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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强调

共同开启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
为中欧关系全面推进注入新动力

省委号召，动员全省各方力量，齐心协力、顽强拼搏，打赢稳增长、保态势
攻坚战，实现河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国家全局作出更大贡献。

——摘自省委书记郭庚茂在全省重点工作推进落实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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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 保态势 抓落实

■新闻分析

本报讯 （记者朱殿勇）10 月
18 日，省长谢伏瞻在郑州会见了
比利时西弗兰德省省长卡尔·德卡
鲁维。

谢伏瞻向卡尔·德卡鲁维一行
来河南访问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
了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
河南地处中国中部，是人口大省、
经济大省、文化大省、农业大省，河
南郑州、洛阳是中国国家丝绸之路
经济带规划的重要节点城市。当
前，河南正按照中央部署，打造中
部地区对外开放高地，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深入推进，E
贸易试点成效显著，郑欧班列开行
班次、货值位居全国前列，这些都
为加强河南与西弗兰德省的合作

奠定了坚实基础。河南省与西弗
兰德省在商务、农业、航空物流等
领域合作潜力巨大，我们将以此次
比利时馆开馆为契机，继续加强经
贸合作，持续扩大跨境贸易，积极
推进文化、旅游、教育等多方面的
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卡尔·德卡鲁维感谢谢伏瞻的
会见，并详细介绍了西弗兰德省省
情和发展优势以及两省之间合作
潜力所在。他说，丝绸之路经济带
连通中欧，为中欧加强交流合作搭
建了新的渠道、打开了新的发展空
间。我们愿意发挥区位、交通、教
育、旅游、商务等方面的优势，积极
寻求合作商机，开创两省之间合作
交流新局面。③8

谢伏瞻会见比利时西弗兰德省
省长卡尔·德卡鲁维

本报讯 （记者李建华）10 月
18 日，百万太极拳爱好者在全球
50 多个城市共同演练，推动太极
拳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倡
议设立“世界太极拳日”。

当天上午，在活动策源地焦作
市，5万多名太极拳习练者在 15个
分会场集中演练。主会场焦作市
太极体育中心太极广场上，由 1万
名身着红、黄、蓝、白太极拳习练服
的习练者，组成了气势磅礴的太极
阴阳图案。上午 10时 44分，伴随
着《春江花月夜》的优美乐曲，习练
者们从起势开始，同时演练着编排
相同的招式。习练者中有习练了
数十年的老者，动作熟练圆润，充
分享受打拳的乐趣；也有刚入门的
稚龄儿童，一招一式努力而认真。

20分钟后，共同演练结束。
这一天，在美国纽约、法国巴

黎、澳大利亚墨尔本及北京、上海、
深圳等国内外 50多座城市，10万余
名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年龄的
太极拳习练者进行了集中演练，更
有百万太极拳爱好者在各地分散演
练，共同诠释着健康的理念。

太极拳是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目前，全世界的太极拳习
练者多达3亿之众，太极拳已成为世
界上参与人数最多的武术运动和健
身活动项目。作为太极拳的发源
地，焦作市 2005年被中国武术协会
命名为“太极圣地”；2007年，温县分
别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武
术协会命名为“中国太极拳发源
地”、“中国武术太极拳发源地”。③8

推动太极拳申遗、倡议设立“世界太极拳
日”，焦作市发起——

全球百万“拳友”
同练太极拳

本报讯 （记者徐建勋）郑州
市把“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融入
中心工作，坚持问题导向，以“三
查三保”活动促进发展提速提质，
加快打造大枢纽、发展大物流、培
育大产业、建设以国际商都为特
征的国家中心城市。

坚持把“三查三保”活动作为
专题教育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载
体抓手，在省委确定的 25 个方面
问题查摆化解的基础上，结合郑
州实际拓展到 38 个方面，建立市
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八个
市级重点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协调
推进、市委常委带头深入联系点
督导的工作机制，层层强化领导

责任，逐一梳理排查。在经济运行
方面，排查列入台账 188 项；安全
方面，排查督办隐患 103 处；稳定
和民生方面，排查突出问题 807
个。对这些问题和隐患，属于个性
的、局部的，建立台账、明确责任、
限期化解；属于共性的、全局的，成
立工作组，制定工作方案，开展专
项整改。围绕省委书记郭庚茂调
研郑州时提出的“一个突破口三个
层次”和“聚焦中心、抢占先机、多
点支撑”的要求，着力解决发展谋
划不到位的问题，建立专家咨询委
员会制度，加快推进国际商都战略
规划修编工作。

为打赢稳增长、保态势攻坚

战，郑州市持续发力，制定了《郑
州市保增长调结构强投资促转型
实施意见》，强化 46 条工作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分别由市级领导
带队，逐县（市）区现场办公，着力
解决发展瓶颈问题；出台稳增长
保态势近期重点事项落实工作方
案，加紧推动、落实 10 个方面工
作：积极争取国家专项建设债券
支持；抓好重大项目谋划和建设；
加快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执行进
度；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和产业发展；加快电网建设；积
极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
作；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
郑欧班列运营水平；认真落实国

务院年度经济体制改革意见；加
强与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新十
年规划对接。在具体项目方面，
抓好包括在建的轨道交通 5号线、
郑州国际陆港等 4个在建项目，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双鹤湖
片区地下综合管廊、郑州鲜易温
控供应链产业基地等 4 个正在办
理前期手续的项目。积极推进富
士康与新能源汽车优势企业的战
略合作，探索切实可行的合作模
式，拟定选址意向，尽快启动前期
工作。到年底，力争全市新能源
汽车产量达到 12000辆，争取实现
产值 100亿元；在全市建设大中型
充换电站 4座，各类充电桩 800个

以上。
目前，郑州市经济运行保持

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多数指标保
持高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郑
州航空港区建设、跨境 E 贸易、国
际陆港及郑欧班列取得新的突
破。开展以消防安全、生产安全、
交通安全为重点的安全隐患整
治。针对空气污染指数“不降反
升”的被动局面，动员全市上下打
响大气污染恶化阻击战。围绕群
众反映强烈的非法集资、黑出租、
信访稳定等问题分别开展了专项
治理，解决了一大批制约发展、涉
及 民 生 、影 响 稳 定 和 安 全 的 问
题。③8

把“三查三保”作为专题教育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载体抓手

郑州市聚焦问题促进发展提速提质

本报讯（记者陈学桦 郭海方）
“金融豫军”再添新军。10月 18日
上午，经省政府批准并报银监会备
案，我省唯一参与批量金融不良资
产处置和经营的地方资产管理公
司——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
郑州揭牌。省政协副主席钱国玉
出席揭牌仪式。

据介绍，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隶属于省政府，由省财政厅代表
省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省政府金
融办履行行业监管职责，按照省管
骨干企业模式管理。公司以河南
省内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为主
业，以股权投资、小额信贷、财务顾
问、财富和资产管理、互联网金融
等资管业务为辅业，注册资金 30
亿元。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鸿勋在揭牌仪式上介绍说，中原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全国第 16家
经银监会和财政部备案的地方资产
管理公司，它的成立，结束了我省没
有本土金融资产公司的历史。今
后，公司将紧密服务省内金融机构，
化解区域金融风险，改善中小企业
融资链条，努力发展成为维护金融
稳定的“稳定器”和“安全网”。

揭牌现场同时举行了金融资
产管理与河南金融业发展高端研
讨会，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
家、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发展委员
会委员巴曙松，财政部财政科学研
究所所长刘尚希，省政府金融办主
任孙新雷围绕大资管时代的金融
创新分别作了主题演讲。③8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揭牌

10 月 18
日，在洛阳德平
机械有限公司，
12辆自主研发
的越野发电工
程 车 即 将 出
口。该企业是
一家管道施工
机械科技型企
业，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专利50
余项，产品出口
伊朗、韩国、沙
特、俄罗斯、巴
西等多个国家
和地区。⑤3
潘炳郁 摄

河
南
日
报

微
信
公
号

河
南
日
报
网

河
南
日
报

官
方
微
博

“中原资产”作用何在？

金融业要随经济结构调整而转型
——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

■专家访谈

10月18日，由太极圣地——焦作市倡议发起的“共享太极 共享健康”
世界百万太极拳爱好者共同演练活动，在国内外 50多个城市同时举行。
图为太极拳爱好者在太极拳发源地温县陈家沟演练太极拳。 新华社发

首届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在南阳理工举行
本报记者 李 铮 本报通讯员 罗新宇 朱冠甫

在首届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
竞赛开幕式上，中国大学生程序
设计竞赛协会执行主席、哈尔滨
工业大学教授孙大烈说：“今天是
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从今天开始，
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将谱写
新 的 篇 章 ！”孙 大 烈 激 情 的 开 场
白，引爆全场，偌大会场顿时掌声
雷动。

10 月 17 日到 18 日，地处豫西
南盆地的南阳理工学院迎来一场
盛会：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
国科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武
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
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国防科学技

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134所
知名高校的 245 个代表队齐聚于
此，国内各大名校的 735名 IT精英
同台竞技，引来微信朋友圈一片刷
屏。

比赛结果更加振奋人心：冠
军、亚军和季军，分别由上海交通
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大
学摘取。金奖由上海交通大学、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中山大学等 24 支代表队获
得；银奖由复旦大学、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吉林大学、
南京大学等 48 支代表队获得；铜
奖由东道主南阳理工学院、上海大

学、郑州大学、郑州轻工业学校等
72支代表队获得。据了解，河南共
有 8 所大学参赛，其中郑州大学、
郑州轻工业学院、河南工业大学、
南阳理工学院获得 5项铜奖。

在开幕式上，清华大学邬晓钧
博士说，以前我带队参加过很多比
赛，但都是给其他国家“打工”，今
天，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赛事，值
得庆贺！

“本次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
赛是中国程序设计方面的第一场
比赛，各个学校选派的全部都是首
席教练，参赛代表队是各个学校的
最强阵容，代表了目前中国大学生

程序设计的最高水平和最高规格，
可谓是历届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参加学校最多、最全、规模最大的
一场比赛。”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
竞赛协会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教
授俞勇激情澎湃地说。

“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作为首届国赛，放在南阳理工学院
举行，对学校而言，无疑是一次不
小的挑战。”南阳理工学院校长刘
荣英说，我们举全校之力办好这场
国赛，学校整个班子和老师们都热
血沸腾，全身都涌动战斗的力量。
我们用一个多月的时间，筹备这场
最高赛事，这场比赛必将成为南阳

理工学校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一个崭新的开端。

南阳理工学院志愿者谷凯说，
能在自己的大学校园里服务这样

一场“国赛”，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的，这有力证明了母校的实力、水
平和声誉，我和同学们都感到无比
的骄傲和自豪。

这样一场备受瞩目的“国赛”
为何放在南阳理工学院这所非重
点大学举办？面对大大的问号，孙
大烈说，我们早已注意到，南阳理
工学生这几年在国际国内各种赛
事中摘金夺银，创造了很多奇迹，
他们不甘示弱的进取和创新精神
令我们为之赞叹，一个多月筹备一
场国赛，南阳理工的速度再次让我
们刮目相看。

（下转第五版）
首届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在南阳理工学院体育馆举行首届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在南阳理工学院体育馆举行

“从今天开始，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将谱写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