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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发布陕
西省2014年三季度抽选新登记注册的1577
家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户跟踪调查数据，分
析六年来全省新设立小微企业样本特点、运
行情况及存活现状。

从随机森林建模结果来看，小微企业和
个体经营户在初创时影响生存情况的主要
是企业规模，如资产总计、营业收入，而发展
六年后最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是人均薪酬、
缴纳资本金。

人均薪酬、户均吸纳就业人数稳步提升

六年间，陕西新设立的小微企业和个体
经营户历经市场洗礼，不断成熟壮大，实力
不断增强。跟踪调查显示，正常经营的调查
样本户均资产、户均营业收入整体呈现不断
上升趋势。2019年，户均资产为184.6万元，
比 2014 年增长了 68.0%；户均营业收入为
87.3万元，比 2014年增加了 1.2倍。部分行
业资产规模扩大、营业收入发展势头良好。

2019年，人均月薪酬2611元，比2014年
增加了 496元。小微企业和个体户虽然规
模不大，但准入门槛低、创办速度快、数量众
多，在吸纳就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019
年，正常经营的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户均
吸纳就业人数为6.1人，其中批发和零售业、
建筑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吸纳就
业人数位居前三，建筑业、房地产业、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户均吸纳就业人数最多。

近年来，各种扶持小微企业的税费优惠
政策，尤其是 2019年新一轮减税降费政策
涵盖范围广、降费力度大，从小规模纳税人
月销售额 10万元以下免缴增值税，到小型
微利获利面扩大以及“六税两费”优惠，使企
业受益明显，减轻了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

新兴行业存活率较高

部分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由于产品
竞争力不强、市场需求不佳、经营不善等各
种问题，处于关闭停产状态；部分企业规模
由小变大，员工由少变多，竞争力由弱变强，
发展日益壮大。

全省小微企业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中，
调查样本中，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等行业
的企业数量占第三产业的 74.2%，企业同质
化严重、产品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弱，导致
关停数量较多。2019年和 2014年相比，正
常经营企业占比下降最大的为第三产业，下
降34.3%。

部分新兴行业企业适应了市场需求，存
活率较高。截至 2019年，卫生和社会工作
业企业存活率最高，为 100.0%，其次，教育
业企业为 42.9%，住宿和餐饮业为 40.6%，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 38.3%。
一般门槛较低、很容易进入、竞争较为激烈
的多是传统行业，整体抗风险能力较弱，关
停比例高。

人才队伍建设是核心竞争力

调查数据显示，经过六年发展，人才建
设对于企业生存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
用。小微企业要加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开
展有专业性、针对性强的培训、考核以及薪

酬管理等。同时，要构筑企业文化内涵和品
牌，树立正确的企业价值观，并在企业内部
宣传推广。加快创业创新人力资源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以“大数据+人力资源服务”模
式，实现对人才队伍的精准管理。加强市场
需求和职业教育的融合，促进高校有针对性
地培养企业所需人才。

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引导和服务，变被
动监管为主动服务，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提升就业创业活力，积极推行小微企业人
才补贴机制，重点扶持发展科技创新型、
出口创汇型、农副产品加工型和社会服务
型等小微企业，培育一批示范带动作用强
的省级小微企业创业示范基地，开展“互
联网+小微企业”行动计划，加大对小微企
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支持力度，推进小微企
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从而分散小微企业
发展中遇到的风险。

营之道经

近日，陕西双翼飞电气系统有限公司开足马
力生产，工人们正在装配为吉利博越配套的整车
线束。

该公司是生产乘用车、商用车和工程机械线

束的专业厂家，具备年产10 万台套汽车线束的
生产能力，主要为吉利汽车宝鸡制造基地、春晓
基地提供配套产品。2020年下半年，累计生产汽
车线束1.2万台套。 □徐小红 摄

本报讯（费新伟）近期，受国内
工业生产高速增长和冬季低温叠加双
重因素影响，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兴化公司）生产原料
煤炭供应日趋紧张，采供部门迎难而
上，打出“紧急启用汽车煤，采购人员
驻守各大矿企面对面催煤，召开卸煤
联动会议”等“组合拳”，并会同矿业
公司及相关供应商，北上榆林、西出
华亭，为公司生产运行争取更多煤源，
解决冬季采暖季生产用煤及春节保供
任务。

为规避火车车皮紧张带来的影
响，从去年 12月 20日开始，兴化公司
紧急启用汽车煤和增量包，采供部门
召集生产部、运管部、储运车间等 7
家单位相关负责人以及煤炭供应商
代表，召开进煤卸煤协调会，争取煤
源和铁路运输资源，进一步厘清各部
门职责，建立进煤卸煤工作微信群，
及时沟通信息，调节和疏通拥堵环节，
提高卸车效率。截至发稿时，兴化汽
车运煤近 5万吨，对火车运煤做了有
效补充。

入冬以来，陕北地区多次出现极
寒天气，榆林地区温度接近零下20摄
氏度。兴化化工原料煤多为水洗精
煤，来自榆林地区的火车煤多次发生
严重冻结，给卸车和清理工作造成极
大困难，采供部门第一时间协调人力
资源部，增派卸车、清车力量，广大卸

车人员破冰凿炭，不畏严寒，圆满完成了卸车任务，并有
效降低了火车延占费用。

兴化公司热电煤场班组功不可没，值班人员坚持每
天早上6时查验和接收煤车卸煤。特别是去年11月中下
旬，争取在12月份煤价涨价前，抢煤增量，一天突击到煤
35车，为兴化公司应对煤炭市场价格变化和供应紧缺做
好准备，抢得先机。

据了解，从去年 10月份开始，兴化公司采供部门就
在做好物资采供的前瞻性工作上频频发力，精确分析研
判市场。在生产部、运管部、储运车间等兄弟单位的大
力协助下，逐步增加煤炭采购量，提前增量抢粮，特别是
化工原料煤达到月均采购 13.48万吨，库存达到最高点，
较以往月均增加采购 2万吨。2020年 11月份到煤抢量
达 18.81万吨。截至 2020年 12月 1日，兴化库存煤炭一
度达到5.7万吨。

目前，兴化化工煤、原料煤皆保持高库存，厂内、车
站及在途运输还有三列原料煤约 1万吨的储备，有效保
证了公司的正常生产。

本报讯（孙剑波 张福平）宝鸡
热电厂始终坚持人本情怀，从职工“吃
住行”三点发力，全面营造健康文明、
安全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倾力推进
幸福大唐建设。

以食为先，满意餐厅创建提高幸
福感。该厂新餐厅去年 8月正式投运
后，服务窗口档次全面提升，可容纳近
300 人就餐。同时，通过全员半价菜
品、增加“三高”营养餐和水果蛋奶等
举措，大力倡导“文明就餐、杜绝浪费”
理念，保证职工吃得放心、舒心、暖心，

打造职工“快乐工作、健康生活”的“加
油站”，真正将好事办好。该餐厅被授
予陕西公司“职工满意餐厅”称号。

安居乐业，宿舍楼暖心改造提升
归宿感。安居才能乐业，该厂将1号职
工宿舍楼淋浴改造项目作为服务职工
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对热水系统全面
升级改造，倾心打造绿色“样板”民生
工程、高质量精品工程。近百名职工
的住宿条件和生活质量得以有效改
善，靓化了职工安心工作、舒心生活的
发展环境，真正为职工带来实实在在

“看得见”的惠民成果。
低碳出行，新能源通勤增强自豪

感。由于原通勤车排放不能满足环
保要求，该厂积极响应国家绿色出
行号召，确定购置符合环保要求的
新能源通勤车，第一时间启动采购
流程，克服时间紧、协调难度大等问
题，相继完成公司报批、调研考察等
前期程序，迅速进入采购“绿色通
道”，此后，两辆新能源通勤车启用，
成为公司系统内首家使用新能源通
勤车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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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宝鸡热电厂 从“吃住行”发力提升职工幸福感

推进铁路行业、油气行业竞争性环节市
场化改革，开展铁路货运市场化改革综合试
点。推动邮政普遍服务业务与竞争性业务
分业经营。开放电网设计、施工业务市场，
年底前国家电网公司装备制造企业完成剥
离，与中国西电集团组建成立新输配电装备
集团……今年多个部门释放明确信号，我国
多个垄断行业改革将迎来新突破。

业内人士认为，垄断行业改革要与国有
企业改革等紧密结合，预计随着国企改革三
年行动的开展，垄断行业改革将加力深化。
在进一步放开竞争性业务的同时，垄断行业
国企可以通过混改等方式，扩大民营企业市
场准入。

电网企业剥离装备制造等竞争性业务
的步伐正在加快。根据日前印发的深化电
网企业竞争性业务改革实施方案，到 2021

年底，国家电网公司装备制造企业要全部完
成剥离。同时，省级电网企业也要退出控股
参股的装备制造企业。此外，电网企业要开
放电网设计、施工业务市场，对电网全资和
控股企业实施清单管理。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企
业研究室主任刘现伟指出，国家骨干输电网
属于自然垄断业务，而电网相关的装备制
造、设计、施工等属于竞争性业务，竞争性业
务就需要全面推向市场，这样才能实现公平
竞争。

据了解，国家电网公司的装备制造业务
主要由旗下南瑞集团、许继集团、平高集团、
山东电工电气集团等企业承担。按照计划，
这些资产剥离后将与中国西电集团进行战
略性重组，成立新的输配电装备集团，目前
相关的筹建工作正在推进。

电网企业竞争性业务的剥离和放开是
今年以来垄断行业改革提速落地的一个缩
影。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在 1月
19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2021年将
深入推进重点行业改革。推进油气行业竞
争性业务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电力体制改
革。推进铁路货运市场改革，开展铁路货运

市场化改革综合试点。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

鹏在有关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署
名文章中提到，要深化自然垄断行业改革，
在电网、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
业和领域，放开竞争性业务，进一步引入市
场竞争机制。

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明确，2021年要
推进铁路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推
动邮政普遍服务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分业经
营。健全支持交通运输民营经济、中小企业
发展的政策。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强调，2021
年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体系，推动
电网企业尽快剥离装备制造业务。

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近年来，
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了一系
列积极进展。1月 19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
发布会上，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新闻发言
人彭华岗介绍说，2013年以来，中央企业累
计实施混改 4000多项，引入社会资本超过
1.5万亿元。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户
数占比超过了 70%，比 2012年底提高近 20
个百分点。地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户数
占比达到 54%，引入社会资本超过 7000亿

元。电力、民航、电信、军工等重点领域的混
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稳步推进，上市公司已经
成为央企混改的主要载体，中央企业控股的
上市公司资产总额、利润分别占到央企整体
的67%和88%。

2021 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攻坚之
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 铁路、电信
等行业企业也纷纷明确2021年的改革施工
图。例如，中国联通提出，要坚定不移深化
混合所有制改革，着力实现高活力运营。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表示，将有序推动
中铁特货公司、金鹰重工公司等企业股改上
市，开展设计集团等企业股改上市方案研
究，推进既有上市公司再融资工作，加快实
施铁路公司路地股权结构调整，推动国铁资
本向路网干线集中。推进合资铁路公司重
组，落实合资铁路债转股试点方案。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企
业研究室主任刘现伟认为，垄断行业改革要
与国有企业改革紧密结合。未来推进垄断
领域混改力度将持续加大，石油、天然气、电
网、电信、公用事业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
化改革有望提速升级，行业集中度和企业竞
争力会进一步提升。

□王璐

视镜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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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刊两网一端”传播矩阵
本报讯（魏锋） 1月19日，随着工作人员点击鼠标，

咸阳市烟草专卖局“泾渭情”微信公众平台发刊词正式
发布，标志着咸阳烟草微信公众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形
成了“一刊两网一端”的传播矩阵。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更新发展，咸阳市
烟草专卖局在全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传播，做好企
业与广大烟农、卷烟零售客户、消费者和工业企业的桥
梁纽带，讲好金叶故事、弘扬行业精神、汇聚发展正能量
上做了多种尝试，形成了“一刊两网一端”的传播矩阵，
即咸阳烟草职工文化读本、企业官网、企业内网、卷烟零
售客户服务端等。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坚持正确舆论导
向，及时宣传企业创新发展风貌，弘扬先进典型，进行理
论研讨，服务企业生产经营，贴近职工学习生活，弘扬企
业精神文化，唱响行业主旋律，为企业健康平稳发展营
造良好舆论氛围。

咸阳市烟草专卖局

□本报记者 鲜康

国网装备制造企业被剥离后将与中国西电集团组建新集团

我国垄断行业改革提速加力

省调查总队发布数据，分析小微企业样本特点及存活现状——

本报讯（王敏娜）近日，宝鸡石油钢
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宝鸡钢管）“彭
建军创新工作室”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命名
为第三批全国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
工作室。此次命名的 100家“国字头”创新
工作室，陕西省共3家企业获此殊荣。

“十三五”以来，宝鸡钢管围绕“解决问
题、传承技艺、展示成果、便于推广”四大功
能，从劳模、技师队伍中选拔领军人才作为
团队“塔尖”，相关科技人员、岗位操作人员
共同组成创新工作室，用项目考核、动态
合作的方式，对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技术进
行攻关，一批特色技术、专利技术呈井喷
式涌现。“彭建军创新工作室”先后解决
生产难题百余项，完成进口设备国产化改
造 50余项，修旧利废 200 余项，小改小革
100余项，发表技术论文 6篇，获得国家实
用专利5项，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2020
年12月，该团队研发的“接箍紧密距全自动
检测”项目获得中国石油首届一线创新大
赛三等奖。

据悉，近年来，宝鸡钢管先后创建劳模
（技师）创新工作室 13个，创建特色班组 21
个，培养了一支集制管核心工艺技术为一
体的300余人的创新队伍，成为生产经营的
骨干力量。

创新工作室在解决生产过程关键技术的同时，通过“师
带徒”“项目合作制”机制，注重“绝活”的传承和团队能力的
培养，发挥“塔尖效应”的辐射作用。西安专用管公司操作员
工秦康利用信息技术人员开发的物流仓储系统，将其变成该
公司为各大油田直达配送油套管的物料管理系统，累计为长
庆油田 9212口井提供配送服务。曹文军团队通过优化成型
工艺，管坯成型车速提升 150%；王家权创新工作室成功开展
技术攻关 50余项，修旧利废和小改小革节约资金百万余元。
茆建军创新工作室获得国家实用专利3项，《精益生产中的可
视化监控》获中国石油首届一线生产创新大赛工程建设专业
三等奖。彭建军创新工作室成员获省部级荣誉 2次、市级荣
誉6次，8人被评为公司劳模、先进工作者，以袁宝、孙岗等青
年员工为代表的26名高技能人才脱颖而出，成长为各操作领
域的行家里手。

为激活高技能人才潜能，宝鸡钢管从顶层设计上坚持必
须扶持领军人才、必须提供工作场所、必须建立激励机制、必
须承接创新项目“四个必须”原则，鼓励生产经营单元从资
金、项目、人力资源保障、激励措施等方面入手，为创新工作
室提供宽松的工作环境。

宝
鸡
钢
管
公
司

﹃
塔
尖
效
应
﹄
激
励
职
工
成
才

日前，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在西安三星二期
项目举行了二次配管(H/U)首批本地学员培训结业典
礼，为31名陕建集团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此次通过建
立本地配管中心，聘请15名韩国技术指导，对本地学员
进行7个月的理论培训和实操培训。

□刘祥胜 郭珍 摄

近日，国家能源集团国华锦界电厂开展“抗寒潮 保
发电”系列活动。活动中，员工不畏严寒，在零下二十多摄
氏度的环境中坚守岗位，强化设备巡检并及时处理设备缺
陷，为实现“开门红”提供了有力保障。 □刘治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