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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崔莹 宗永刚

在濮阳市大庆路南段的一条小路
里，静静地伫立着中原特种车辆有限公
司。

然而，它的厂区里却仿佛开着一场
热闹的“汽车秀”：一辆辆威武气派的
特种车整齐地排成一列，在它们宽大
的车体上，有的伸出长长的“手臂”，有
的隆起高高的“脊背”，有的架着圆圆
的“炮筒”……这些平日里难得一见的
特种车辆价格不菲，大都在百万元左
右；它们个个“身怀绝技”，能够满足客
户的苛刻需求——这些客户不仅包括
国内陆上所有的油气田，更有美国、加
拿大、沙特等30多个国家的石油公司。

从“修设备”到“造设备”

“中原特车的前身是中原油田特种
车辆修造总厂，1982年，它伴着中原油
田的兴起而生，是中原油田直属二级单
位。”中原特车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周德
如介绍说，当时的特修厂主要业务是中
原油田特种车辆的维修，厂里维修过的
车辆不计其数，许多车还是从国外进口
的。

周德如记得很清楚。1988 年，中
原油田从美国进口的一套压裂车组大
泵出现了问题，如果更换进口配件要花
180万美元。结果，特修厂和北京一家

研究所合作，自己制造出这种配件，只
用了 180万元人民币。也正是从这个
时候起，创新的种子深深埋进了中原特
车的土壤里。

随着中石化集团公司的改革，特修
厂也从中原油田改制分离，更名为中原
特种车辆有限公司。凭借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技术优势，中原特车连续 10年
蝉联中国石油和石油化工装备50强企
业，成为集科研开发、石油装备制造为
主的高新技术企业，并承担了多个国家
石油行业标准的起草工作。

由“制造”到“智造”

打开“国家汽车产品目录”，从中可
以查到180多种中原特车的产品。“每台
车都有特殊功能，采油钻井的、修井洗井
的、固压的、测试的……客户需要什么就
造什么。在技术上有突破，我们就会马
上申请专利。”据周德如介绍，中原特车
已获得国家专利61项，开发新产品300
余种，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50余项。

（下转第三版）

□薛世君

市场同此凉热。国际油价

下跌，产品需求剧减，这是中原

特车面临的市场新常态，也是众

多企业力图破解的难题。中原

特车在“特”字上大做文章，让每

台车“身怀绝技”，都有特殊功

能，真正做到“客户需要什么就

造什么”。这种秉持“用户思维”

和差异化竞争的市场理念，也是

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

之一。

创 新 无 极 限 ，一“ 特 ”天 地

宽。当前，我省不少企业陷入了

同质化竞争的泥淖，市场饱和，

利润微薄，大家都在喊生意不好

做。与其费尽心力地在“红海市

场”里残酷厮杀，不如找准市场

空隙，着力提高供给质量，为自

己 开 辟 一 片 浩 瀚 的“ 蓝 海 市

场”。像中原特车这样，通过不

断创新，为南极科考站提供“心

脏设备”，国内首创纯电动抑尘

车，以独特的产品和服务，赢得

了生存空间。这是中原特车的

“成功秘诀”，也理应是河南制造

业的“武功秘笈”。3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6月 2日，
中国共产党郑州铁路局第九次代表大
会在郑州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谢伏瞻，中国铁路总公司党
组书记、总经理盛光祖出席开幕式并
讲话。

谢伏瞻代表省委向大会的召开表
示祝贺。他指出，长期以来，中国铁路
总公司对河南改革发展事业非常关
心，特别是在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建设、
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建设、郑欧班列开
通运营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
助，推动河南步入普速、高铁、重载、城
际“四铁联运”新时代。这对于完善国
家路网、提升郑州综合交通枢纽地位、
促进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河南增强发
展后劲、增创竞争优势、提升对外形象
奠定了坚实基础。郑州铁路局第八次

党代会以来，郑州铁路局党委按照中
国铁路总公司党组的部署要求，以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为己
任，全面深化改革、勇于攻坚克难、强
化党建保证，推动全局安全生产有序
可控、运输经营加快转型、路网规模和
技术装备水平持续提升，郑州铁路局
全国铁路中心局、枢纽局、心脏局的地
位更加巩固，“火车头”的先行作用充
分彰显，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

谢伏瞻进一步指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是河南贯彻落实“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关键期，也是铁路事业持续深化
改革、推进创新发展的黄金期。希望
郑州铁路局以这次党代会召开为契
机，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努力开创党
的建设和各项工作新局面。一是在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上取得新成效。
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严格落
实两个责任，强化思想引领，全面加
强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着
力抓基层打基础，持续深化党风廉政
建设，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郑
铁事业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和切实
加强。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把“学、做、改、促”贯穿起来，引导
广大党员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充分发挥
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铁路事业的
跨越发展和地方经济建设再立新
功。二是在推动铁路创新发展上争
创新业绩。进一步转变观念、提升认
识，坚持创新发展，统筹抓好安全、运
输、经营、建设、科技、走出去等方面
工作，优化运输生产力布局，深化客

货运输组织改革，转换经营体制机
制，最大限度地释放运输潜力，努力
完善路网结构，提高装备水平，增强
盈利能力，优化内外环境，把各项事
业不断推向前进。三是在支持河南
改革发展上作出新贡献。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战略，动态优化郑欧班列
运行线路，进一步提升运营水平，增
强我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
战略支撑作用；加快米字形高速铁路
网和物流基地建设，不断完善“四纵
六横”货运干线铁路网，推动形成资
源优化配置、生产力合理布局、城市
群之间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良好局
面。河南将继续把铁路发展放在优
先战略地位，继续深化与中国铁路总
公司的战略合作，一如既往地支持郑
州铁路局建设发展，加大政策支持和
服务保障力度，（下转第二版）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工作。近年来，我省立足省情，创新柔

性引才政策机制，初步走出了一条效率较高、成本较低的引才汇智之

路，为加快现代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人才支撑。本

报从今日起开设“柔性引才 智汇中原”专栏，全面展现我省在此项工

作中的探索和亮点。③5

小康大业，人才为本；中原崛起，
人才为先。

人才是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
第一资源，是区域竞争的最核心要
素。如何结合省情，加快建立聚天下
英才而用之的体制机制，是当前河南
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人
才工作，大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将柔
性引才作为实行更开放的人才政策，
加快吸引集聚创新驱动发展急需紧缺
人才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摆上突出位
置，积极探索建立柔性引才机制，初步
走出了一条效率较高、成本较低的引
才汇智之路，为加快现代化建设、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人才支撑。

政策“松绑”
破解人才引进瓶颈

“人才队伍缺‘尖’，制约了人才发

展水平提升。”我省科技战线一位负
责同志说。

当前正处于决胜全面小康、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我
省落实“十三五”规划各项任务、融入

“一带一路”、实施“三大国家战略规
划”、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赢脱
贫攻坚战等，方方面面都需要人才支
撑。但作为内陆发展中省份，河南吸
引集聚人才的优势不多，引进高端人
才难，是我省人才发展的现状；同时，
又面临着“培养来不及、引进又不够”
的两难境地。

如何尽快弥补高层次人才短板，
强化经济社会发展人才支撑？我省解
放思想，独辟蹊径，将柔性引才作为破
解人才“瓶颈”的关键举措，加大探索
推进力度。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先后制
定出台《关于促进人才柔性流动的实
施意见》、《河南省国家重点实验室建
设与运行管理办法》等10余个配套文
件，对“高精尖缺”人才，（下转第五版）

谢伏瞻盛光祖出席郑州铁路局
第九次党代会开幕式

中原特车

每一台车都“身怀绝技”

走近河南制造““隐形冠军隐形冠军””②②

一“特”天地宽

创新柔性引才机制
聚才汇智激发活力

□本报记者 惠婷 刘一宁

解读城市性格，品味城市风尚，
彰显地域历史文化，从而创造高品
质的城市景观。为弘扬中原文化的
博大精深，体现河南各地在城乡建
设方面的城市特色精神，进一步展
示河南城乡建设方面所取得的辉煌
成就，为新中国67华诞“献礼”，由河
南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河南
省建筑业协会、河南省村镇建设规
划建设协会、河南省建设监理协会
等共同主办的“寻找河南最美建筑”
活动正式启动。自 2001年以来，我

省共有1148项工程被评为河南建筑
工程“中州杯”奖，在此基础上，有63
项河南省建筑工程被评为具有中国

“建筑行业奥斯卡”之称的中国建设
工程“鲁班奖”。本次活动由大河报
社、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协办，河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河南建筑职业
技术学院作为指导单位，负责对本
次活动进行全程指导，保证活动的
公平性、公正性。现“寻找河南最美
建筑”信息发布平台正式上线，欢迎
广大读者扫描二维码予以关注并踊

跃参加本次活动。
来稿请发电子邮箱 xcb@hnjs.

edu.cn。“寻找河南最美建筑”活动办
公室设在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党
委宣传部。

地址：郑州市二
七区马寨镇工业
路中段
邮编：450064
联系电话：
0371-67875087

“寻找河南最美建筑”活动信息发布平台上线

19│理论

河南创新发展：短板在哪 路径何在

05│政教科文

“不忘初心，重温入党志愿”征文开始

09│天下/时局

勠力同心决胜全面小康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6月 2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
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儿在郑州会见
了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一行。

谢伏瞻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对
刘士余一行来豫调研表示欢迎，向中
国证监会一直以来对河南发展的关心
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河南经济社
会和资本市场发展情况。他说，河南
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培育和发展，高度
重视资本市场在服务实体经济中的重
要作用。近年来，在中国证监会等有
关部门的支持下，河南资本市场取得
了长足发展，企业上市融资规模屡创
新高，资本市场融资主体数量、质量和
融资规模显著提高。新三板市场稳步
推进，债券融资增长迅速，期货市场稳
步发展，特别是郑州商品交易所作为河
南资本市场的一张亮丽名片，目前已上
市交易 16 个期货品种，2015 年成交
量、持仓量均创历史新高，这些都为河
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谢伏瞻说，河南是内陆省份，资本
市场发展程度与经济规模还不匹配，
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上市
公司总体规模仍然偏小，先进制造业
和高科技企业数量较少，迫切需要进

一步发挥和挖掘资本市场在资金筹
集、资源配置、公司治理等方面的重要
作用。希望中国证监会继续关心支持
河南发展，为河南资本市场发展出谋
划策，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和指导，
加强对后备上市公司的前期辅导，力
争让更多企业及早利用资本市场发展
壮大，为河南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增添
新动力。

刘士余感谢谢伏瞻、陈润儿的会
见。他说，河南是人口大省、经济大
省，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近年
来河南资本市场发展取得了显著成
绩，尤其是郑商所已成为中国市场经
济的一张名片，在世界上具有一定影
响力。河南是一片发展的热土，中国
证监会将一如既往地发挥职能作用，
加大对河南上市公司的监管，寓监管
于服务之中，加强对创新创业型企业
的辅导和支持，推动发展前景好的企
业及早上市、提质增效、健康发展；引
领和带动更多贫困地区企业转机制、
增活力，在“三山一滩”脱贫攻坚中发
挥更大作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赵争平，省委
常委、省委秘书长李文慧，副省长赵建
才参加会见。③5

谢伏瞻陈润儿会见
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

柔性引才 智汇中原

陈润儿赴安钢调研并主持召开国企改革座谈会

因企施策分块搞活 打好国企改革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屈芳）6月 2日，省

长陈润儿赴安阳钢铁集团公司调研并
召开国企改革座谈会。他强调，传统
国有大型企业存在企业冗员多、债务
包袱重等问题，改革成本高，是国企改
革中的硬骨头，要科学谋划、因企施
策、分块搞活、整体推进，打好国企改
革攻坚战。

冷轧项目是安钢近年来倾力打造
的重要支撑工程，陈润儿来到安钢冷
轧公司，登上轧机操作台，实地了解已
经投产的 1550酸轧联合机组运行情
况。当听说项目三季度全部建成投产
后将填补河南生产高端冷轧产品的空
白，陈润儿表示，这是关系安钢调整结
构、脱困转型的重要产品，要精心应对

投产后的“达标”、“达产”、“达效”关，
并叮嘱企业负责人，一定要做好工艺
技术提升和操作人员的技能培训。

随后，陈润儿在安钢主持召开国
企改革座谈会，听取安阳市、安钢负责
人关于国企改革、转型发展的情况汇
报，以及来自集团中层负责人有关国
企改革的意见建议。陈润儿说，在钢
材市场持续低迷、行业竞争日益激烈
的背景下，安阳钢铁集团为摆脱困境
转型发展，积极深化企业改革，取得了
一定成效，摸索了一些路子，对此要充
分肯定。目前安钢面临的困难不少，
转型压力巨大，在困难和压力面前要
深刻认识到，摆脱困境的根本之策在
改革，加快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在改

革，实现转型发展的关键之举在改
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是决定
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同样，改革也
是决定安钢未来发展的关键一招。

陈润儿强调，国企改革的重点是
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
构，强化企业内部管理；而在具体实施
中，要注意科学谋划、因企施策、分块
搞活、整体推进。

陈润儿说，安钢盘子大、板块多，
转型难，在改革举措上决不能一刀切、
一招鲜，要量身打造、因企施策。脱困
转型、激发活力，也需要坚持问题导
向，“分头突围、分灶吃饭”，根据不同
特点分块搞活，特别是要处理好三个
关系：

一是“主”与“辅”的关系。要注
意抓住主业、壮大主业、提升主业，对
辅业这一块则根据市场情况和发展
需求，该退出的退出，该剥离的剥离，
通过做强主业、剥离辅业，实现“瘦
身”强体。

二是“进”与“退”的关系。在拓展
与钢铁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
上，我们要毫不犹豫地抢占市场，积极
主动地占有资源，该进的要进。同时，
对非钢板块不能一味追求“摊子大、产
业全”，该退的要退，盘活有限的国有
资产投资拳头产品。

三是“国”与“民”的关系。改革
中要注意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有
效融合，（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