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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国资监管
“一盘棋”

王笃平原为山东能源临
矿集团财务部长，2016年2月
成为山东省省管企业专职监
事，隶属山东省省管企业监事
会主席赵荣浩分管的第二办
事处，目前对兖矿集团和华鲁
集团履行监督职责。

“一年来的主要时间大都
在兖矿。”王笃平说，根据省国
资委工作安排，兖矿集团监事
会围绕投资决策、企业减亏增
效、两金占用等三项主要工作
开展，“兖矿集团资产2000多
亿，行业较多，发展较快，近期
海外投资较大，这是我们监事
会的工作重点。”

4月14日，兖矿集团召开
第一届董事会第15次会议，兖
矿集团监事会全程参与了会
议。“经过各位董事、各位监事
认真审议，会议提交董事会的
16项议案都获得表决批准，形
成了董事会决议。”王笃平说，

“在审议过程中，对部分议案，
有的董事独立、客观、审慎地
发表了专业意见，有的监事提
出了建议。”

4月18日，兖矿集团监事
会向兖州煤业公司、兖矿化工
公司、兖矿东华建设公司及兖
矿集团投资发展部、审计风险
部等企业和部门，提出《兖矿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意
见反馈单》。赵荣浩指出，2017
年山东省国资委的工作要点
包括推进国有企业结构调整
转型升级、处置僵尸企业、混

合所有制改革、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
强国企党建等等。

“我们要做的就是围绕这
些中心工作，对企业运行中存
在的问题予以揭示，对发现的
问题和风险及时报告。”赵荣
浩说，“认真学习研讨这些中
心工作也是省国资委对各省
管企业监事会的基本要求，只
有紧紧围绕国资委的中心工
作开展监督检查，才能真正形
成国资监管的‘一盘棋’。”

监事会促进了
兖矿改革发展

段银山是兖矿集团监事
会5名监事中的公务员监事。
记者采访的前一天，他正跟随
兖矿集团总经理李伟在基层
考察调研。

“兖矿集团对监事会的
工作非常重视、支持，无论在
工作、学习、生活方面都提供
了很多方便。”段银山说，监
事可随时进入兖矿OA系统，
兖矿集团所有文件都能在这
里查的到看得到，财务数据
也能及时对监事会公开，一
些重要会议、重大决策项目
都能参与。

“兖矿集团是山东省开展
监事会‘外派内设’模式试点
的第一批单位，目前已经发展
得比较成熟，各方面的配置也
很完善。”段银山说，“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为了促进企业是
监事会之间的沟通，兖矿集团
创 建 了 一 种 信 息 反 馈 机
制——— 对于监事会提出的意

见或建议，兖矿集团董事会秘
书处会在短期内以反馈单的
形式进行回复。”

监事会4月18日向兖矿集
团提交《兖矿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会审议意见反馈单》4天后
的22日，兖矿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会秘书处就陈宏董事、段银
山监事、王笃平监事提出的建
议分别给予答复。

2016年，兖矿监事会列
席兖矿各种会议47次，其中
董事会会议13次，总经理办
公会27次，专题会议7次，对
研究的议案提出意见和建议
17条，所提意见和建议得到
企业重视和关注并迅速得到
回复；还组织集中调研活动4
次，调研单位1 8家，提交了

《关于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
司票据贴现纠纷案件相关情
况的专题报告》《兖矿集团科
澳公司实施关停期间工作稳
定有序》亏损企业治理专报，
提交了《兖矿集团本部化工
板块调研报告》。

“兖矿集团对监事会工作
给予大力支持，提供了应有保

障，监事会也非常重视和支持
兖矿集团的改革发展，从而形
成了互促共赢的良好局面。”
段银山说。

监事会工作
既监督又创新

兖矿集团监事会，是山东
省国有企业第一批设立监事
会的试点企业，自2007年开
始，迄今已是第五届。

赵荣浩介绍，监事会刚派驻
时，企业有时还不很理解，经过
几年的建设和完善，监事会越来
越受到企业的欢迎和重视。“设
立监事会，是实实在在地完善了
法人治理结构。”他说。

“企业对监事资源的‘抢
夺’也反映出企业态度的转变，
现在很多企业对监事会的认
可度越来越高，觉得监事会真
正帮助企业健康运营，而不是
像前些年那样有所顾虑。”段银
山说，“而且，在省国资委出台
的一些相关政策的促使下，省
管企业对我们监事会的支持
和保障力度也不断加大。”

“现在企业变化、发展太
快，监事会成员提问题有可能
会偏。”王笃平表示，因为监事
会的介入，兖矿集团自身也加
强了监督。“兖煤澳洲莫拉本项
目，兖矿集团找了两家投资机
构进行评估，以前也许就找一
家。现在两家评估机构就有了
对比，评估结果就比较可信。”

“监事会对于企业，一方
面是监督，一方面也是创新。”
段银山认为，要做好监事会的
工作，除了加强自身学习，提
高自身素质之外，还要不断地
创新，一是从制度入手，规范
自己，二是要重视每一提案，
在充分调研、学习，吃透情况
的基础上，重点考虑风险防
范，提的意见或建议一定要谨
慎；三是所提建议一定要跟
踪，及时与相关领导提醒、沟
通，做好解释。

“监事会工作在不断探
索、摸索，不断完善中。”赵荣
浩最后表示，“通过监事会工
作，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一步步
地往前走。”

““以以问问题题和和风风险险为为导导向向开开展展工工作作””
有了兖矿监事会集团运行更加规范和顺畅
本报记者 黄广华 通讯员 吴玉华

兖矿集团改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一项重大变革是公司治
理结构更加完善，包括监事会在内的“三会一层”运行更加规
范、顺畅。2016年初，兖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兖矿集团”)新
一届监事会根据省政府和省国资委统一要求，结合企业实际，
建立监事会制度，规范工作程序，明确职责分工，为监事会工作
奠定了基础。

兖矿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

端午居民消费观念转变

半半成成品品粽粽子子更更受受市市民民欢欢迎迎 本报济宁5月25日讯(见
习记者 马云雪) 随着气
温飙升，市民对水果的喜好
也发生变化，西瓜、甜瓜销
量大增。尤其是西瓜，销售
量更是直线上升。24日，记者
走访南辛庄果品批发市场
了解到，目前市面上的西瓜
多是本地瓜，每斤批发价格
两元左右，不菲的身价相比
去年涨了近3成。

24日早上，在济宁南辛
庄果品批发市场，记者看到
五六辆大卡车一字排开，来
自唐口、嘉祥等地的批发商
从泗水运来西瓜直接在卡
车上销售，从早晨7点开始，
不到3小时，2万多斤西瓜全
部售罄。

“现在世面上的西瓜，
基本上都是泗水产的。今年
行情还算可以，现在批发价
都要2元至2 . 2元之间。泗水
的西瓜品种一般分为甜王
和精品，都是皮薄，沙壤，又
红又甜，上海，东北的都跑
过来拉货，可见西瓜质量还
是很好的。”济宁南辛庄果

品批发市场西瓜批发商王
总笑着说。

据了解，今年西瓜价格
和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三成
左右，尽管销量并没有去年
好，但是批发商总体盈利还
是不错。做了26年批发西瓜
生意的苏先生告诉记者，上
个月的时候就去泗水订西
瓜，瓜农基本已经基本预订
完毕，每斤西瓜的价格相比
去年涨了四分之一左右。

“一个是种植户少了，再一
个就是外地西瓜减少，现在
市面上售卖的基本上都是
本地西瓜，价格自然就贵。”

受前两年西瓜价格下
滑的影响，瓜农种植积极性
普遍偏低，纷纷改种成了其
他的蔬菜。所以今年济宁大
棚西瓜的种植面积有所减
少。而目前天气升温速度较
快，市民对西瓜的消费量增
加，导致价格上升。“过一段
时间，随着西瓜的大量上市
和其他品种西瓜供应增多，
价格可能会逐渐下降。”苏
先生分析。

气气温温飙飙升升西西瓜瓜热热销销
价价格格同同比比涨涨了了三三成成

本报济宁 5月 2 5日讯 (见
习 记 者 马 云 雪 ) 端 午 节
将至，粽子甜糯可口，成为餐
桌上必不可少的食物。与往
年相比半成品粽子更加受欢
迎，包粽子所需的原材料受
到消费者青睐。

2 4日，记者在济宁大润
发超市看到，专门有一块区
域是自制粽子原材料的供应
区，从江米、绿豆、红枣、白砂
糖到葡萄干、蜜枣、红豆……
十几种原材料可供选择。现
场十分热闹，基本上以中老
年和年轻妈妈为主。

在城区另外一家超市，
记者看到各种口味的粽子早
已被商家摆在了显眼位置。
该超市粽子专区促销员告诉
记者，近几年为了迎合消费
者的不同口味，粽子口味不
断创新，除了有红枣、豆沙等
传统的口味外，还推出了玫
瑰、蛋黄肉、双豆沙粽、菠萝

等口味的粽子，深受消费者
喜爱。“如果一定要排个先后
顺序的话，传统的蜜粽第一，
其次就是八宝口味和豆沙的

了。今年肉粽销量也不错，上
了年纪的老年人吃不了甜，
一般选择肉粽。”粽子促销员
笑着说。

自制粽子区受到市民的欢迎。 本报见习记者 马云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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