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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国有企业利润半年报落定。
7 月 25 日，财政部发布上半年全

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
况。上半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
14072.3 亿元，同比增长 24.3%。利润
增幅高于收入 7.7 个百分点，钢铁、有
色等上年同期亏损行业持续盈利。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发现，
在效益改善的同时，国有企业负债率
也在下降，这意味着国有企业降杠杆
取得一定成效。

地方国企利润增近四成
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6 月，国有

企业营业总收入 245802.9 亿元，同比
增长 16.6%，实现利润总额 14072.3
亿元，同比增长 24.3%。其中，中央企
业利润同比增长 18.5%，地方国有企
业利润同比增长 37.5%。

今年伊始，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一
改前几年萎靡之势，连续报出佳绩。前
2、3、4、5 个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分
别同比增长 40.3%、37.3%、24.8 和
25.5%。

连续 6 个月保持同比 20%以上
的累计利润增长，在上一次出现还要

追溯到 2010 年到 2011 年上半年的那
段时期。在 2010 年的 1至 2 月份，国有
企业利润曾创下 88.9%的同比增速。中
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主任郝玉峰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在 2010 年那
段时期，钢铁、石油、煤炭等商品的需求
和价格对国企的利润状况影响明显。在
2009年利润大幅下滑后，国家需求侧刺
激，以及后来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带动国
企利润大幅回升。”

但是，2010 到 2011 年的国企利润
高增长并没有持续多久，在 2012 年初
便重回下降状态，此后国企利润坐上了
“过山车”。

2012 年同比下降 5.8%，2013 年和
2014 年分别同比上升 5.9%和 3.4%，
2015 年又再次同比下降 6.7%，2016 年
同比小幅上涨 1.7%。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评价说：“这一轮国
企利润恢复与增长不同于以往时期靠需
求侧刺激，而是得益于稳增长、促改革、去
产能、降成本、严管理。以调结构为主的供
给侧改革和国企改革同步进行，正在形成
新的红利，新的周期苗头越来越成熟。”

在总结上半年中央企业经营状况
时，国务院国资委总会计师沈莹也提到，
中央企业效益增量拉动过程中，传统产业
提升的动能和新动能协同推进，无论是传
统的石油石化、钢铁、煤炭这些行业的效益
大幅度回升，同时，一些装备制造、先进制
造业，现代服务业的效益都在持续向好。

国有企业负债率下降
除了利润恢复性增长，财政部数据

也显示，6 月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1434774.3 亿元，同比增长 11.5%；负债
总额 941293.4 亿元，同比增长 11.4%；
所有者权益合计 493480.9 亿元，同比增
长 11.7%。

据财政部数据计算，到今年 2017
年 6 月末，国有企业负债率为 65.6%。
《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梳理发现，2016
年 6 月 末 ， 国 有 企 业 资 产 总 额
1259539.7 亿元，同比增长 15.2%；负债
总额 835497.2 亿元，同比增长 17.8%。
据此计算 2016 年 6 月末国有企业负债
率为 66.3%。

负债率的下降，意味着国企去杠杆
取得一定成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也提
到，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

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

赵锡军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今
年降杠杆取得一定成效，一方面体现在
总体负债规模下降，另一方面负债结构
也进一步优化，例如部分国企调整负债
结构，短期负债减少，中长期负债上升，
这也有助于降低风险。

在谈及今年上半年央企债务问题
时，沈莹也提到，国资委对一些高负债企
业实施负债率和负债规模双管控，通过
预算、考核、薪酬、投资管理等方面联动，
加大管控力度。

在降杠杆方面，沈莹称，国资委推动
企业优化资本结构，鼓励企业通过 IPO、
配股等方式从资本市场融资，改善资本
结构，支持企业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推
动企业通过存量的盘活，来筹集发展资
金，尽量减少对负债的依赖。

作为降杠杆的一项措施，市场化债
转股也在国企中推进。沈莹曾提到，目
前，已有 12 家中央企业签订了框架协
议，中国宝武、中国一重等一些中央企业
的债转股工作已经取得积极成效。

每日经济新闻

国企利润半年报出炉:利润总额同比增 24%

连日来，在商丘柘城县城，梁铭
轩、梁家豪姐弟俩的故事成为街头巷
尾的焦点话题。2016 年高考，梁铭轩
以 677 分摘取全县理科第一名，顺利
被清华大学录取；今年高考，比她小一
岁的弟弟梁家豪也不甘落后，以 662
分夺得全县理科第一名，也被清华大
学录取。

姐弟俩蝉联全县高考理科第一名
“你是来了解梁铭轩、梁家豪的

事情吧。他们姐弟俩太牛了，是我们全
校学习的榜样。”盛夏时分，位于商丘
柘城县上海中路的柘城县二高，电子
屏幕上滚动播放着考入重点大学的考
生名字、分数及录取院校。其中，梁家
豪、梁准 662分并列全县第一名。

在校门口左侧的荣誉榜上，梁铭
轩的头像和成绩居第一位。2016年高
考，梁铭轩以677分被清华大学土木工
程系录取。郸城县二高工作人员介绍，
梁铭轩爱钻研，很勤奋，阅读量大，善于
利用时间，注意学习方法，她考入清华
大学后，给同学们带来了启发和信心。

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她的弟
弟梁家豪。今年高考成绩揭晓后，梁家
豪不负众望，原本学习成绩优异、多次
模拟考试均排在全年级前列的他以
662 分并列夺取全县理科第一名。梁
家豪也成为柘城二高 3个已被清华录
取的考生之一。姐弟俩的故事一时传
为佳话。

“一家出了两个状元，非常罕
见。”“实在是不可思议，祝贺姐弟
俩。”很多人谈及此事都很惊叹。

独特教育经让姐弟俩先后圆梦清华
姐弟俩为何这么牛气？对很多考

生及家长来说，有何值得借鉴的经验？
据了解，姐弟俩的父亲梁述江是

柘城县二高的体育教师。对于子女取
得如此骄人的高考成绩，他一脸微笑：
“从小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很重要。”他说，作为父母，除了保证
衣食住行外，还要真正走进孩子的生
活。

“我是体育老师，有了空闲就会让
孩子们跟我一起跑步、打篮球等。这样做
就是让孩子们锻炼体魄，无形中增强孩子
的自信心。”他说，当然让孩子的生活有规
律也很重要，早睡早起，从小就要求孩子
晚上8点睡觉第二天早上7点起床。

梁述江表示，作为父亲，他送给子
女最多的礼物就是书，从小培养子女
的阅读兴趣。家里的藏书也多，孩子们
从四五岁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阅读
习惯从未改变过。路边书摊和正规书
店一家人经常光顾，这是 “精神食
粮”，孩子们读书上瘾了，经常是废寝
忘食。

“高中之前阅读量的积累对孩子
来说非常有必要，也非常重要。”他
说，家长是最好的老师，扮演好自己的
角色不能缺位。他认为孩子学习成长
和家长的关系很大，要了解孩子。其实
俩孩子都有不同程度偏科，但家长并
没给他们太大压力，让他们卸下了心
理包袱。“女儿数学不理想，我大伤脑
筋，让她多找老师请教，才有了起色。
儿子语文也是，我仔细了解了他的现
状，和语文老师一起鼓励他多背诵，写
感悟，重基础，语文也没拉后腿。”

梁述江坦言，子女教育是整个家
庭的事情，孩子的良好生活习惯养成
和学习方法引导，家长真的不能缺位，
一定要负起责任，帮助他们树立目标，
才能帮助孩子圆梦。

郑州晚报

姐弟蝉联理科高考状元
先后梦圆清华

春夏季节，湖畔广阔的草地上，牧草如茵、黄花遍地、牛羊如云、牧歌悠悠、毡房点点、构成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古丝路
画卷。 人民网

“只要不放弃，生活总会好起
来。”每次遇到困难，20 岁女孩牛艳
就会默念这句话。虽然这句话很简单，
但似乎从出生就伴随着她。

南方，福州大学，在校生牛艳这个
暑假兼了 8 份家教，奶奶身体健康是
她最大的心愿；北方，周口郸城牛庄
村，一间简易房里，79 岁奶奶最大的
幸福，就是每天想着相依为命的孙女
儿。7月 25 日，大河报·河南福彩助学
直通车的记者和工作人员联系上牛
艳，她说，在生活中，有时不得不面对
一些事，“只要不放弃，总会过去的”！

艰辛
朝六晚九，暑假里她兼了 8 份家

教
早上 6点半，福州，气温 40℃，牛

艳已经洗漱完毕，搭乘公交车赶往当
天的第一个家教地点。

要勤工俭学，还要牵挂着远在周
口老家的奶奶。这个暑假，牛艳接了 8
份家教，平均每天都有两到三节课。

“每一天醒来都跟打仗一样。”她
告诉记者，为了节约成本，她和同学租
住在郊区，距离市区有近 1 个小时的
公交车程。所以，每天她都要赶在 6
点半之前起床洗漱，才能保证当天的
第一份家教工作不会迟到。

“每次家教两个小时，上午大概
11 点结束。简单吃饭休息后，再赶车
到下一家。”

牛艳所说的休息，就是在吃饭的
地方坐上一小会儿。随后，顶着烈日，
她赶到附近的公交车站。每当公交车
按时来到，她心里就会稍稍安稳一点，
马上，又开始祈祷着不要堵车，她要在
3点前赶到第二家。

“5 点半结束后，就要在 6 点赶
上车，不然等到下班高峰，就很难赶到
下一家了。”牛艳说，有一些家教地点
之间距离很远，如果遇到堵车，就得先
上课，坚持到晚上 8 点结束才能吃晚
饭。

晚上 9 点，经过漫长的公交车
程，牛艳回到租住的小屋，简单洗漱之
后，开始为第二天的课程备课。“我不

能辜负家长的信任，要尽自己的力辅
导好学生。”

相遇
被“奶奶”收养，她有了自己的家
尽管很累，但提起奶奶，牛艳立马

“满血复活”。其实，她口中的奶奶，并
不是她的亲奶奶，而是幼年时就收养
了她的奶奶。

牛艳告诉记者，她是在长大后才
知道，几个月大的时候，她被父母遗弃
在新乡某县城的一家医院里，是好心
的奶奶把她抱回了家。奶奶历尽艰辛，
靠着捡破烂的微薄收入养活了她，并
供她读完了小学。

“我上完小学时，奶奶年纪已经
很大了，她带着我回到了周口老家。在
好心人帮助下，我在福利院的照顾下，
牛艳健康成长。”2015 年，18岁的牛
艳以优异的成绩被福州大学录取。
“拿到通知书，我专门跑去拿给奶奶
看，她高兴，我也高兴，那一天，是我们
最开心最幸福的一天。”

如今，牛艳只希望奶奶的身体健
康。“等我工作了，就能好好照顾她
了。”面对生活，即便举步维艰，她都
不曾放弃过对梦想的渴望。

提起牛艳，郸城县福利院梁院长
的评价是：“懂事、努力、有孝心。”
“每当听说她有难处时，大家都想着
尽力去帮她。”

感动
两年时间，80 多位高中同窗悄悄

为她攒出 8000 元
回忆过往的生活，牛艳很少提起

困难，话语里总是感恩。除了奶奶，她
最想感谢的是高中的班主任和同学。

牛艳说，高二时，因为生活拮据，
学习任务又重，她病倒了。也正是她这
次生病，让班主任和同学们才知道了
她的身世。等她出院时，班主任塞给她
一张银行卡，“老师说这是爱心人士
资助的。直到高中毕业，我才得知这张
卡背后的秘密。”提起这件事，牛艳忍
不住激动起来。

原来，得知牛艳的身世后，同学们
很心疼，便自发决定帮助她。当年的班

长小史告诉记者：“为了不让她分心，我
们私下建了一个 QQ 群，用她的身份证
办了一张银行卡，班里 80 多个同学每
个月都从自己的生活费里省出 5 块、10
块，自觉打到卡里。”

高中毕业时，牛艳名下的那张银行
卡里余额已经达到了 8000 元，牛艳却
始终未动过一分钱。“一直觉得受之有
愧，高中毕业时，我想通过班主任把卡
给爱心人士还回去。”当牛艳把卡递到
班主任手中时，班主任既惊讶又感动。
“老师这才告诉了我真相，并劝我一定
要收下大家的心意。”

爱心银行卡里的 8000 元钱，为牛
艳解决了大学第一年学费的后顾之忧。
“那段高中时光，真的很难忘。虽然很困
难，但老师、同学们给了我精神的寄托
与梦想。每当想起，我都是无限的感动、
感恩，一辈子都忘不了。”牛艳说，等将
来有能力了，她也会帮助更多的人。

坚持
总是鼓励自己，明天会好的
带着感动，带着同学们的心意，牛

艳从周口来到福州，开始了梦想已久的
大学生活。

与高中相比，大学生活的自由支配
时间有很多，但牛艳选择了一种十分繁
忙的生活节奏：学习时间，每天五点半
起床早读，除了按照课程表上课，其余
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课余时间，她都
用来做兼职、接家教，以支撑自己的日
常生活。两年大学生活，她的成绩一直
名列前茅，还获得了各类奖学金。然而，
生活的拮据与困难始终伴随着她。即便
如此，她从未告诉同窗好友家中情况。
在她看来，大家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
她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虽然
忙碌了一些。“我不想大家用同情的眼光来
看我，因为我家里的情况而多照顾我。”

面对生活的重担，牛艳坦言，有时
候真的觉得很难。“我总是鼓励自己，明
天会好的。可说着容易，做起来难。有时
候，我晚上捂着被子大哭一场，第二天
一早爬起来再继续拼。”牛艳相信，“只
要不放弃，生活总会好起来的。”

大河网

女大学生暑假兼职 8份家教：用努力创造美好生活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 2017
年上半年主要工作统计数据并介绍
《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相关情况。
截至 6 月底，我国国内发明专利拥有
量共 122.7 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
拥有量达 8.9 件，较“十二五”期末提
高 2.6 件，正在向国家“十三五”规划
纲要中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12
件的指标目标稳步前进。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胡文
辉说，2017 年上半年，我国发明专利
申请量共 56.5 万件，同比增长 6.1％。
共授权发明专利 20.9 万件，其中，国
内发明专利授权 16.0 万件。京津冀地
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23.0 万件，同比

增长 23.6%。长江经济带覆盖省市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 55.1 万件，同比增长
22.0%。

上半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
《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
2.16 万件。我国申请人向外专利申请增
势稳定。我国申请人通过国家知识产权
局提交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为 2.0 万
件，同比增速达 15.3%。

8 月 1 日起，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
的《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将正式施
行。据悉，该办法将切实减轻当事人负
担，促进改善营商环境，压缩专利审批时
间，提高审批效率。

人民日报

我国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8.9 件

北京实施医药分开综合改革至今已
满百日。记者7月23日从北京市卫计委
获悉，医改以来北京地区共诊疗服务
6000万人次，平均每天节省医疗费用
3500万元。

根据测算，北京地区每天节约医
疗费用达 3500 万元。100 天来，仅药
品费用一项，阳光采购就节省药费
13.7 亿，药品均价累计下降程度超过
了 8％。预计全年能够节省药品费用
在 30亿元以上。

近期，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在二、三级医院对 600 名患者进行了访
问。其中，91.7％的患者表示支持北京医
药分开综合改革，82.2％的患者认为改
革有利于分级诊疗，83.8％的患者对医
疗收费持肯定的态度，63％的患者感觉
就诊费用下降或持平。

日常监测信息显示，3100 所参与医
改的医疗机构运行情况平稳，分级诊疗
趋势显现。其中，三级医院的门诊量减少
12.7％，二级医院也有所下降，而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和一级医院的诊疗量增幅达
10％。 人民日报海外版

北京医改百天 每天节省医疗费用 3500 万元

一幅画或许抵得上千言万语，但
如果有人能真正识别一个神秘的中国
古老文字，他 / 她就能获得 10 万元
人民币的奖励。近日，河南安阳中国文
字博物馆呼吁全世界帮助破译数千个
可追溯至 3000 多年前中国商代的神
秘甲骨文文字。

这些与现代文字类似的甲骨文记
载了中国古代从天气到税收等在内的各
种问题，从而能够反映当时的生活和社
会。中国已发现约5000个甲骨文文字，
但迄今为止，学者仅破译其中不到一半
的单字，约3000个单字的含义仍不为
人所知。如今该博物馆希望利用现金奖
励能促使更多的国际和国内的学者利用
科学来帮助人们揭开剩余的谜团。

该馆近来在其官网公布的公告中
表示，破译未释读的甲骨文并经专家

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
10 万元; 对存争议甲骨文作出新的释
读，单字奖励 5 万元。该馆还鼓励研究
人员采用云计算、大数据与传统方法相
结合的方式形成原创性研究成果。来自
郑州大学的甲骨文专家刘风华表示，如
今未考释的字多为人名、地名，年代过于
久远，很多地方已经变换名称，无从考
证，也就无所进展。她还说，因为经济原
因，近几年原本研究甲骨文的人去做了
其他文字研究。

现在，对研究中国古籍的研究人员
来说，若识别出一个单字也可能成为终
生成就。南开大学的朱彦民教授表示，破
解一个单字就有可能为过去揭去面纱。
“比如破解了一个名词或者一个动词，
或将带活一大批甲骨文书，也就能让我
们更了解当时的历史。 环球时报

一字 10万元，中国邀世界共解甲骨文之谜

“我们不和城市气温低于 40℃
的人做朋友，不熟。”最近合肥等地持
续高温，这样的段子坊间流传也很热。
这个夏天，被合肥人调侃为“最热”的
夏天，老百姓为了尽量保持舒适，生活
成本也在持续增加。仔细算算，拉高合
肥人“高温账本”的主要有以下四类。

空调吹高了用电量
三口之家 1 个月电费抵过去 2

个月
家住合肥北城世纪城的李先生，

100 多平方米的三房住着三口人，因
为儿子放暑假了，除了必要的外出，基
本都在家。

“儿子白天在家，一般开一台客
厅大柜机。晚上我们下班，睡觉前还是
客厅柜机，睡觉后就是两个房间 1.5
匹的挂机整夜开动。”李先生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7 月 2 日刚刚抄过表，之
前两个月电费为 227 元，这会还没到
7月底，去看电表就已经用了 400 多
度电，现在 1 个月的电费抵得上过去
2个月的电费。

李先生家并非个例。在持续高温
影响下，7 月 24 日 12：40，合肥电网
最大负荷攀升至 641.7 万千瓦，今夏
第三次打破历史纪录，较 21 日创下
的 609.5 万千瓦的纪录大幅上涨
5.28%。

入伏以来，持续 35℃以上高温，
使得合肥电网多项纪录被轻松打破。
自 7 月 12 日起，全日用电量突破 1
亿千瓦时，目前已连续 12 天超越这
一大关，创下历史持续时间之“最”。
目前，全省最大用电负荷和日用电量
分别为 3641 万千瓦和 6.722 亿千瓦
时 ， 合肥 地 区 分 别占 17.63%和
18.4%。

水费比平时多一倍
合肥人一天用掉将近一个天鹅湖

的水
带着“二宝”的全职妈妈刘玲，除

了空调全天开外，两个小孩因为每天
早上和傍晚还要去下面溜达，一身汗
回来也要洗澡洗衣服。“每年夏天水
费都比较高，今年生了二宝，又加了个
保姆，水费怕是要比平时多一倍。”

入伏以来，随着气温不断攀升，合
肥日供水量也在逐步递增。7 月 24
日，合肥日供水量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176.2 万立方米。7月 18 日至 7月 23

日，4 次创新高。目前全市日供水能力
180 万立方米，算下来，一天用掉将近一
个天鹅湖的水。

重买化妆品 1个月多花 800元
出门打车 1个月多花 100多元
“天气热，原来用的滋养保湿型护

肤品、化妆品不合适了，都得换。我这个
月多花了 800元用来重新添置呢！而且
新买来的护肤品用得很快。”说到这个，
刚开始工作的李小姐很是心疼。

从事艺术行业的她每天都要化妆，
近来天气热妆脱得快，李小姐就不得不
换上防水性好的粉饼，而且还得经常补
妆，化妆品的消耗速度让她大叹“伤不
起”。而最让李小姐有怨气的是自己心
爱的口红开始“冒水”了，“只要一带出
门，口红就开始化，我都不敢带出去用
了，不然重新买又将是一大笔开销啊。”

“现在天气这么热，挤公交上班状
态太差，只好打车了。”家住合肥市瑶海
区花冲公园附近，在包河区绿地赢海国
际大厦上班的小黄无奈地告诉记者，原
来自己上班 1 个月交通费只需 100 元
左右，现在已有冲向 300 元的势头了。

下馆子 1个月多花好几百元
菜价上涨 做饭成本增加
在医药行业工作的陈小姐，由于父

亲在外打工，平常家里只有她和母亲两
个人，据她统计，这个月光餐饮费就比上
个月多了好几百元的预算。“家里已经
很久没开火了。”陈小姐告诉记者，以前
她们经常在家烧饭，上班时还会带饭去，
但现在开火实在太热，带去公司的饭也
总觉得味道不好，索性就出去吃或者点
外卖了。

为了更直观地让记者了解她的餐饮
费究竟多在哪，陈小姐还特地算了一笔
账：“晚上在家吃，两个人两菜一汤最多
30元，还能保障第二天带饭。现在出去
吃或者点外卖，最少也要四五十元，加上
天气热会经常买些饮料、西瓜吃喝，花在
嘴上的钱迅速上涨。”

虽然不像陈小姐这样经常下馆子，
“二宝” 妈妈刘玲每天买菜做饭花销也
不便宜。最近，她明显地感觉到市场菜价
上涨，最近鸡毛菜都涨到 5元 /斤。目前
合肥正处于“伏缺期”，“伏缺期”叶类
菜涨价是常态，而来自西安、兰州等地的
长途调运菜正在陆续赶到合肥市场，长
途调运费用增加，菜价势必上涨。

江淮晨报

烈日烤出合肥“高温账本” 水电用量屡创历史纪录
去赛里木湖畔 看花海无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