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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研究员 王晋

早在 2008 年，国务院国资委就制定了

《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推动中央企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中，认真履行好社会责任，实现企业与社会、

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中央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2013年 11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

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国有企业总

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必须适应市场

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

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

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这是“企业社会责任”第一次

被正式写进了中共中共的决议中，为国有企

业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标志着国有企业

社会责任建设将随着改革的深化而进入一个

新的阶段。2008 年以来，四川省国有企业在

省国资委的推动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抗

震救灾、恢复重建和脱贫攻坚等急难险重任

务中，发挥了主力军和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彰

显了国有企业的良好风采，为四川经济社会

全面发展做出了有益贡献。

一、积极参与抗震救灾

“5.12”汶川地震发生后，中石化西南油气

分公司自身遭受严重损失：200 余座油气输集

场站以及西南石油局数座配气站严重受损；

中石化销售川渝分公司位于安县、汶川、什邡

等重灾区的十座加油站报废，40 余座加油站

及数座油库受损。中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在

开展抗灾自救的同时，提出“灾民安置点建在

哪里，天然气就供到哪里；重建机械开到哪

里，汽柴油就送到哪里”，进行资源计划调整，

首先确保地震灾区能源供应，支撑灾区恢复

正常的生产生活。2008 年年底公司在川西气

田中浅层打 20 口气井，将新增的天然气全部

供应给绵阳、德阳及成都等重灾区，为灾区群

众冬季用气提供保障。到 2012 年 5 月，公司

向灾区供应气总量达超过亿立方米；投资数

千万元，新建了一条从德阳到北川和安县的

天然气输气管道。中石化西南油气田党委副

书记王德宽表示：中石化是尽最大努力在为

抗震救灾服务，天然气的蓝色火苗温暖了灾

区一个又一个冬天。[1]
四川铁投集团主动肩负社会责任，倡导

“诚信、奋进、开放、创新、奉献”的企业文化，

切实履行好国企社会责任，敢于打硬仗、善于

打硬仗，在抢险救援、精准扶贫、社会公益等

方面当先锋、作表率。在 5·12 汶川地震、4·20
芦山地震、茂县“6.24”特大山体滑坡和九寨沟

“8.8”地震发生后，集团公司及四川路桥第一

时间调动机械设备和人员参与抢险救灾，为

抢通保通灾区生命通道作出了重要贡献，受

到省委、省政府的先进表彰。时任省委王东明

书记盛赞四川路桥是应急抢险的“王牌”、抗

震救灾的“铁军”。“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

后，省铁投集团所属的四川路桥集团迅速反

应，迅速组织，即刻开赴抢险救灾一线，不畏

艰险，不惜代价，争分夺秒，与地震灾害展开

了一场生死较量，以最快速度抢救灾区人民

和国家财产，抢通灾区道路，打通生命通道，

为全省抗震救灾工作做出了突出的、巨大的

贡献。集团攻坚克难，连续奋战，打通灾区生

命线。尽快打通道路是抢险救灾的关键。地震

发生后，集团共投入道路抢险一线人员 3000
多人，投入各种大型设备 500 多台，投入资金

2 亿多元。抢通了国道 213 线都汶公路、映日

公路卧龙到日隆段等灾区受损道路共 350 多

公里，抢通、修复大桥 20多座，抢修隧道 2
座，为打通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生命通道发

挥了主力军作用，做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

2017 年“6.24”茂县特大山体滑坡和“8.8”
九寨沟地震灾害发生后，四川省国资委迅速

行动、积极主动，科学有序组织开展抗震救灾

工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对加强灾情统

计、强化值班值守、应急抢险准备等作出了安

排布置。国资委组织 40 多户在川央企和省属

企业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投入抢险救灾，

积极开展人员救援，全力抢通电力、通讯、交

通设施，保障灾区油气供应，充分发挥了主力

军和排头兵作用。国资系统的抗震救灾工作

得到了国务院国资委、省委省政府及社会各

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刘捷副省长批示：

“行动迅速，落实有力。要继续按照省指挥部

部署，主动投入救灾抢险，体现国企奉献担当

精神。”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四川省特

大型国有企业，始终积极担当企业社会责任，

在大灾面前，捐善款，献爱心，表现出四川“酒

王”应有的担当。2017 年 8 月 8 日，在四川九

寨沟发生 7.0 级地震后，公司党委书记李曙光

指示：立即对灾区表示慰问，尽快了解灾区具

体受灾情况、受损情况和需求情况，并据此迅

速制定出援助方案。随后，公司迅速开始行

动，由十余辆运输车组成救援队，满载载救援

物资，从宜宾出发驶往灾区指定地点，等待政

府部门统一调度安排。8 月 9 日凌晨 1 点 38
分，五粮液正式对外发布“祈福九寨·加油九

寨”的慰问信息。同时，公司成立了以党委书

记李曙光为组长，董事长刘中国为副组长，全

体高管为成员的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并

连夜制定出救援方案。救灾领导小组下设指

挥部，刘中国担任任总指挥、唐伯超任副总指

挥，带领公司齐心协力投入到抗震救灾工作

中。公司仅用一天时间，就筹集到了棉被、帐

篷、折叠伞、药品、矿泉水、饼干等急需物资，

组织了 60 多名公司基干民兵团成员，调动了

10 余辆运输车辆，临时组建了救援物资运输

车队。救援运输车队在公司副总经理唐伯超

率领下，连夜出发前往灾区。经过 20 多小时

的长途跋涉，队员们终于在 8 月 10 日深夜 23
时到达九寨沟地震灾区。很多队员甚至没来

得及喝一口水，就立即与其他救援队伍一道

投入到物资搬运工作中，得到了当地党委政

府的高度肯定。2017 年 8 月 11 日凌晨 3 时，

公司救援队的救援物资全部卸完，矿泉水等

部分救援物资就地分发，以解灾区群众的燃

眉之急，受到当地同胞的充分认可。

二、大力支持灾后重建

自 2008 年“5·12”汶川地震以来，中国中

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国企精神和

历史使命感，不仅多次组织专家和抢险队伍

深入灾区，抢修恢复地震损坏的道路设施，同

时承担了成灌线、成兰线等一大批四川铁路

灾后重建项目的勘测设计工作。在重建过程

中，中铁二院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拼搏，无私

奉献，为灾后重建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做出

了积极贡献。2010 年 5 月 12 日，西部首条高

速铁路———成灌高速铁路，正式通车，为旅客

带来方便与快捷，该铁路由中铁二院工程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独家设计。成灌高铁作为灾

后重建的第一个重大项目工程，勘测设计任

务艰巨，工期紧迫，要求严格。为保证成灌高

铁按时优质完成，公司打破常规，集中各专业

技术精英，优化方案，采用集中设计、集中会

审、分批交图、现场配合施工等措施，将原本

三年的工期压缩至一年半，2010 年 5 月 12 日

成灌高铁的正式通车，创造了“魔速”工程。该

线建成通车，不仅推进了沿线城镇化进程、促

进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而且给重灾区都江

堰市的灾后重建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

件，对复兴当地旅游经济极具意义，成为加速

灾后重建的信心大道。“5·12”汶川大地震后，

成灌高速铁路外，中铁二院还全面展开了成

昆铁路新线成都至峨眉段工程、成都至兰州

铁路、成绵乐客运专线、成都至西安客运专

线、成都东客站兰州至重庆铁路、成都至重庆

客运专线、成都至贵阳铁路、巴中至达州铁路

等 10 多个项目的勘察设计任务。提前完成了

成都东客站、乐巴铁路、成绵乐城际铁路、成

灌高铁等项目的施工图设计工作，达州至万

州电化、西成客专广元至江油段、成都至都江

堰铁路成彭支线约 350 公里的初步设计任

务，西成客专广元至江油段、达州至万州电

化、成渝客专、成都至蒲江、成都至兰州、成都

至峨眉段扩能改造工程等 9 个项目近 1500
公里的可行性研究设计任务。中铁二院总经

理朱颖称，以上铁路项目的建成通车，将极大

地提升四川境内以及出川、入川铁路通道的

运输能力，对四川“建设灾后美好新家园和建

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发挥着重要作用。[2]
四川路桥集团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

号召，通过多种方式主动为党和政府分忧，

帮助灾区群众重建家园。2008 年 5 月 23
日，集团接到了彭州市的求助电话，请求支

援当地的废墟清理工作。虽然此时集团大部

分力量都已安排在重灾区一线，还是立即组

织了一支队伍，连夜带着设备赶往彭州，进

行废墟清理工作；6 月中旬，位于绵竹的集

团抢险队在抢修道路的同时，加紧帮助当地

政府进行灾民安置点的平整工作，共清理废

墟 3 万方，平整土地 7.6 万平米，完成灾民安

置点 5 个，为当地灾民安置工作做出了重要

贡献。

2009 年 8 月 20 日，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在绵阳文化广场举行 LED 灾后

重建设备捐赠仪式，九洲集团向绵阳市捐赠

总价值约 1000 万元的 LED 城市照明产品、

上网笔记本电脑等灾后重建设备。董事长张

正贵在捐赠仪式上说，九洲集团捐赠灾后重

建设备，是以实际行动响应“两年时间基本完

成三年重建任务”的号召，为加快绵阳灾后重

建工作步伐再尽一份力，我们相信，通过此次

捐赠，能够为灾区人民提供更经济、更节能、

更环保的照明，切实推进绵阳国家 LED 示范

城市建设，推进九洲 LED 产业发展。[3]据悉，

九洲集团捐赠的这批上网笔记本电脑、LED
城市照明产品等灾后重建设备将具体捐向绵

阳市所辖的北川、平武、安县、江油、三台、梓

潼、盐亭、涪城、游仙、高新等县（市、区），用于

灾后重建工作。2008 年“5?12”汶川特大地震

发生后，九州集团在自救的同时，积极响应绵

阳市的号召，全面参与抢险九州和灾后重建，

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三、积极开展精准扶贫

四川国有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积极

开展精准扶贫，省委十届六次全会后，省国资

委立即组织召开系统扶贫攻坚工作会议，制

发《为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积极履行国有企

业责任的意见》和《中央在川企业和省属国有

企业对口帮扶大小凉山工作方案》，明确了工

作重点和推进举措。依据意见和方案，省国资

委积极抓好任务落实，到 2017 年底，全省国

资系统共有 63 户企业定点帮扶“四大片区”

65 个贫困县、占全省贫困县总数的 74%。其

中，56 户国企定点帮扶 45 个深度贫困县，国

企帮扶深度贫困县实现全覆盖。国有企业在

“四大片区”投资建设能源、交通、旅游、医疗

等项目 56 个、总投资 1.2 万亿元，其中总投资

3000 亿元的 20 个“国企入凉”产业扶贫项目

进展顺利。2016-2017 年累计投入 5 亿元到

帮扶村，14 个村已经脱贫。2017 年举办国资

系统扶贫工作阶段性成果展示暨 2017 年扶

贫日捐赠仪式，募集资金近 1.5 亿元。为帮助

“悬崖村”脱贫，国企纷纷伸出援手，川投、能

投等企业深入开展文旅产业扶贫、电力设施

扶贫，四川电信率先打通“悬崖村”信息天路。

国网四川电力公司提前完成新一轮农网改造

升级“两年攻坚战”任务。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作为国家电网公司

在四川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始终牢记央企的

责任和使命，认真落实四川省委省政府和国

家电网公司精准扶贫工作部署，通过省、市、

县三级公司协同联动，有效落实扶贫任务，公

司大力发挥企业自身优势，扎实推进电力扶

贫，总结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扶贫模式。

公司认真落实国务院“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

施建设”要求，发掘电力行业自身优势，加快

农村电网改造，解决贫困地区“用电难”问题，

为地区经济和农业发展提供能源支撑。首先，

加快组织实施农网改造升级。2016 年 10 月

10 日，国家电网公司与省政府签署电网改造

升级和机井通电工程合作协议，计划两年内

投资 94 亿元，主要用于 6000 个小城镇（中心

村）电网改造，实现 5000 眼农田灌溉机井通

电，重点改善四川省贫困地区农村电网基础

设施。根据《合作协议》，公司优化调整了 2016
年农网改造升级项目，在 2016 年计划中优先

安排电力扶贫项目。2016 年公司农网改造升

级项目第一批计划投资 33.6 亿元，其中“国网

阳光扶贫行动”村村通动力电项目资金 11.1
亿元，藏区农网攻坚项目资金 0.85 亿元。其

次，全面落实贫困村农网改造需求。四川省共

有贫困村 11501 个，其中国网四川电力供电

贫困村 8536 个。经逐村核实，公司供区内贫

困村均已达到《四川省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

退出实施方案》规定的户户“有生活用电”标

准，其中 3849 个村能满足未来 5-10 年的生

产生活用电需求，尚有 4687 个贫困村电网需

要进一步改造才能满足未来新增用电需求，

规划投资 75.94 亿元，预计 2016 至 2019 年逐

年投资 12亿、37.7 亿、15 亿、11.24 亿元，确保

公司供区内无一户人口因供电问题影响脱

贫。第三，全面完成“低电压”治理任务。2016
年公司农村及贫困地区低电压治理目标为

58.8 万户，截至 2016 年 11 月底已完成 56.3
万户治理任务，完成率 95.75%。剩余 2.5 万

“低电压”户数主要位于“三州”地区，已纳入

2016 年农网改造升级工程项目计划，项目预

计年底完工，届时可全面解决公司现存“低电

压”问题。[4]最后，深化“包片进村”服务行动。

按照公司统一安排，各市（州）供电公司对接

市（州）、各县供电公司对接乡镇、各供电所对

接村社，采取进村入户等方式，精准定位有关

贫困村和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农村供电保障和

服务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针对存在的问

题制定切实可行的精准扶贫措施，明确进度

和工作要求，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限期完

成，确保不落下任何一户贫困户、任何一个贫

困村的用电问题。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按照省

委、省政府“四大片区扶贫攻坚行动”和“五大

扶贫工程”“国资入凉助推产业扶贫”的战略

部署，积极发挥省属国企带头牵引示范作用，

主动参与到省委省政府扶贫攻坚的行动中，

积极探索实施产业精准扶贫新模式，实施产

业投资推动引领，增强产业发展支撑能力形

成以精准产业扶贫为核心的综合性扶贫工作

体系，帮助贫困地区培育形成长远可持续的

自我发展能力，推进扶贫模式由外部“输血”

到自我“造血”转换，取得积极成效。公司认

为，培育和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提升和壮大产

业发展的支撑能力，是贫困地区建立自我发

展能力的核心和关键。四川发展参与彝区和

藏区等地区的产业扶贫，结合全省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部署，主要从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和

资源开发两个方面入手，加大资金投入，有重

点地实施了一系列项目投资。这些项目不仅

帮助贫困地区增强了产业发展支撑，同时也

很好地带动了贫困地区老百姓的就业，实现

“富民”与“强财政”双重功效。一是以发展现

代农业为引领，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四川

发展牵头与凉山州农投公司、川商集团、省国

资经营公司共同出资 5 亿元，于 2016 年 8 月

在凉山州注册组建了四川国源农业投资公司

（以下简称“国源农投”），专门致力于凉山州

现代农业的投资。到 2016 年末，国源农投已

储备产业扶贫重点项目 11 个，涉及投资达 40
亿元；在成凉工业园、西昌市、喜德县等地启

动实施了一批特色农产品加工、农产品基地

建设合作示范项目。下一步，四川发展将协助

国源农投公司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园等项目

建设，以项目落地实施推进地方农业发展的

产业化、特色化、现代化。参与旅游资源开发，

培育发展特色康养旅游新产业。到 2016 年

底，实施的项目包括阿坝州理县古尔沟温泉

小镇和凉山州邛海湿地康养旅游项等目。古

尔沟温泉项目列入 2016 年全省重点建设项

目，总投资约 23 亿元，分三期建设，将其建成

集旅游、休闲、医养、度假、民俗体验于一体，

具有世界级水平的旅游休养度假小镇，助推

阿坝州旅游由单一观光旅游向复合型休闲康

养旅游转型，一期已完成投资 1.3亿元。四川

发展下属土地公司中标西昌邛海宾馆旁土地

27 亩和邛海湿地 260 亩，与凉山州国投公司、

西昌市国资公司合资成立项目公司，计划投

资 20 亿元，共同打造邛海湿地康养旅游项

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西昌整体城市

形象，推动西昌乡村旅游业发展，辐射带动当

地贫困人口就业增收。三是投资特色优势资

源开发，帮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总投

资达 37.5 亿元的凉山州雷波县小沟磷矿资源

开发，预计将年产磷精矿 180 万吨，年产值将

达 5.5 亿元，年新增税收 1.1 亿元，预计可新

增 1000 余个就业岗位。投资 8.2 亿元实施了

马边县 200 万吨/年磷矿采选项目，启动了总

投资 3.85 亿元的磷精矿管输项目，通过磷精

矿采、选、运一体化运营，提升了马边磷矿的

综合效益和市场竞争力。马边磷矿目前已完

成投资 2.1 亿元，2016 年底建成投入运营。四

川发展投资的晟天新能源公司与美国苹果公

司合作，投资 2.6 亿多元在阿坝州建设的红原

花海光伏电站、若尔盖卓坤光伏电站已经建

成投运。

2017 年 10 月 13 日，四川省 2017 年脱贫

攻坚奖表彰暨社会扶贫工作推进会在四川广

元举行，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扶贫攻坚队

伍在董事长刘淼所带领下，扶贫工作取得良

好成绩，荣获“2017 全省脱贫攻坚贡献奖”，这

是对公司一直以来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所做

努力的肯定。2015 年以来，泸州老窖精准帮

扶叙永水潦彝族乡黄狮村、合江县回洞桥村

等 10 个贫困村，尤其是将古蔺县龙山镇向田

村作为对口帮扶工作的重点。作为泸州老窖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淼带领公

司扶贫领导组完善村医疗、文化、教育，改善

农村基础设施，着力提高结对帮扶的古蔺县

龙山镇向田村贫困户收入。刘淼用实际行动

践行一名国有企业领导人应有的社会担当，

带领公司在扶贫济困方面做出积极贡献。在

对口帮扶的向田村，公司组织修建村社道路、

饮水工程、党群服务中心、文化广场等基础设

施，打通扶贫“大动脉”打造民生工程；因地制

宜地发展稻田养鱼、养牛专合社等村集体经

济，增强“造血”能力。公司还注重将扶贫与扶

志结合起来，提出“村两委引导-非贫困户示

范-脱贫攻坚小分队谈话”的扶志模式，努力

培养树立起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向田奋进

精神”。向田村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效，贫

困户已从 2014 年底的 185 户 720 人减少到

2016 年底的 85 户 404 人，全村贫困群众住上

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

气也正在变为现实现。[5]
2016 年以来，四川航空在省委、省政府、

省国资委的正确领导下，川航党委认真学习

贯彻中央、省委和省国资委扶贫会议精神及

一系列重大决策，科学调研，制定方案，发挥

国企优势真抓实干，形成“继续帮扶阆中市西

山乡岳林垭村、重点帮扶越西县瓦岩乡春景

村、启动新乡乡友谊村帮扶”的工作格局。帮

扶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得到一定改善，扶贫

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川航注重选派干部，

深入贫困村进行深度了解和帮扶。为加强定

点帮扶工作指导，全面推进帮扶村各项工作

的开展，2016年，川航在 2015 年派出两名干

部帮扶的基础上，又新选派一名干部前往越

西县新乡乡友谊村开展驻村帮扶。扶贫同志

克服交通给工作与生活带来的困难，按时到

岗，认真履职，全力协助当地政府实施脱贫计

划。在越西，川航派驻的第一书记廖超克服语

言不通、民俗不同等困难，尽心奉献，以自己

辛苦指数换村民幸福指数，被授予越西县优

秀驻村第一书记称号。在帮扶工作中，川航既

注重依托驻村第一书记由“点”到“面”开展工

作，更注重川航整体由“上”到“下”的纵横联

动。在阆中，川航专多次派专人了解村情民

意、经济发展、政策落实等情况，投入资金 30
万元用于当地饮水项目并组织对贫困村民进

行慰问。在越西，对口帮扶的春景村于 2016
年 7 月遭遇五十年来最大的泥石流，集团党

委立即委派领导带队会同工作组第一时间奔

赴现场，把干部员工捐赠的 12.6 万元慰问金

送到 146 户群众手中。同时，通过积极联系协

调，将春景村纳入了四川省小流域治理工程，

争取到了 2000 万元专项重建费。此外，公司

积极投入 21.5万元资金帮扶种植、改善小学

基础设施，还通过驻村交流、调研走访、座谈

沟通等多种方式，提升村民生活信心，帮助他

们走出困境、走出闭塞，实现物质与精神上同

步脱贫。

为加强与对口帮扶地区的衔接配合，四

川省投资集团公司选派所属企业高管人员刘

畅同志到金口河区任专职区党委副书记，同

时，从川投峨铁公司 8 名人选中，择优选派了

张建、彭春两名同志到金河镇曙光村驻村任

第一书记，开始为期两年的实地精准扶贫工

作。自 2015 年 9 月 24 日定点驻村以来，驻村

干部在区、镇、村三级领导下，多方协调配合，

围绕基层党建、结对帮扶、产业发展及基础设

施改建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扶贫帮困工作，

提出了“日常帮扶和产业发展相结合”的工作

思路。在摸清贫困户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开展

了结对帮扶工作，做到每户贫困户都有一位

公司领导负责，一个党支部结对，一名党员日

常联系，以便能及时了解贫困户在生产生活

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并给予一定的帮助。

2016 年春节前夕，集团组织直属机关各支部

书记、委员开展了入户慰问，送去了米、油及

慰问金。7 月，结对帮扶对象贫困户户主卢珍

奇患肺癌，集团送去了医疗救助资金 1000
元；8 月，卢珍奇不治病逝后，结对帮扶的第 9
支部又委托驻村干部对家属表达了深切慰

问，并送去了花圈和 1500 元慰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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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有企业履责十年概要与简析

荫四川路桥抢通灾区道路 荫川投集团实施的悬崖村项目将钢梯下的土路建成了石砌梯步 荫中铁八局让老挝贫困儿童穿上了“中铁蓝”

荫九洲集团 LED 灾后重建设备捐赠仪式 荫东方电气为吉县职业中学援建的

实训车间

荫川航派驻的“第一书记”了解贫困户

情况

荫五粮液救援车队 荫东方电气为印度孤儿免费赠送

制服和学习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