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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合作集团召开
2016年上半年经营工作会议
本报讯 7月19日， 新合作集团2016年
上半年经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会议听取
了集团公司总裁郝彦领所做的上半年经营
工作报告以及新合作常客隆公司、 湖南新
合作公司、十堰新合作公司、泰山新合作公
司等4家企业的经验介绍。集团公司班子成
员，集团各部门、各出资企业负责人及财务
总监参加了会议。
郝彦领在《报告》中对公司上半年各方
面经营工作进行了总结， 并对下半年主要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要求抓好现金流问
题和盈利能力提升问题， 做好资产整合和
新业务、新模式的谋划工作，一是继续积极
推进集团部分资产进入供销大集， 按期完
成股权登记等事宜； 二是继续抓好电子商
务业务，提升网络价值；三是继续加大线下
经营网点的建设，扩大销售；四是继续加强
内部管理，降低经营成本；五是加快适应市
场变化，转换经营思路；六是加大资本运营
力度，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本增值；七是做好

郝彦领会见浙江省
金华市金东区区长
施美红一行
本报讯 7月14日上午， 新合作
集团总裁郝彦领在京会见来访的浙
江 省 金华 市金 东 区区 长 施 美 红 一
行。
双方就网络建设、 新农村建
设、 电子商务以及小城镇建设等方
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共同探寻业务
合作契合点， 并就相关合作事宜交
换了 意 见。 集 团公 司 副 总 裁 武 利
民、 王 永威 ， 金 东 区 副 区 长 郑 竟
成、 招商局局长李芬、 规划局李蕾
等参加了会谈。
（供销大集 张飞）

资产管理工作，保证资产安全；八是抓好党
建和党风廉政建设， 为公司健康发展保驾
护航。
会议期间， 还组织召开了集团发展研

讨会和半年财务工作分析会， 邀请中国供
销集团财务公司业务人员介绍了该公司的
资金池产品。
（企业管控与服务中心 皮君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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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新网工程”资金改为股权方式投入
重点支持电商惠农工程、土地流转及后续农业社会化服务
本报讯 记者从7月12日举办的供销合
作社系统2016年中央财政“新网工程”专项
资金项目申报培训班获悉， 根据财政部印
发的 《关于下达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
工程专项资金的通知》要求，2016年中央财
政“新网工程”专项资金使用方向明确为：
支持供销合作社开展农村电子商务惠农工
程和土地流转及后续农业社会化服务。 中
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 理事会副
主任肖仲凯，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中
国供销集团董事长杨建平出席开班仪式并
分别就做好项目申报、 确保财政资金保值
增值等问题作出安排部署。
据介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发（2015）
11号文件精神，与以往相比，今年中央财政
“新网工程”专项资金在使用和管理上有三
点显著变化：一是资金渠道有变化。以往中
央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将资金下达到各
省，支持“新网工程”建设，今年专项资金全
部上划到中央本级，相应增加总社预算，注
资到中国供销集团，由总社集中统一使用。
二是资金使用方式有变化。 以往专项资金
采用的是补贴方式，资金投给谁就算谁的。
今年是以股权方式投入， 在以项目为支撑
的基础上， 专项资金作为中国供销集团的
股权， 以市场化方式投入到地方各级供销
合作社拥有优质项目的企业。 三是支持方
向有变化。 以往专项资金支持供销合作社
四大传统网络， 今年集中财力重点支持农
村电子商务惠农工程和土地流转及后续农
业社会化服务两大方向。
肖仲凯在开班仪式上指出，2016年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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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增加“新网工程”专项资金规模，是贯
彻落实中发（2015）11号文件精神的具体体
现，同时也对供销合作社深化综合改革，提
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出了新的要求。 此
举将有利于供销合作社系统上下联合合
作，上级社将资金以股权形式投入下级社，
有利于打破层级分割， 实现各层级之间的
产权联合，从而有效整合系统资源，形成为
农服务合力。有利于集中财力办大事，避免
资金分散使用时的“撒胡椒面”现象，突出
重点改革事项，全国“一盘棋”，加快形成覆
盖全国的网络。 有利于较快地壮大社有企
业经济实力，发挥龙头引领作用，更好地带
动全系统发展。
肖仲凯强调，各级供销合作社要正确理
解和把握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政策改革的核
心和实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以改革创新
的精神贯彻落实中央财政政策。 专项资金的
使用和管理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三
农”工作的部署和要求，围绕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建设，重点投向农村电子商务惠农工
程和土地流转及后续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
同时要有效防控风险。 在具体工作中要正确
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充
分发挥社有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同时充分
调动地方各级供销合作社及其社有企业共
同参与项目建设的积极性，提升基层组织的
为农服务能力， 壮大社有企业为农服务实
力。 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涉及到的各级供销
合作社及其社有企业， 必须明确各自职责，
并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加强项目管理和资金
监管，确保财政资金安全和效益。

杨建平表示， 这次财政专项资金拨付
方式的重大变革是财政部落实中发（2015）
11号文件精神， 支持供销合作事业发展的
一项重要举措， 也是观念和机制的重大调
整， 目的是用市场化的理念、 市场化的机
制，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牵引和
推动作用，让总社牵头集中资金干大事，以
打造上下贯通的“国家队”为根本目标。 这
次变革使得专项资金既有补助扶持的属
性，又有投资责任的属性。我们不能按照过
去财政资金使用的理念和办法去“阳光普
照”、急危解难，而是要体现战略意图、发现
投资价值、追求投资回报、规避投资风险。
杨建平同时表示， 为了对接实施好这
次用新的方式拨付的财政专项资金， 中国
供销集团专门指定中国供销电子商务公司
和中农集团现代农业服务公司， 为投资实
施主体和责任主体，承担财政资金的责任，
牵头筛选投资项目、确定投入资金、持有投
资股权等。 投资原则为“增资为主、新建为
辅”，重点投入到已经建成、有一定经济和
社会效益的项目中。 财政资金的使用坚持
市场化方式， 按照市场化原则为主选择优
质项目，按照市场化原则运作项目，按照谁
参与、谁贡献、谁分享的原则，充分调动多
方积极性、凝聚系统上下的力量，共同打造
为农服务“国家队”。 供销集团同时将按照
总社的统一部署，组织专门力量，对项目的
申报、筛选严格把关，配合好国家审计署的
审计和总社的定期或不定期抽查和审计，
确保专项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中国供销合作网）

新合作瑞通公司与
悦达南方公司
举行业务洽谈会
本报讯 8月5日，北京新合作瑞
通公司与江苏悦达南方控股有限公
司在京举行业务对接洽谈会。 新合
作集团常务副总裁高国进， 新合作
集团总裁助理、 北京新合作瑞通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刘跃忠，副总经理
杨建伟； 江苏悦达南方控股有限公
司总经理唐如军， 常务副总经理王
建宏，财务总监单吉荣出席洽谈会。
会议就目前双方合作的平行进
口汽车项目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达成
共识， 双方表示将继续加大人力物
力， 进一步将平行进口汽车业务做
大做强， 并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合
作面，开展长期深入的合作，加快发
展。
（新合作瑞通公司 杨建伟）

湖南新合作签约
福建尤溪县平战结合
人防工程项目
本报讯 8月3日，在福建省尤溪
县举行的“我家在景区”第二次全域
旅游项目签约仪式上， 湖南新合作
中昊人防发展有限公司与尤溪县政
府签订了 《尤溪县七五路单建式平
战结 合 人防 工程 项 目 的 投 资 意 向
书》。 新合作集团副总裁王永威、尤
溪县委书记杨永生出席项目签约仪
式。
七五路单建式平战结合人防工
程项目位于福建尤溪县城关镇七五
路， 总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 路
段总长约一公里， 总投资人民币4
亿元。 项目计划年底动工建设， 将
创建成为省级或国家级特色旅游景
区。
（湖南新合作 郭贤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