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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冉瑞成报道：重庆市国
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日前集中签约 28
个项目,总金额 835亿元，涉及股权转让、
增资扩股、股权投资基金等多种形式。

重庆市长黄奇帆说,从 2003 年市国
资委成立至今,重庆国资快速发展,全市
40 余个国企集团全部完成公司制改造,
下属的 1500 多家企业法人中 63%形成

混合所有制,在全市 1.8 万亿元的国有资
产里,非公经济资产占到 47%。今年以
来，市国资委面向社会资本首期推出 110
个总额 2650 亿元的开放项目。目前,全
市批准实施和签约的国资国企混合所有
制改革项目总金额已有 2000多亿元。

据介绍，重庆确定了以发展混合所
有制经济为主线的国资国企改革路径，

并明确“混改”的五种方式：一是通过引
进战略投资者、吸引社会资本参股等，推
动市属国有企业集团层面“混合”发展；
二是推动国企整体上市，力争到 2020
年，40 个国企集团中 28 个实现整体上
市；三是改组、组建渝富集团、重庆地产
集团等 3 家资本管理运营公司，设立、运
作一批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混合”经济；

四是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广泛开展 PPP 合
作；五是通过国企技术人才持股、职工持
股、管理层持股等，发展混合所有制。

国资国企改革有效地推动了重庆国
企调结构、转方式、稳增长。截至今年 10
月，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98
亿元，同比增长 26%；上缴税金 197 亿
元，同比增长 24.4%。

重庆国资国企“混改”再签28个项目
目前“混改”项目总金额逾 2000 亿元

改 革 发 展 新 景 象

广西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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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

骁骏 童政报道：近
期，广西壮族自治区
农业厅印发《关于做
好 2014 年农民培训
工作的通知》。按照通
知要求，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认定管理工
作开始在柳州、钦州、
贺州 3 个市及横县、
兴安等 35 个县推进。
今年广西全区计划培
育新型职业农民 1.5
万人左右，并根据农
民教育培训情况、生
产经营规模和水平，
以 县 级 为 主 组 织 认
定，为符合条件者颁
发 新 型 职 业 农 民 证
书，建立初、中、高“三
级贯通”的证书制度，
形成新型职业农民知
识更新和晋级体系。

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以培育生产经营
型、专业技能型和社
会服务型职业农民为
目标。其中，生产经营

型职业农民是培育重点，中央财政按
人均 3000 元进行补助，累计培育时
间不低于 15 天；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
务型职业农民，按人均 1000 元进行
补助，累计培育时间不少于 7天。

据了解，受训农民在培训结束后
将进行考核，合格者获颁培训合格证
书，并记入相应学分。拿到合格证的
学员可申请“新型职业农民”认定，获
得认定的农民在农业补贴、金融信
贷、农业保险等方面可获得倾斜和优
惠。新型职业农民证书每两年审核一
次，如主营业务达不到相关标准，或
农业生产时有违法、不诚信行为，则
取消资格证书。

本报武汉 12 月 16 日电 记者郑明

桥、通讯员沈蕾报道：今天 14 点 45 分，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87 客机，
从武汉天河机场起飞，经过近 13 个小时
的飞行，于当地时间 10 点 55 分直达美
国旧金山。

武汉市交委负责人介绍，直航从武
汉直接出关，比从其他城市中转更简单
快捷，“这条直航航线的意义在于更容易
将武汉打造成中部赴美洲的转机枢纽。”
直航消息一传出，赴美客流迅猛增长。南
航湖北分公司总经理蔡治洲介绍，该航
线每周二、四、六飞 3 个班次，从 12 月份
7 个航班的销售情况看，往返上座率均
超过 93%。蔡治洲说，“目前在南航所有
分公司中，武汉是开通洲际航线最多的
城市。未来几年，武汉将迎来国际航线拓
展加速期。”

武 汉 市 旅 游 局 统 计 资 料 表 明 ，
2014 年，武汉共接待美国游客 17 万多
人次，比上年增长 56.72%。美国已经
成为武汉市第二大客源国，且有与年
俱增的趋势。随着武汉至旧金山航线
的开通，双方的交流合作愈加紧密。

旧金山是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园“硅
谷”所在地，武汉拥有中国唯一的光纤
产业基地“光谷”。美国驻武汉总领事
馆总领事周重山说，硅谷与武汉的光谷
交流频繁，形成了良好的产业互动，航
线的开通将进一步促进两地间的经济
发展与旅游往来。

南航开通武汉至旧金山直飞航班南航开通武汉至旧金山直飞航班

本报讯 记者乔文汇报道：“这只盒
子能把阳光存起来变成电，电视、电饭锅
就不再是摆设啦。”新疆柯坪县玉尔其乡
村民托乎提汗·玉山告诉记者。她说的
盒子是一套户用光伏系统，能够将太阳
能转化为电能，让一家人告别无电的历
史，“家里亮堂起来了，也热闹起来了。”

在 2012 年底前，托乎提汗·玉山是
新疆 21.89 万户、87 万无电人口中的一
员。这些群众大部分在偏远山区，居住
分散、流动性强，其中电网无法覆盖的人
口有 5.08 万户、20.1 万人。截至今年 10
月，这些群众的用电问题已基本解决。

新疆地理环境复杂，在边远山区实
施电网延伸工程难度大、成本高，且不适

宜流动性强的农牧民。同时，当地光热
资源丰富，太阳能开发成为解决无电人
口用电的重要突破口。国家能源局《全
面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三年行动计划

（2013-2015 年）》提出，开展电网延伸
供电工程和光伏独立供电工程，在“十二
五”时期全面解决新疆无电人口用电问
题。其中，通过开发太阳能，实施光伏独
立供电工程由中电投等８家央企承担。

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由中电投新
疆能源化工集团公司负责，涉及 14 个县
5600 户、近 1.9 万人无电人口。到今年
8 月底，该公司已将户用光伏系统全部
安装完毕。据介绍，每套设备造价近万
元，设计使用寿命 20 年，由晶体硅光伏

组件、支架等部件组成，功率 380瓦。
记者在托乎提汗·玉山家看到，户用

光伏系统说明书使用维吾尔语和汉语，
设备操作简单、便于携带，背在身上就能
带走。每套设备可满足电视机、冰箱、节
能灯、小型农具等供电需求。中电投新
疆能源化工南疆分公司总经理岳志贤表
示，为保证设备正常使用，公司在做好技
术服务的同时，还对用户进行了培训，使
农牧民能够独立操作，并能完成简单的
故障排除和修理。

推广户用光伏系统，不仅解决了偏
远地区农牧民的用电问题，还改善了生
态环境。以前，无电户做饭升火要砍拾
红柳、梭梭等，如今用电器就解决了。

新疆开发“户用光伏系统”造福农牧民

（上接第一版）

广东省高州市根子镇是全国有名的荔枝之乡。得益于
4G 网络的覆盖，村民们把生意搬到了电脑和手机上。村民
何建和说，以前荔枝批发最高只有每斤5元，现在通过电商网
络渠道可以卖到每斤15元。在镇上的古荔枝园贡园，入口处
有一座二层红砖小楼，挂着“大中电商贡园大唐皇荔生产基
地”的牌子，园子里一株1300多年树龄的荔枝树上挂着“荔乡
易购网”的二维码，广东移动工作人员指着远处大岭头山上的
基站说，就是依托4G基站，把电商吸引到了这古林子里。

据了解，目前广东移动的 4G 网络已覆盖全省 10 条地
铁线、全省 100 多个人才市场、近 500 所大中专院校、300
多个省内重要交通枢纽，800 多家专业批发市场，全省
1100多个乡镇，还有全省所有 3A 级以上的旅游景区。

打造首个“免流量联盟”

钟天华表示，4G 时代“流量为王”，流量已经成为用户
通信消费的主体。为此，广东移动积极推动市场转型，围绕
客户关心、社会关注的流量收费问题，不断创新，推出了“流
量共享”、“流量转赠”、“流量红包”等一系列全新的 4G 流
量产品体系，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

广东移动还寻求合作伙伴，打造了首个“免流量联
盟”。免流量由单个 APP 应用程式转变为多个 APP，免流
量领域扩展到电商、游戏、阅读、金融、娱乐、应用分发等 6
大领域。在湛江市赤坎区的全球通营业厅里，店长贾小嘉
介绍，一年来广东移动 4G 资费多次下调，入网门槛从 128
元降到了 58 元。为保护客户权益，超套餐外的流量，广东
移动采取了 500 元流量费以及 15GB 流量双封顶的政策，
在达到封顶值时，广东移动将自动实施流量保护措施。

“给力”的服务诠释 4G 应用

一年来，广东移动还不断创新 4G 技术在政务、交通、
传媒、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应用，以更加“给力”的服务
阐释着 4G时代的内涵。

在茂名，广东移动借力 3G、4G 搭建起物联网。茂名移
动副总经理裴红津介绍，今年公司与茂名市电力部门合作，
在市区范围内的电表上安装芯片，实现了电表自动抄表并
回传数据，为电力部门调控供电提供依据。

电白区是茂名市辖内唯一的沿海区域，每年都面临
台风袭击。为此，电白移动推出了“应急预警大喇叭平
台”，及时将气象预警信息发送到党委政府大楼、三防办、
农业、国土、教育、民政等部门的 LED 显示屏上，并在村委
会、居委会的预警自动广播扩音器中播报。

在湛江市法制局，局办公室副科长吴兴和向记者展示
了他们使用的政企云 OA 应用平台，平台分为办会、办文、
办事 3 个系统，可以从电脑和手机上登录平台，随时随地接
收处理公文，不会出现公文积压的情况，走到哪个环节一目
了然。在湛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张振勇说，移动
OA 办公平台节约纸张，提高了效率，加上后台数据全部放
在政企云，由移动公司负责维护，还节省了服务器运营维护
费用。湛江移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湛江所有的党政部门
都安装了公司开发的公文交换系统，政府所有公文都可以
实现自由交互，随时查阅跟进。

在行业信息化应用方面，广东移动更是新品迭出。
他们与广州市公安局合作的高清视频系统项目，依托 4G
网络新建上万个高清视频图像采集点等配套设施；在深
圳推出“4G 智慧医疗系统”，将 4G 技术首次应用于医疗

“全过程”；与浦发银行、中国银行合作推出了基于 4G 网
络的离行 ATM 机；研发的“食药监管”移动执法 APP，具
有登录认证、表单录入、拍照上传、待办列表、已办列表、
商户查询、商户定位等功能，执法人员可通过 4G 手机、平
板电脑等终端随时随地查询食品药品基础数据，并将检
查结果上传和分析。用广东移动员工的话形容，4G 的应
用正以 4G 的速度推进。

实现与合作伙伴的共赢

按照钟天华的判断，“2015 年是 4G 发展的黄金期，4G
产业将转入‘起飞’阶段”。面向未来，广东移动将坚持以客
户为中心，坚定市场化发展道路，推动 4G 产业链的繁荣发
展，实现与合作伙伴的共赢。2015 年广东移动将继续加大
各类资源投入，不断提升 4G 网络质量和上网感受，加快 4G
终端普及，为 4G 产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与产业链上下
游分享 4G发展红利。

由于 TD-LTE 是我国主导的 4G 通信技术，伴随 4G 业
务的迅猛发展，国内品牌手机商、通信企业已经分享到丰厚
的 4G 红利。一年间，广东移动售出 4G 手机 3000 多万部，
其中国产品牌占到 60%，销售增长额均高于苹果、三星等国
外品牌。华为、中兴等国内通信企业的产品在 4G基站建设
中也占到一半比例。考虑到我国 4G在建网络庞大的规模，
每一家4G产业链条上的企业都面临着巨大的市场机遇。

2015年，更加精彩的 4G时代，我们拭目以待！

（上接第七版）

（二） 资产总计
2013 年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

总计 539678.2亿元，比 2008年末增长 178.3%。

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国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

法人单位 34.5 万个，从业人员 603.3 万人，分别比
2008年末增长 154.8%和 97.4%。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
企业占 98.1%，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0.7%，外商
投资企业占 1.2%。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中，内资企业占 95.6%，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1.9%，外商投资企业占 2.5% （详见表 3-16）。

表 3-16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二） 资产总计
2013 年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67452.9 亿元，比 2008 年末增长 110.9% （详
见表 3-17）。

表 3-17 按行业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

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九、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

（一）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国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企业法人单位 17.5 万个，从业人员 266.9 万人，分
别比 2008年末增长 36.4%和 21.6%。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中，内资企业占 99.3%，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0.3%，外商投资企业占 0.4%。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
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6.4%，港、澳、台商投资企
业占 2.2%，外商投资企业占 1.4% （详见表 3-18）。

表 3-18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二） 资产总计
2013 年末，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

人 单 位 资 产 总 计 7933.2 亿 元 ， 比 2008 年 末 增 长
133.9% （详见表 3-19）。

表 3-19 按行业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十、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

（一） 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国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法人单位 8.5 万个。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
位 3.9 万个。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位从
业人员 298.1万人。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168.9万人。

（二） 资产

2013 年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
人单位资产总计 33997.9 亿元，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
人单位年末资产 7879.5亿元。

十一、教育

（一） 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国共有教育法人单位 41.4 万个。其

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36 万个。教育法人单
位从业人员 1913.8 万人。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
人单位 1795.6万人。

（二） 资产
2013 年末，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096.7 亿

元，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51010亿元。

十二、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 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国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 25

万个。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21.9 万个。
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917.7 万人。其中，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807.6万人。

（二） 资产
2013 年末，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

计 3562.4 亿元，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29099.2亿元。

十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 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国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

位 23 万个。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5.7 万
个。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309 万
人。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114.4万人。

（二） 资产
2013 年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 15125.1 亿元，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
末资产 6888.5亿元。

十四、公共管理、社会保
障和社会组织

2013 年末，全国共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
组织法人单位 152 万个。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
人单位 151.2万个。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
人单位从业人员 2709.6 万人。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
业法人单位 2693.5万人。

注 释：

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

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亮 丽 的 答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