岛的城市记

忆，此次2号线延长段的开工建设及日后的通车，将

为邮轮母港的开发和建设提供“地铁加速度”。

在2号线延长段开工仪式上，青岛国际邮轮港建

设同时启动。青岛国际邮轮港位于主城区核心位置，

总占地面积4.2平方公里，启动区包括山东港口青岛

港1号、2号、6号码头及其腹地，占地面积约77.5公

顷，主要功能为文化、旅游、商务、餐饮等。未来将依托

百年老港优质资源，集聚邮轮旅游、金融贸易、智慧创

新、商务文化四大产业，打造成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创

新中心的核心承载区。 （孙 俨 赵 宗）

新疆阿瓦提叫响“中国棉城”
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植棉历史悠久，是全

国优质棉基地县、新疆区域原种繁育基地和棉花优

质高产高效示范区，被称为“中国棉城”“中国长绒

棉之乡”。阿瓦提县出产的棉花品质优良，不仅纤

维长度长，还具有纤维强度高、色泽好、弹性好的特

点，是纺高支纱和特种纺织工业不可缺少的原料。

图为新疆鲁泰丰收棉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人在棉纺

厂工作。 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