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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农业大学文件 
 

校资字〔2020〕1 号 
 
                                                         

河北农业大学 

关于印发《河北农业大学所属企业体制改革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中层单位： 

《河北农业大学所属企业体制改革工作方案》经 2020 年 1月

14 日党委常委会议审定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河北农业大学 

2020 年 2月 22日 

送：校领导 
发：各中层单位 

  河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年 2月 22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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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农业大学 

所属企业体制改革工作方案 

 

根据《河北教育厅转发<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我省高

等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19〕47号）

的通知》（冀教资后〔2019〕37 号）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

我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和省教育厅要求，顺利完成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实现事企分

开、防范化解风险和服务学校发展的目标。 

加强领导，统一协调，分工负责，确保改革有序推进。加强

纪检监察审计监督，坚持依法依规稳步推进，保障国有资产安全、

保值增值和规范使用。结合实际统筹规划、整体谋划，引入第三

方服务机构，科学制定改革方案和“一企一案”实施方案，先易

后难，稳步推进。 

二 、组织机构 

（一）2019 年 9 月成立了河北农业大学所属企业体制改革领

导小组(校资字〔2019〕3号)。 

组  长：饶桂生  申书兴 

副组长：李  彤  赵邦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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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夏志学  樊云飞  杨彦华  李博文  王广友   

刘玉柱  徐琳娜  宋金杰  任春禄 

（二）领导小组工作职责：负责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工作，

研究确定所属企业改革方案，制定有关政策，确保所属企业体制

改革和规范化建设有序进行。 

（三）成立企业体制改革办公室 

根据《河北农业大学关于成立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领导小

组、改革工作小组的通知》（校资字〔2019〕3 号）精神，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国有资产管理处。 

办公室主任：刘玉柱 

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沈月领  罗瑞章 

办公室副主任：裴敬祖  郭长虹 

工作人员：王红生  马哲鹏  邵栓成  徐顺通  高  崴  

周丽娟及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审计室、 

人事处、财务处、后勤管理处、科教兴农中心、 

科学技术研究院、教学实验场、教学实验林场、 

定州留守处及有企业的单位分别确定 1名工作 

人员，学校法律顾问单位确定 1名工作人员。 

（四）企业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职责： 

1.摸清学校所属企业的具体情况，包括企业数量、名称、资

产和经营情况、人员情况、产权关系、债权债务及历史遗留问题等。 

2.根据企业情况和工作需要，拟定保留管理、清理关闭、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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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剥离、集中监管企业的改革方案。 

3.组织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对所属企业开展尽职调查、清产

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工作。 

4.组建或改制资产经营公司。 

5.注销需清理关闭的企业。 

6.理顺保留企业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7.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全面摸清企业基本情况 

（一）通过各单位填报、深入实地调查、网上平台等多种形

式，对学校所有企业进行登记，了解和掌握企业基本情况，做到

底数清、情况明。 

（二）对企业进行分析研究。按照不同类别的企业特点，对

每个企业进行分析、研判，提出保留企业、清理关闭企业、股权

划转企业、脱钩剥离企业的建议。 

四、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 

（一）由于学校所属企业注册时间跨度大，分布地点多，主

管企业的中层单位多，多数企业营业执照被吊销而未注销，企业

产权关系多样，资产状况复杂，债权债务不明晰以及因历史原因

造成的原始资料和账目混乱或缺失，个别企业存在涉诉等问题，

致使此项工作开展困难重重。为保证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依法

依规进行，依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我省高等学校所属企业体制

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须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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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介入改革工作。 

（二）第三方中介机构主要指具备资质的律师事务所、资产

评估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事务所。可为学校所属企业体

制改革提供全程法律、财务、会计、资产评估等服务。 

（三）第三方中介机构服务内容： 

1.律师事务所：对所属企业进行尽职调查；政策解读、法律

咨询保障、对体改过程中的涉法事务出具法律意见书；协助制定

企业改革方案和“一企一案”实施方案；协助改制资产经营公司；

协助所属企业办理变更、注销手续。 

2.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事务所：负责对所属企业进行清产

核资，编制清产核资报告；进行财务审计，编制财务审计报告，

对改制企业和股权划转企业出具审计报告；协助所属企业办理变

更、注销手续。 

3.资产评估公司（与财务审计不是同一机构）：负责对改制

企业全部资产进行评估；负责资产核销，处理在改制中清理出的

坏账损失、投资损失等资产问题；对资产剥离、股权划转，提出

处理方案。 

五、制定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方案 

（一）根据学校所属企业情况和法律意见书等，制定“河北

农业大学所属企业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 “一企一案”改革方

案，报省教育厅、财政厅审批后执行。 

（二）所属企业体制改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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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学校企业现状，按照冀政办字〔2019〕47号文件的有关

规定，将企业分保留管理、清理关闭、脱钩剥离、集中监管四种

方式分类实施。 

1.保留管理 

（1）冀政办字〔2019〕47 号文要求“对与高等学校教学科研

相关的实验测试中心、技术转移中心、国家工程中心、出版社、

科技园（产业园）、设计院（规划院）和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实

训基地、林场、农场、后勤服务等企业，界定为保留企业”。“保

留企业经履行国有资产监管职责的机构批准后，纳入高等学校资

产经营公司统一管理”。 

（2）与学校教学科研相关的企业，学校可以保留管理。 

2.清理关闭。与教学科研无关的 “空壳企业”、“僵尸企业”、

吊销而未注销的企业，采取注销、撤销、破产等方式清理关闭。 

3.脱钩剥离。与教学科研无关的企业，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程

序，整体划转到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监管的国有企业或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 

4.集中监管。学校成立资产经营公司，或将现有企业之一按

资产经营公司的管理模式调整后明确为资产经营公司，保留企业

经履行国有资产监管职责的机构批准后，纳入该公司统一管理。

资产经营公司要加强企业党的建设，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健全现

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企业健康发展，更好服务

学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学校资产经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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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保留企业纳入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监管体系。 

（三）清理学校冠名企业。按规定清理冠名企业，对不符合

要求的企业，无论是保留管理还是脱钩剥离都不得继续使用“河

北农业大学”冠名。 

（四）改革成本预算。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企业人员安置、

企业债权债务清理等均会产生费用，在企业无法承担的情况下，

学校列入预算，申请资金支持。 

（五）妥善安置涉改人员。对清理关闭和脱钩剥离企业中的

事业编制人员尊重个人选择，妥善安置；其他人员依法处理好劳

务关系，做好医保、社保的接续工作。 

（六）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 

1.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完成后，不再以事业单位法人的身

份进行对外投资，以投入到资产经营公司的资产承担有限责任。 

2.河北农业大学所属企业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过渡为河北农

业大学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代表学校履行资产经营公司出资

人的职责，行使学校资产经营公司股东权利。 

3.学校向资产经营公司派出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按规定行

使职责。 

4.资产经营公司向所投资企业派驻股东代表和委派董事会、

监事会成员，行使出资人权利，履行相应义务。 

5.健全学校对资产经营公司和资产经营公司对所投资企业

的两级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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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立学校资产经营公司 

（一）政策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高等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的指导意

见》（国办发〔2018〕42 号）第二条：高校应先成立资产经营公

司，将所属企业均转入高校资产经营公司，对所属企业进行全面

清理，理清产权和责任关系，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分

类实施改革。不需要或不具备条件成立资产经营公司的高校，可

根据相关规定，委托专业资产管理公司实施改革。 

2.《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我省高等学校所属企业体制

改革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19〕47 号）第二条第三款有保

留企业的高等学校应成立资产经营公司或将现有企业之一按资

产经营公司管理模式调整后明确为资产经营公司。 

3.《教育部关于高校产业规范化建设中组建高校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的若干意见》（教技发〔2006〕1号）第一条第一款按照《指

导意见》中“高校要依法组建国有独资性质的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或从现有校办企业中选择一个产权清晰、管理规范的独资企业，

将学校所有经营性资产划转到高校资产公司，由其代表学校持有

对企业投资所形成的股权”精神的要求，各高校要依据《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组建高校资产公司。 

（二）公司定位 

公司是学校对外投资经营活动的管理中心，代表学校经营管

理学校的经营性资本，具有投资、经营、管理、监督四大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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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的名称、法定代表的身份，是重新注册还是由原有公司改

制等问题尚待学校研究确定。改革完成后，原则上学校不再创办

新企业。 

资产经营公司以管资本为主，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度分离

和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原则，坚持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结

合。资产经营公司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

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为学校教学、科研提供服务。 

（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资产经营公司按照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要求，设立党组织、

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决策、

执行、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董事会的决策作

用、监事会的监督作用、经理层的经营管理作用。建立健全公司

法人治理结构，构建管理规范、运转高效的公司治理体系。 

（四）监管保障 

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资产经营公司章程，明确党组织在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对于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党组

织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的前置程序。资产经营公司的

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由学校委派，董事长由学校研究确定。 

纳入国有资产统一监管体系，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建立

事企分开、权责明晰、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经营性资产监管体

制和运行机制，防范国有资产流失，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健全财务管理体制，建立完善内控制度，强化财务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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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财务行为，严控财务风险。 

建立涵盖审计、纪检监察、法律、财务等部门的监督工作体

系；健全涉及财务、采购、投资等方面的内部监督机制和内控机

制；加强对公司重大决策和重要经营活动的财务、法律审核。 

七、体制改革路线图 

成立河北农业大学所属企业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确定企业

体制改革办公室→申报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法律事务、资产评

估、财务审计）预算→招投标选取第三方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

查→制定所属企业体制改革初步方案→成立河北农业大学资产

经营公司，将保留企业划转其管理→依据批复后的体制改革实施

方案开展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和财务审计→按程序清理关闭注销

企业→参股企业划转股权→安置企业人员→建立现代企业管理

制度→完成改革任务 

八、体制改革主要节点工作任务 

（一）2019 年 9月 12 日成立河北农业大学改革领导小组和工

作小组，设立办公室。 

（二）2019 年 12 月 25 日拟定“河北农业大学所属企业体制

改革工作方案”，经学校研究通过，上报省教育厅。 

（三）2019年 12月 30日前启动聘请第三方法律事务成本核算。 

（四）2020年 1月 10 日前，启动聘请律师事务所工作，对所

属企业进行尽职调查，逐步出具报告和法律意见书。 

（五）2020年 3月 10 日前，完成“河北农大所属企业体制改



 
- 11 - 

革方案”（包括总体方案和“一企一案”）上报省教育厅、财政厅

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六）2020 年 2月份开始启动“河北农业大学资产经营公司”

的注册，并对所属企业本着先易后难，分批推进的原则，将保留

企业向资产经营公司划转工作，启动企业注销以及其他企业改革

工作。 

（七）2021 年 6月 30 日前向省教育厅报告改革完成情况。 

（八）每月报告工作进度。 

九、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学校党委书记、校长为领导小组组长，保

障学校企业改革工作落实。 

（二）规范程序。按照相应法律、法规规范企业改革工作。

在工作过程中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程序，有序推进改革工

作的开展。 

（三）明确人员。为企业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配备专职

人员，负责企业改革日常工作；企业改革办公室成员单位确定一

名工作人员为企业改革工作提供保障；学校法律顾问单位指定一

名工作人员给予法律支持；有企业的学院确定一名工作人员或联

系人负责本单位企业改革工作。 

（四）经费保障。科学预算，保障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资金

到位。 

（五）制定风险防范预案。针对企业改革中可能出现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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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执行偏差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对人员安置不到位引

起的风险，改革实施过程可能发生的涉法涉诉的风险，历史遗留

问题潜在的各种风险等提前研判，做好风险防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