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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天立·御景峰二期一批次业主：
您们好！我们非常荣幸地通知您，您购买的天立·御景峰二期一批

次物业（7栋、8栋、9栋、14栋）已具备交付条件，我司将于2022年7月20
日-7月22日期间办理交房事宜，请您根据《交房通知书》载明的具体时
间携带身份证、购房合同、收据及其它相关资料原件到天立御景峰交房
现场办理收房交付手续。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0833-2171999

乐山天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5日

广告

天立·御景峰二期一批次交房公告

资源向优势企业和主业企
业集中

专业化整合，是指企业通过资
产重组、股权合作、资产置换、无偿
划转、战略联盟等方式，打破企业边
界，将资源向优势企业和主业企业
集中。

国资委此前曾明确表示，2022
年将重点深化跨行业、跨领域、跨企

业的专业化整合。
此次集中签约，除中央企业外

还涉及海南省国资委及地方国有企
业，涵盖数字科技、能源装备、供应
链服务等领域。项目包括中国电子
和中国物流数字科技平台合作项
目、航天科工和东方电气集团能源
装备企业划转项目、招商局集团和
厦门象屿供应链服务合作项目等。

“新华视点”记者在签约现场了
解到，这批整合项目既有同类业务
的横向集聚，又有产业链上下游的
纵向贯通。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是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为主业的
央企，具有计算机CPU和操作系统
关键核心技术。中国物流集团有限
公司是通过整合央企物流资源而组
建的一家“年轻”央企，去年12月刚
刚成立。

两家企业此次签约推进战略协
同，将围绕共建现代物流体系和物
流数字科技平台，全面加强数字化
转型、网络安全、综合物流服务等方
面合作。

央地合作也是此轮专业化整合
的一个亮点。签约当日，中国航空
器材集团有限公司与海南省就中国
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整合达
成了合作意向。双方将围绕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任务，发挥市场机制
作用，大力培育通用航空市场，发展
通用航空新业态，加强基础设施体
系建设。

业内对这项改革颇为期待，认
为改革不仅将提升企业竞争实力，
也将助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速落
实落地。

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

要在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
结构调整上取得明显成效，这是国
企改革三年行动提出的重要目标之
一。作为这一领域的重要改革举
措，国企战略重组和专业化整合近
年来动作不断。

过去 10年中，先后有 26组 47
家中央企业实施战略性重组，并新
组建、接收了国家管网集团等9家中
央企业，仅在2021年就有中国星网
集团、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中国物流
集团、中国稀土集团4家新央企先后
亮相，国资委监管的央企数量从117
家调整至97家。

“有些专业化整合组建了新的
央企，更多的专业化整合则是将同
类业务或上下游业务从非主业央企
集中到了主业央企。”中国企业联合
会研究员刘兴国分析说，无论哪一
种整合方式，目的都是为了服务国
家战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促进实
现高质量发展。

整合油气管网资源组建的国家
管网集团加快构建“全国一张网”，
推动油气保供能力持续增强；鞍钢
重组本钢后，进一步提升产业集中

度，“南有宝武、北有鞍钢”的钢铁产
业新格局加快形成；央企煤炭资产
管理平台公司——国源时代煤炭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整合了10家央企
的煤炭资源，涉及产能超2.8亿吨、
资产总额1400多亿元，推动央企主
业进一步聚焦……

“当前，国际国内环境中一些突
发因素超出预期，全球市场剧烈波
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遇到挑战，
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国资委
副主任翁杰明表示，在此背景下，
深入实施行业领域更广、参与层面
更宽、精细程度更高的专业化整
合，有利于中央企业进一步提升核
心竞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对
于落实国家战略、服务发展大局具
有重要意义。

在“合”字上多下功夫

这项改革下一步将如何深化？
日前召开的中央企业深化专业化整
合工作推进会、中央企业负责人研
讨班等会议传递出新的信息。

推动资源不断向主业企业集
中、向优势企业集中、向“链长”企业
集中。

翁杰明表示，要通过深入开展
央企间资源有效整合，在检验检测、
医疗健康、装备制造、人工智能、新
能源、云计算、钢铁、物流等重点领
域和战略性、前瞻性新兴产业，加快
培育竞争能力强、资源配置优的一

流企业，并努力实现“应整尽整”“应
合尽合”。

聚焦提升核心竞争力，推进企
业内部深度整合融合。

全面梳理央企集团业务板块，
厘清业务边界，打造发展更为专业
的子企业；推动区域布局更成体系，
解决管理“叠床架屋”、投资建设重
复等问题；坚决退出不具竞争优势、
缺乏发展潜力的非主业、非优势业
务和低效、无效资产……根据中央
企业的发展实际，国资委已经明确
了一系列改革重点。

此外，中央企业与地方国企之
间的重组整合有望继续“加码”，在
培育与地方发展定位相契合的支柱
产业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企业核心
竞争优势；同时，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公司在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优化调
整中的作用也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重组整合，重组是第一步，未来
还要在“合”字上多下功夫。

“重组完成后，还需同步做好内
部体制机制、文化、管理、技术、市场
资源等多领域的深层次整合协同，
而这些深层次的整合更重要，也更
具难度。”刘兴国说。

据了解，国资委计划加大指导
督促力度，做好重点整合项目的协
调推动，探索建立专业化整合资源
信息对接共享机制，适时对重点企
业、项目开展整合效果评估，推动这
项改革举措取得更大成效。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央企重组整合再提速 国资委明确改革重点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即

将收官之际，中央企业重
组整合又有新动作：在国
务院国资委的主持下，13
组专业化整合项目日前进
行了集中签约，涉及 23 家
中央企业，约占国资委监
管央企数量的四分之一。

作为当前国企改革的
“重头戏”，央企重组整合
加快推进，对宏观经济和
国 企 自 身 发 展 意 味 着 什
么？接下来这一领域的改
革还有什么安排？

7月18日，问天实验舱与长征五号B遥三运载火箭组合体转运至发
射塔架。

当日，问天实验舱与长征五号B遥三运载火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
区，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新华社发（屠海超 摄）

问天实验舱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记者
史竞男）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18
日通报2022年上半年全国“扫黄打
非”工作开展情况：全国累计查缴各
类非法出版物820余万件，处置网
络有害信息1000余万条，查办“扫
黄打非”案件5200余起。

据介绍，今年以来，“扫黄打非”
部门着力开展专项整治，严打各类
非法有害出版传播活动，扫除淫秽
色情低俗等有害不良信息，大力营
造积极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

目前，网络专项整治取得了阶
段性进展。公安、工信、网信、文旅
等部门扎实推进网络社交平台有害
信息等专项整治，深度清理聊天软
件、网络群组、评论区中的淫秽色情

等信息，压实社交平台主体责任。
新闻出版、文化执法等部门深入开
展电商平台销售非法出版物专项整
治，严厉打击无证经营、违法经营等
活动。

案件查办工作成效明显。各地
“扫黄打非”部门对一批知名互联网
平台登载法律法规禁止性内容等行
为作出行政处罚，督促压实企业主
体责任，对违法违规账号进行处
置。坚持端窝点、打团伙、断链条，
深入查办北京朝阳赵某某等人传播
淫秽物品牟利案、江苏盐城“Hulu-
wa平台”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辽
宁鞍山马某某等人传播淫秽物品
案、河南商丘“麻豆传媒”传播淫秽
物品牟利案等一批刑事大案要案，

坚决严厉打击传黄贩黄犯罪活动。
为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扫

黄打非”部门在“开学季”“4·23世界
读书日”“六一”等时间节点，组织出
版物市场、中小学校园周边文化市
场、涉未成年人上网环境等执法检
查，开展对网络游戏企业落实网络
防沉迷措施情况专项检查，查删网
上涉欺凌暴力等有害信息，严格查
缴网下涉嫌含宣扬不良价值观内容
的非法出版物及文化产品，取缔关
闭涉嫌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网站和
应用近 4300 个。同时，各地加强

“护苗”宣传，广泛开展“绿书签行
动”，举办普法宣讲、网络安全授课
等活动3万多场，引导青少年绿色阅
读、文明上网。

2022年上半年“扫黄打非”工作扎实有力推进

新华社美国伯明翰7月17日电 在美国亚拉
巴马州伯明翰举办的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17日落
下帷幕，中国代表团获得9金4银1铜，排名金牌榜
第十位。

本届世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一行共73人参
加了无人机、保龄球、霹雳舞、荷式篮球、壁球、蹼
泳、滑水、武术等8个项目的比赛，其中蹼泳和武术
表现尤为亮眼。蹼泳队为中国代表团贡献5金4
银1铜，舒程静、胡瑶瑶、陈思佳、许艺川更是以1
分08秒95夺得女子4X50米接力冠军，创造了新
的世界纪录。

武术方面，中国代表团参加的四个项目全部夺
冠，其中“00后”小将张雅玲在女子南拳南刀全能
项目上展现出极强实力，分数一骑绝尘；吴照华、
刘忠鑫和赖晓晓也都表现出色，为中国队成功摘
金。

世运会十个比赛日共产生223枚金牌。德国
队以24金7银15铜位列金牌榜首位，美国队和乌
克兰队分列二、三位。

2025年世界运动会将于成都举办。当日在美
国伯明翰“保护生命”体育场举行的闭幕式上，国
际世界运动会协会会旗被正式移交到成都代表团
团长杨慎微手中，“成都时间”展演和憨态可掬的
熊猫人偶形象也引来阵阵掌声。

世界运动会于1981年首次举办，是一项以非
奥运会项目为主的国际性综合体育赛事。本届世
界运动会原计划于2021年举行，但由于当时亚拉
巴马州疫情形势严峻，因此推迟一年。

第十一届世运会闭幕
中国队九金收官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水利部18日发布消
息称，财政部、水利部近日拨付水利救灾资金4.68
亿元，支持广东等10个省区市做好水毁工程设施
修复工作，保障防洪安全。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珠江发
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北江发生特大洪水，西江发
生 4次编号洪水，长江流域湘江、赣江也相继发
生编号洪水，四川发生两次 6级以上强震，这些
洪水和地震使得水利工程水毁震损严重，防汛形
势严峻。

财政部、水利部调度各地受灾情况，研究救灾
资金分配方案，下达了水利救灾资金用于支持受灾
地区水利工程设施修复等救灾工作，及时恢复防洪
功能，切实保障防洪安全。

我国拨付水利救灾资金4.68亿元
支持地方水毁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