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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今日社评 ◀

农村老家有亲人去世，在回去
的路上有些忐忑：要不要跪一整
天？要不要见人就磕头？有没有
大操大办的宴席？到了村里，这些
担忧都打消了：在村头的一间文化
大院里，大家都身着衬衫西裤之类
的正装，虽不笔挺，但整洁大方；院
中有一张大方桌，上面摆着瓜果茶
水；不见烧纸钱的盆子、连串的鞭
炮，只有几束雅致的鲜花环列左
右。原来这里竟然正在办一场“追
思会”：亲朋邻里们环坐于方桌四
周，主持人把控着一项项议程，从
默哀到追思，秩序井然，大家伙儿
动情地讲述着对逝者的怀念，更有
几位亲朋创作了悼念诗文当场诵
读，文明中不失温馨。

想不到，“追思会”这种在城里
都不常见的新鲜事儿，已经被这最
平凡、最不起眼的小村庄学去了
呢！不禁想到中央两办曾发通知，
要求各地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
制度移风易俗，树立文明节俭办丧
事的新风尚。应当说，这豫北小村
庄的乡民们，并不在此通知范围之
列，更谈不上组织层面的督促了。
但破千年旧俗、树一代新风的文化
超前，就这样被乡民们实实在在地
实践了出来、展现了一把。如此思

想解放、观念超前，令人大开眼界。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

发展，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农民
的思想意识在不断发生变化。我
省很多地方的农民都自发成立了

“红白理事会”之类的民间组织，使
移风易俗成为自觉、自为的行动。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很多基层乡镇又将这种做法推广
开来。操办红事白事，再也不用撑
面子大摆酒席了，遏制了农村铺张
浪费之风，老百姓把辛苦钱省到了
自己的腰包里，社会风气焕然一
新，又能把资金用于生产经营、发
家致富，何乐而不为呢？小小“追
思会”体现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其
背后是农村经济社会长足发展、人
们追求更高品质生活的事实。

当前，省委提出全面推进文明
河南建设，要在全社会形成“做文
明人、办文明事”的良好风尚。如
此更新传统丧俗，通过新的文明形
式寄托哀思、怀念亲人，正是在为
文明河南建设添砖加瓦，值得点
赞。⑧2

小“追思会”里的大文明
□刘 婵

本报讯 （记者董 娉 通讯员
曹 楷）北方开始进入冬季，不少人
要到南方去避寒，10 月 27 日，记者
从河南机场集团获悉，即日起郑州
机场开始执行冬春季航班计划，部
分航空公司加密了多条东南方向
避寒航线。

据悉，按照民航统一部署，郑
州机场将执行冬春季航班计划，换
季后每周计划航班 2816 架次，同

比去年冬春增加 0.8%，平均每天
400 余架次。

如今，冬春季节旅游需求旺盛，
使之紧随暑运成为新的客运高峰。
为此，机场在新航季加密多条航线，
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其中海口、三
亚较多。换季后，郑州至海口，日均
有 9班，航程为 2小时 50分钟左右；
郑州至三亚，日均有 8 班，航程为 3
小时10分钟左右。③7

郑州机场开始执行
冬春季航班计划

②② ③③

内乡县赤眉镇鱼贯口村 70 岁的刘秋莲老
人 17 年如一日照护儿媳妇席秋侠，在当地传为
佳话。刘秋莲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1997 年，
儿媳席秋侠突遭车祸，造成高位截瘫。儿子外
出务工挣钱维持家庭生活，照护儿媳的担子全
落在了婆婆身上。祸不单行，去年，儿子又因
事故去世。从此，婆媳二人更是相依为命。家
里有 3 亩地，全靠婆婆耕种，为了报答婆婆，席
秋侠用三年时间完成了一件长 2 米、高 1.5 米

“旭日迎进八方财”十字绣作品。她最大的愿
望就是想用自己的作品换钱，为历尽艰辛的婆
婆分忧。10 月 27 日，记者走近这对婆媳，探访
这段佳话。⑤3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图① 婆婆照护儿媳无微不至。

图② 儿媳千针万线绣精品，
期盼换钱为婆婆分忧。

图③ 婆媳情深，令人感动。

真心换真情
婆媳传佳话

①①

10月 25日，汝阳县群众在洛阳市文化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学习舞
蹈。该馆工作人员经常深入基层，指导群众开展文体活动，以丰富他
们的业余文化生活。⑤3 康红军 摄

今年以来，国内钼钨市场持续
低迷。前三季度，钼铁市场销售均
价从去年同期每吨约 10.73 万元下
降到 9.64 万元，每吨跌 1.09 万元；
钨精矿市场销售均价从去年同期
每吨约 12.62 万元下降到 10.84 万
元，每吨跌 1.78 万元。钼铁和钨精
矿 价 格 分 别 同 比 下 降 10.16% 和
14.10%。

业内人士说，有色金属行业的
“冬天”寒气逼人。然而，面对市场
持续下滑的不利形势，洛阳栾川钼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洛钼集团）
却逆势上扬。

10 月 27 日，洛钼集团发布的
前三季度数据显示：1 至 9 月份，洛
钼集团分别生产钼和钨金属 11964
吨和 5995 吨，分别同比增长 3.8%
和 14.37%。按照钼钨市场价格下
降幅度估算，公司盈利将减少超过
3 亿元。然而，在此不利背景下，洛
钼集团依然实现税后净利润 14.46
亿元，同比激增 74%。其中，洛钼
集团旗下的澳洲铜金矿贡献净利
润 4.9 亿元，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凭借骄人业绩，洛钼集团在国
内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中盈利
名列前茅。在香港矿业上市公司
里，高盛、瑞信等国际知名投行将
罕见的“买入”评级授予洛钼集团。

改制十年 涅槃重生
洛钼集团的前身是原冶金部

在栾川县筹建的一个年产 50 吨的
小型钼矿采选企业。上世纪 90 年
代，钼行业跌入低谷，公司亏损严
重，到 2003 年，洛钼集团负债率已
超过 65%。

为了摆脱困境加快发展，洛钼
集 团 决 定 通 过 改 制 走 出 低 谷 。
2004 年，经过严格的招标，鸿商产
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入股洛钼集

团，参与企业重组。通过改制，洛
钼集团痛下决心剥离医院、学校等
非经营性资产，完成所有职工的身
份置换。改制带来的增量资金还
帮助洛钼夯实财务基础、清理历史
包袱、改进生产工艺，扩大生产规
模。洛钼集团由一个传统的国有
企业变为国有和民营共同投资的
混合所有制企业，初步建立了现代
企业制度。

2005 年至 2008 年，钼行业迎
来一次“黄金期”。洛钼集团抓住
钼价高峰期，仅用 10 个月时间于
2007 年完成在香港上市，成功募集
80 亿元港币，快速投资布局白钨产
业并储备后备资源。2012 年，洛钼
集团借助市场短暂复苏又成功登
陆了上交所，成为国内有色行业屈
指可数的 A+H 两地上市公司，为资
本市场融资打下坚实基础。

两次成功上市的洛钼集团,没
有停止改革步伐。明晰发展战略，
推进海外收购，加快战略转型，规
范管理体制，实现资产组合和收入
利润多元化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
洛钼集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阔
步前行。

2013 年，在有色金属企业效益
纷纷下滑 50%到 60%的情况下，洛
钼集团“风景这边独好”，实现税后
净利润 11.74 亿元，同比增长 12%，
上 缴 税 收 10.1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改制十年让洛钼集团涅槃重
生，从一家举步维艰的县属企业发
展成为拥有钼钨铜三大业务板块、
市值超过 300 亿元的沪港两地上市
的国际化矿业公司。

海外收购 跻身国际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利用

资本市场通过并购掌控优质资源
对国内公司而言是一个全新课题。

洛钼集团立足国内外宏观经
济形势，利用市场低迷带来的机

遇，选择具有成本竞争力、财务和
现金流优良的成熟矿山资源类运
营资产，实行并购，逐步完成海外
布局、做大做强洛钼集团，实现企
业长远发展战略构想。

2013 年，洛钼集团在激烈的竞
标过程中，一举击败了包括澳洲本
地和欧美著名矿业上市公司在内
的多家强劲对手，以 8 亿美元成功
收购力拓集团下属澳洲北帕克斯
铜金矿。从当年 7 月底签署协议到
11 月底成功交割，洛钼集团仅用 4
个月就完成了澳洲和我国的各项
政府审批，创造了同类规模跨境收
购执行速度的最快纪录。

资料显示，北帕克斯铜金矿是
澳大利亚第四大在产铜矿，在海外
矿业界拥有很高知名度，储量总计
超过 5.7 亿吨矿石量，年产约 16 万
吨铜精矿，收入约 4 亿美元，息税折
摊前利润超过 2 亿美元。这次成功
的海外收购为洛钼集团新增超过

30%的销售收入和税后净利润，使
企业资产组合从原有的钼和钨扩张
为钼、钨、铜、金，洛钼集团真正成为
一家国际性多元化的矿业公司。

挑战“寒冬” 跨越发展
今年，尽管宏观经济形势及市

场走势不容乐观，但洛钼集团仍从危
机中看到机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各项深化改革措施将释放出更大红
利，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将进一步优
化，更重要的是前期的改革已初见成
效，企业打造行业最低成本的各项措
施正在全面铺开。今年年初，洛钼集
团的企业性质以市场化的方式实现
了由国有控股转型为民营控股，为全
面深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目前，钼产品价格已经跌至大
部分钼企业的成本线，坚持改革不
动摇，逆势而上，持续降本增效，就
能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保持
其在中国钼钨行业的领先地位。正

是基于这种认识，洛钼集团对深化
改革作出一系列部署，对公司管理
层及分工作出调整和充实，剥离处
置没有发展潜力、不符合公司战略
或年回报率低于 6%的无效低效资
产，通过优化采选布局和技术研发
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加
快推进 49 亿元 A 股可转债发行。
与此同时，洛钼集团还快速提升境
外资产运行质量，利用收购澳洲北
帕克斯铜金矿积累的经验和提供的
国际发展平台，积极寻求并购具有
稳定现金流的优势矿山企业和项
目，实现产品、利润和运营地域的多
元化，力争把洛钼集团打造成为全
球化的基本金属、特种金属及贵金
属生产商，实现跨越式发展。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洛钼集团内外兼修，坚持市
场化改革方向，激发活力，挖掘潜
力，创造“红利”，正大踏步向国际
化矿业公司迈进。③9

内外兼修打造国际化矿业集团
——洛钼集团深化改革跨越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谭 勇

本报讯 （记者王冠星）10 月
27 日，记者获悉，省工商局 12315
消费维权先锋队“校园行”志愿者
活动近日走进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现场的真假商品展台前人头攒动，
而来自省工商局 12315 指挥中心
的打假专家直指要害，一招就让

“李鬼”无所遁形。
在活动现场有不少人提出，像

洗衣粉、香皂这类不方便拆封验货
的商品该如何鉴别？专家表示，一
些包装上的蛛丝马迹会暴露假货
的真面目。比如某洗衣粉，真品包
装袋下方封口处摸上去有明显的

凹凸不平感，而假货同样位置摸起
来基本是平的。某品牌除菌香皂，
专家提醒，揪出“李鬼”的关键就在
这个防伪标签：真品的标签轻轻揭
开也会损毁；而假货的“防伪标签”
揭开还能保持完整。

此外，活动现场的鉴定手机服务
也颇受关注，来自中国泰尔实验室河
南代理处的专业仪器验证进网许可
标志，就能初步判断机器的真伪。专
家透露，这个小小的标志里就包含了
十余项防伪措施。需要鉴定手机的
朋友可用固话拨打热线16800315或
用手机拨打0371-63610078。③10

洗化产品、手机辨真假有讲究
打假专家一招揪出“李鬼”

生活关怀
ATTENTION

本报讯（记者董学彦 通讯员
李 新）2014 年 APEC 会议下月将
在北京举行。届时，参与会议的
境外贵宾将收到一份珍贵的官方
纪念品——来自河南的钧瓷。

10 月 24 日，2014 年 APEC 会
议第二阶段赞助签约仪式在北京
举行，河南大宋官窑瓷业有限公
司跻身会议官方礼品合作伙伴，
成为我省唯一入选企业。

此次共有 10 家赞助单位成为
2014 年 APEC 会议官方礼品合作

伙伴，涉及服装、饮品、纪念品等
多个品类，体现出浓郁的民族特
色。

“大宋官窑”钧瓷作品成为高
级别国际会议中代表中国的“国
礼”已不是首次。自 2003 年以来，

“大宋官窑”创作的多个作品就被
国家领导人选为“国礼”赠送给外
国元首。“大宋官窑”还有着多年
来与博鳌亚洲论坛等高端国际会
议的合作经验，已成为名副其实
的“国礼”品牌。③9

钧瓷将成APEC会议“国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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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
为在全国范围内深化改革和扩大开
放探索了新途径、积累了新经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推
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
条件的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
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取得的经
验，是我们在这块试验田上试验培
育出的种子，要把这些种子在更大
范围内播种扩散，尽快开花结果，对
试验取得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能在其他地区推广的要尽快推广，
能在全国推广的要推广到全国。

习近平指出，总体上看，现在
一些地方和部门，科技资源配置分
散、封闭、重复建设问题比较突出，

不少科研设施和仪器重复建设和
购置，闲置浪费比较严重，专业化
服务能力不高。要从健全国家创
新体系、提高全社会创新能力的高
度，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把
公共财政投资形成的国家重大科
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
会开放，让它们更好为科技创新服
务、为社会服务。推进这项改革要
细化公开有关实施操作办法，加强
统筹协调，一些探索性较强的问题
可先试点。

习近平强调，智力资源是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我
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
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改革

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
大的智力支持。近些年来，我国智
库发展很快，在出思想、出成果、出
人才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推动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
贡献。同时，随着形势发展，智库建
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也越来越
突出，尤其是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
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要从
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
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
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
迫的任务切实抓好。要坚持党的领
导，把握正确导向，充分体现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坚持科学

精神，鼓励大胆探索；坚持围绕大
局，服务中心工作；坚持改革创新，
规范发展。要统筹推进党政部门、
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
科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
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
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
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
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
化智库建设。

习近平指出，科学立法是处理
改革和法治关系的重要环节。要
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
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
改革发展需要。在研究改革方案
和改革措施时，要同步考虑改革涉

及的立法问题，及时提出立法需求
和立法建议。实践证明行之有效
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
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
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
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
和废止。要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及
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法律
依据。要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提出的 180 多项对依法治国具有重
要意义的改革举措，纳入改革任务
总台账，一体部署、一体落实、一体
督办。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成员出席，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列席会议。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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