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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深入推进综合改革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
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本报讯 7月21日，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社第六次代表大会在京隆重召开。 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代表党
中央、国务院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第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第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马飚， 第十一届全
国政协副主席、 总社理事会原主任白立忱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 全国供销合
作总社党组书记、 理事会主任王侠主持会
议并代表总社第五届理事会向大会作工作
报告。
汪洋在讲话中强调， 供销合作社作为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要全
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依
靠改革创新激发活力，围绕服务“三农”壮
大实力，努力谱写发展农业、富裕农民、繁
荣城乡的新篇章。
汪洋指出， 供销合作社第五次代表大
会以来，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秉持为农服
务宗旨， 大力推进经营体制和管理机制创
新， 着力推动传统业务与新兴产业融合发
展，加快构建农村现代生产生活服务网络，
为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民
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农业发展方式加
快转变、农村生活需求加快升级的新阶段，
供销合作社要以提高为农服务成效为主
线，创新服务方式、拓展服务领域，强化与
农民组织上、经济上、服务上的联结，努力
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
台。要利用产业类别齐全、经营主体众多等
优势，推进经营体系再造和经营机制创新，
推动不同产业、不同经营主体融合对接，提
高供销合作社市场竞争能力和自身实力。
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强指
导、加大扶持，为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
创造良好环境条件。
王侠就贯彻落实好汪洋副总理重要讲
话精神作出要求。她指出，汪洋副总理的重
要讲话， 站在供销合作事业是中国特色农
业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三农”
兴衰乃至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高度，深
刻论述了做好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意
义，从创新服务模式，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
活的综合平台；创新合作方式，密切供销合
作社与农民群众的利益联结； 创新经营体
系，加快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创
新治理机制， 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和自身实
力四个方面， 明确指出了供销合作事业发
展的前进方向， 为我们准确把握供销合作
社改革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深刻领会新时
期赋予我们的新任务， 提供了有力的思想
武器和行动指南。我们一定要加强学习，深
刻领会， 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具体
行动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推动供销
合作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为建设现代农
业、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作出更大
贡献。

王侠在题为 《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综
合改革 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
和综合平台》 的理事会工作报告中回顾总
结了供销合作社系统五年来改革发展的成
就和经验， 深入分析面临的新形势、 新任
务， 全面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各
项工作。
王侠指出，过去的五年，是供销合作社
改革发展历程中不平凡的五年。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 全国供销合作社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贯彻中央“三农”工作决策部署，抢抓
机遇，主动作为，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发展质量显著提高。五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
以来， 围绕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
部署，按照“改造自我、服务农民”的要求，
全系统超前谋划， 在实践中积极开展改革
探索， 加强新时期改革顶层设计并因地制
宜推进综合改革试点， 深化综合改革迈出
坚实步伐。 通过整合资源加快推进集团化
发展，社有企业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发展水
平跃上新台阶，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速，新
兴业务加快发展。 现代经营服务新体系建
设成效显著，“新网工程” 建设运营水平明
显提升，农业生产服务方式创新成效明显，
电子商务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全系统加强
基层组织体系建设， 为农服务能力明显增
强。联合社自身建设进一步加强，组织机构
进一步健全，作风建设取得新成效，人才队
伍建设得到加强， 文化建设和舆论宣传不
断强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取得新成效。
王侠强调，五年来的改革发展实践，使
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做好供销合作社工作
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供销合作事业发展道
路，必须坚持为农服务宗旨，必须坚持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必须坚持合作经
济基本属性， 必须坚持主动作为、 创新发
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党中
央、 国务院高度关心和重视供销合作社工
作。推进农业现代化，需要更好发挥供销合

作社的独特优势与作用。 实施扩大内需战
略，发掘农村消费潜力，需要供销合作社担
当起更大责任。政府职能加快转变，为供销
合作社发展提供了更宽广的服务平台。 全
系统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趋势性变化和阶
段性特征，抓住历史新机遇，积极应对风险
挑战。要通过坚持不懈深化综合改革，实现
综合经济实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提高，
经营服务领域拓展， 基层社改造取得重大
进展，力争到2020年，把供销合作社系统打
造成与农民联结更紧密、 为农服务功能更
完备、 市场化运行更高效的合作经济组织
体系， 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
综合平台， 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
众的桥梁纽带， 切实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
更好地发挥作用。
王侠在报告中对供销合作社系统未来
五年的重点工作作出部署。 她指出，今后五
年，全系统要深入贯彻好、落实好中发11号
文件精神， 全面落实综合改革各项工作任
务，加强综合改革统筹协调，坚持底线思维，
做到“五个不能”，无论怎么改，都不能把为
农服务的宗旨改丢了， 不能把系统优势、规
模优势改没了， 不能把社有资产改少了，不
能把市场经济方向改偏了， 不能搞“一刀
切”。要大力提升社有企业综合实力，加快构
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着力加强基层
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要顺应新型城镇化和
新农村建设要求， 加大基层组织建设力度，
扩大基层服务覆盖面。 提高基层组织发展
质量，增强基层服务功能。 承接社会各类服
务资源，延伸基层服务平台。 推动政策资金
向基层倾斜， 形成扶持基层发展的长效机
制， 在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发挥更大作
用。 要顺应流通领域变革新趋势，加快推进
流通网络优化布局和功能提升，全面提升流
通服务功能。 要全力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
改革各项工作，努力开创供销合作事业发展
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供销合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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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凤禄会见海航集团
董事局董事逯鹰一行
本报讯 7月7日下午，中
国供销集团总经理杨风禄在
京会见海航集团董事局董事、
海航实业董事长逯鹰一行，双
方就落实中国供销集团与海
航集团合作框架协议下的商
贸合作进展情况进行了沟通，
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了部署。
中国供销集团有关部门负责
人、新合作公司主要负责人及
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谈。
杨凤禄向逯鹰一行通报
了总社第130次主任办公 会关
于原则同意新合作公司参与
资产重组上市工作的方案，对
新合作公司与海航集团合作
实施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取
得的阶段性进展给予充分肯
定，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艰苦
努力表示感谢，对双方取得的
成绩表示祝贺。
针对下一阶段工作，杨凤
禄要求，一是要确保资产重组
平 台 公 司——
—海 南 供 销 大 集
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海南供销
大集）的平稳运行。 要以最快
的速度搭班子、组团队、建制
度、抓经营，坚决完成年度任
务目标，顺利实施一年后装入
上市公司的战略部署；要把双
方优质人力资源转移到海南
供销大集，搭建坚强的、能够
经受住严峻考验的管理团队；
要真正按照企业法人治理结
构规范，在决策、监督、执行等
各个方面依法依规操作，在制
度层面上保障决策科学、监督
有效、执行有力、运行顺畅高
效；要准确把握平台公司的发
展方向，始终坚持打造商品流
通线上线下新型发展模式，始
终坚持面向城乡、为农服务的
宗旨，始终坚持效益、质量、规
模相统一的发展理念，努力把
企业做强做大做好。 二是为保
证一年后西安民生顺利收购
海南供销大集股权，要制定完
善的全年工作计划，详细列明
上市准备各项任务清单，层层
落实责任， 实行倒逼机制；要
千方百计做好与交易所、证监
会的沟通、协调工作。
逯鹰感谢中国供销集团
对重组项目的大力支持，对双
方合作运营的海南供销大集
充满信心，对双方下一步的工
作安排表示认同。 逯鹰表示，
将坚定海南供销大集为农服
务的发展方向，扎实做好各项
工作，积极努力推进公司上市
并最终实现发展目标。
（集团办公室 李亚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