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总工会主管主办 陕西省一级报纸 国内统一刊号 CN61-0015 复字第 7130 期

邮发代号51－7 2018年12月14日 星期五 农历戊戌年十一月初八 网址：www.sxworker.com

SHAANXI WORKERS' NEWS

本报电话 有奖新闻热线：029-87344644 15309270781 记者部：87321847 发行经营部：87345725 新闻E－mail：sgbbjb1＠163.com 图片E－mail：1826283110@qq.com

2018陕西百强企业排行榜新鲜出炉
陕西延长石油、陕西煤业集团、陕西有色集团依然占据百强企业前3名，

民营企业东岭集团以千亿级规模位列第4名
本报讯（记者 郝振宇）12月

13日，由陕西省企业家协会主办
的 2018 陕西百强企业发布暨企
业文化年会在西安召开。大会发
布的 2018 陕西百强企业排行榜
显示：陕西延长石油集团、陕西煤
业集团、陕西有色集团依然占据
百强企业前 3名；“千亿级”企业
扩容，由去年的 3户提高到今年
的4户，新增的1户民营企业为东
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据介绍，2018陕西百强企业
是按照国际通行的方式，参照中
国 500强企业排序办法，依据企
业 2017年度的营业收入，在企业
自愿申报的基础上产生的。

与 2017陕西百强企业对照，
今年共有 76户企业连续两年入
围，24户企业换榜，其中有 15户
企业首次入围陕西百强企业。本
次大会发布的 2018 陕西百强企
业，涉及我省 18个行业，其中工
业企业 47户，建筑业企业 12户，
服务业企业41户。

从省企业家协会推出的分析
报告看，2018陕西百强企业有两
大特点：一，百强排序以来入围
门槛首创新高，为营业收入 15.87
亿元，打破了陕西百强企业连续
6年为 10亿元左右的入围门槛；

“千亿级”企业扩容，由去年的 3
户提高到今年的 4 户，新增的 1

户民营企业为东岭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陕西延长石油集团、陕
西煤业集团、陕西有色集团依然
占据百强企业前 3名；百亿以上
企业 32 户，比上年增加 5 户，其
中 23户国有企业，9户民营企业，
营业收入总和达到 16018 亿元，
占百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近
85%；营业收入总额与资产总额
持续增加，营业收入总额增幅显
著高于资产总额增幅。营业收
入总额 18850亿元，较 2017陕西
百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15145亿
元增长 24.47%；资产总额 38227
亿元，较 2017 陕西百强企业资
产总额 37037 亿元增长 3.21%，
营业收入无论是同比增幅还是
与上年百强企业相比的增幅都
远远高于资产总额对应的增长
幅度；百强企业资产负债率大幅
下降，2018陕西百强企业整体资
产负债率为 73.31%，与 2017百强
企业的 78.38%相比下降了 5.07
个百分点，出现了百强排序以来
的历史新低，说明我省大企业在

“去杠杆”改革方面已初见成效。
二、百强企业整体经济效益

较好，利润大幅增加。2018陕西
百强企业实现净利润 552亿元，
同比增长 54.17%，最近两年持续
回 升 ；利 润 总 额 同 比 增 长
47.44%，远远超过 2017陕西百强

企业利润总额 6.45%
的增长幅度；国有企
业在百强企业中占
主体地位，但效益、
效率均不如民营企
业，民营企业有 30
户入围，比上年增加
1 户，自 2015 年以
来，国有企业与民营
企业入围数量差距
不断缩小；企业纳税
总额增长，综合税负
下降。2018 陕西百
强企业纳税总额为
1117.04 亿元，同比上升 11.28%，
与 2017陕西百强企业 962.92 亿
元相比，增长 16.01%。综合税
负（纳税总额与营业收入的百
分比）为 5.93%，比上年百强企
业综合税负下降了 0.43 个百分
点。我省百强企业综合税负连
续下降表明，政府减税降费政
策的成效在企业层面初步显
现；此外，2017 年制造业在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方面取得了较
好成绩。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0.82%，显著高于上年制造业
9.96%的增幅。

省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段
克明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指
出，我省百强企业存在的问题主
要有：研发投入减少，研发强度下

降。2018 陕西百强企业共有 94
户企业提供了研发数据，投入研
发 资 金 274.26 亿 元 ，与 上 年
294.68亿元的研发投入相比下降
了 6.93%；从业人数有所下降。
2018陕西百强企业年均从业人数
为 101.11万人，同比减少了 3100
人，减幅为 0.31%。近 5年来，陕
西百强企业年均从业人数在波动
中下降，但基本稳定，维持在 100
万人左右，为全省就业工作作出
了积极贡献。

大会向陕西百强企业授牌，
并对 45个“陕西企业文化建设优
秀成果、优秀案例和突出贡献人
物”进行了表彰，以鼓励他们在
培育企业文化建设典范、推广企
业文化建设先进经验方面的贡

献。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公
司党委书记徐国强分享了企业
文化先进经验。

省企业家协会会长蔡少林出
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常务副会
长段克明主持会议。省政府副秘
书长兰建文宣读副省长赵刚为大
会发来的贺信。

省发改委、工信厅、商务厅、
人社厅、国资委、地方金融监管
局、统计局负责人，省总工会副
巡视员李岳文等领导出席会
议。省统计局总统计师张烨和
省社科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所长
吴刚对 2018 陕西百强企业排序
工作进行了点评。省市有关协
会负责人、入围百强企业代表等
约 200人参加了会议。

12月13日，礼兵在公祭仪式上敬献
花圈。

当日是第五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举行。 新华社记者 孙参 摄

位于秦巴连片特困山区的国家级
贫困县安康市白河县，是陕西省自然条
件最差的县之一。上世纪 70 年代，白
河人治山创业，萌发出的“领导苦抓、干
部苦帮、群众苦干”“三苦”精神成为全
国典型。

在当前脱贫攻坚的关键期，白河县
发扬“三苦”精神，领导苦抓抓机遇，干
部苦帮帮发展，群众苦干干事业，向贫
困发出最后攻坚。

领导苦抓：抓机遇定路子
坡度 25度以上的土石山区达白河

县总面积的 95%以上。直至 2000年，全
县仍有近 2.7 万户 9.3 万人住在山地危
房中。

几年前，仓上镇天宝村有 80%的群
众住在“一面山、两面坡”的土房里，赚
钱只有外出打工一条路。

2011年，陕西省启动了陕南移民搬
迁工程。白河县抓住机遇，吸引兴达公
司投资 1.5亿元，流
转土地 6000 亩，在
天宝村的荒山上建

起了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在山脚下建
成安置 1500人的新型社区，探索出“山
上建社区、山下建园区、农民就地变工
人”的发展之路。

2017年，柯尊志一家四口从山上破
旧的土房搬进陈庄社区里80平方米的新
房。政府还帮他对接扶贫贷款、找销路，
办起了养鸡场。“2014年，因为房子破旧，
我家被认定为贫困户，现在住房问题解
决了，养鸡场也有了稳定销路，2016年我
主动要求摘帽。”柯尊志说，现在每年养
鸡8000多只，年利润达六七万元。

白 河 县 制 定 了 移 民 搬 迁 安 置
“11135”城乡建设规划，在全县建设1个
宜居县城、11个重点集镇、35个新型农村
社区。目前已经基本形成县城、集镇和
农村社区人口各三分之一的发展格局，
累计完成 2.8万户 10.4万人的搬迁安置，
占全县农业人口的 66.2%，集中安置率达
到95%。 (下转二版)

白河“三苦”换甘甜

四十年来家国·我与改革开放

据新华社电 12月 12日召开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
针对创投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旨在进一步加大对创业创新的支
持力度。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
明年 1月 1日起，对依法备案的创
投企业，可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
算，其个人合伙人从该基金取得的
股权转让和股息红利所得，按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或选择按创
投企业年度所得整体核算，其个人
合伙人从企业所得，按5%—35%超
额累进税率计算个人所得税。

会议明确，上述政策实施期
限暂定 5年。这一税收新政策旨
在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加
大对创业创新支持的部署，鼓励
发展创业投资，用市场力量汇聚
更多要素。“使创投企业个人合伙
人税负有所下降、只减不增。”会
议指出。

近年来，我国关于风险投资
或创业投资的税收支持力度不
小。如今年 5月财政部和税务总
局发布《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
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明确在全国对创投企业投向

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实行
按投资额 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的优惠政策。

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创投
基金税负变化问题，今年 9月 6日
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将
保持地方已实施的创投基金税收
支持政策稳定，由有关部门结合
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按
照不溯及既往、确保总体税负不
增的原则，抓紧完善进一步支持
创投基金发展的税收政策。这一
规定传递出以税收优惠促进创业
创新的积极动向。

国务院：明年起5年内创投个人合伙人税负只减不增

本报讯（实习记者 牟影影）12月 13日，全国家政
行业工会组建情况及家政服务员权益状况调研会在西
安召开。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副巡视员张晓冬、全
总基层工作部基层组织建设处处长汤洪伟出席会议，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丁立虎到会致词。

丁立虎在致词中介绍了陕西省省情及陕西省总
工会工作情况。他指出，陕西省财贸金融轻工工会自
建会以来，结合产业实际，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工作开
展得有声有色。家政服务业是新兴产业，具有覆盖面
大、服务种类多、市场需求旺、发展空间和市场潜力大
的特点，西安市在家政工会组建方面经验丰富，在家
政市场的规范、人员培训、职工维权等方面形成了许
多行之有效的办法。

全国家政行业工会组建情况及
家政服务员权益状况调研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刘强）12 月 12
日，中陕核工业集团与陕西省电子
信息集团战略合作协议暨企办医
疗机构移交划转协议签订仪式在
西安举行。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
主席，省国防工会主席吴志毅出席
并讲话。

会上，中陕核工业集团与陕西
省电子信息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陕西健康医疗集团与西北机器
有限公司、陕西长岭电气有限责任
公司、宝鸡凌云实业有限公司、陕西
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陕西黄河
集团有限公司等签订了医疗机构正
式移交划转协议。陕西省电子信息
集团董事长燕林豹、中陕核工业集
团董事长张斌成作表态发言。

吴志毅指出，中陕核工业集团
与陕西省电子信息集团实力雄厚，
都是军工单位，在战略目标上同向、
业务上互补，在价值观、企业文化上
有很多共同点。此次合作协议的签
署，对我省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具有
十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希望
双方能以此次签约为契机，进一步
加强合作，更好履行国有企业的经
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以
合作谋发展，以发展促合作。

吴志毅强调，要改革创新，为
双方的共同发展寻求新的增长动
力；要面向未来，引领未来，谋划
大手笔，塑造大未来；要构建多方
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新机制。进
一步深化双方优势互补、信息共
享、资源利用、业务整合等全方位
的合作与交流，提升战略协同层
次和水平，实现共同做优做强做

大企业的愿景。省国防工会将继续坚持创新驱动战
略，加大产学研合作支持力度，全力帮助企业走专业
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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