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ENAN DAILY

第23638号
今日24版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 41—0001 邮发代号：35—1

2016年6月 日
星期二 丙申年五月初三

7

走近河南制造““隐形冠军隐形冠军””⑥⑥

02│要闻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小山村撑起旅游“大餐桌”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6月 6日，
省委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扩大）报
告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会议邀请中央党
校原副校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
君如，就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专题
报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谢伏瞻主持报告会并讲话。

叶冬松、邓凯、尹晋华、吴天君、
夏杰、李文慧、陶明伦、马懿、刘春良、
刘满仓、蒋笃运、王保存、徐济超、赵
建才、王铁、张广智、李亚、张维宁、许
甘露、史济春、靳绥东、李英杰、龚立
群、高体健、钱国玉、张立勇、蔡宁、岳
中明、徐元鸿等出席报告会。

李君如在报告中深刻分析了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和核
心要义，系统阐述了贯穿其中的马克
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他说，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是当今中国的实践和时代向我

们提出的重要任务。要深入领会丰富
内涵和核心要义，特别是要注意加深
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建设、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坚持
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改革创新等方面
的理解和把握。要深入领会贯穿其中
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坚定的理想信
念，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坚持实干兴
邦，坚持辩证思维，坚持历史思维，坚
持世界眼光，要结合实际，不断增强
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和主动性。

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谢伏瞻提出三点
意见。

一要提升思想认识，增强学习贯
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自觉性坚定
性。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升认识，
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自觉的行
动、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科学的方
法，推动学习贯彻不断向深度和广度
发展。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要不断增强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
把领会系列重要讲话蕴含的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为学习的
重中之重，紧密结合思想和工作实
际，既领悟好重大思想理论观点，又
领悟好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
法，切实用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

二要把握学习重点，进一步加深
对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领会。
要深刻领会系列重要讲话的基本内
涵，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带
着信念学、带着感情学、带着使命学、
带着问题学，学习领会系列重要讲话
的基本精神，学习领会党中央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基本内容，
理解掌握增强党性修养、践行宗旨观
念、涵养道德品格等基本要求，进一步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要深刻把握系
列重要讲话贯穿的立场观点方法，紧
密联系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
践创新成果，深入掌握和自觉运用系
列重要讲话中体现的立党为公、执政
为民的鲜明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下转第二版）

□吕志雄

当同行业不少企业“无边落木萧萧

下”之时，利达光电却逆势上扬，一派

“不尽长江滚滚来”的风光，转型升级，

攻城略地，效益不降反增，以其不凡的

业绩展现了科技精英的巨大能量。

利达光电曾经的困境，正是我省很

多企业急需破解的难题：人口红利已不

复存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前景不容乐

观；产能过剩，市场疲软压得不少企业

透不过气。利达光电重用科技人才，向

产业链高端挺进，成功转型为技术密集

型企业，从困境中走了出来。人才从哪

里来？来自“能者为上”的企业文化。

从技术员晋升为董事长，李智超的经历

很好地诠释了利达光电的企业文化。

科技创新，有的地方有的企业总抱怨人

才短缺，却没有想一想，是否给了人才

充分施展的空间、大胆创新的平台。千

金买马骨，人才汹涌来，这是利达光电

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3

□本报记者 李铮
本报通讯员 司马连竹

世界上每卖出10台投影仪，就有
7台的光学组件由利达光电生产；

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数码光学
精密零组件由利达光电制造；

光电产业4项国家行业标准和16
项企业标准由利达光电主持制定……

位于南阳国家级光电产业园内的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十多年前还是
一家以加工望远镜光学元件为主的小
型企业。如今，它已从当初劳动密集型
的光学镜片加工商，转变为技术密集型
的光电产业集群领军企业。从投影仪、
高清电视、数码相机，到智能手机、车载
触屏、VR设备，利达光电是索尼、爱普
生、佳能、尼康、徕卡、华为等世界级企
业的优质供应商。

市场风云造就“中流砥柱”

2014年，光学元器件行业风云突
变：以数码相机为主的光学元器件制
造企业遭遇订单大幅下降、产能严重
过剩、价格大幅下降的市场“严冬”。
利达光电作为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

“大佬”，首当其冲面临着严峻挑战。
雄厚的人才和技术储备，对产业

发展的科学预判，让利达光电迅速找
到了应对之策。他们发挥薄膜技术优
势，开发特色产品，以特种领域光学元
组件镀膜产品、光学镜头、光学辅料等
多元化产品拓展市场，提供研发、设
计、生产、销售、安装和售后一系列服
务，企业效益不降反增。2015年度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13.11%；净利润同比
增长14.76%。

这并不是利达光电第一次上演逆

势上扬的“好戏”。上世纪90年代初，
利达光电就曾遭遇过更为严重的经营
危机。公司领导没有坐以待毙，他们
派出专人“南下北上”主动寻找客户，
由承接一家大型日企的订单开始，逐
步打开了国外市场，引领南阳的光电
产品规模化进入国际市场。

同外国企业的合作开阔了利达人
的眼界，他们意识到管理和技术，是企
业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2001年，利
达光电投资8700万元，引进高新技术
人才和尖端制造装备，为企业走上产
业巅峰铺平了道路。

利达光电董事长李智超正是当年
引进的人才之一，其技术团队聚拢了
日、美、欧光电领域的专家人才协同创
新，国际竞争力得到大幅提升。“利达
光电每年在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在
5000万元以上，这方面我们也是行业
领先。”李智超表示，（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6月 3日，在新乡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上，王登喜当选新乡市人民政府市长。③4

省委中心组举行
集体学习（扩大）报告会
谢伏瞻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 栾姗）6月 6日，记
者从省发改委获悉，我省 2016 年度
100个特许经营示范项目名单揭晓，
集中在社会资本投资意愿较强的交
通、市政和公共服务领域，总投资
1435.3亿元。

这是我省迄今为止公布的投资总
额最大且数量最多的一批特许经营示
范项目。此次公布的100个特许经营
示范项目，具有操作模式明确、投资回
报机制清晰、可复制性较强的特点。

其中水利项目8个，投资76.6亿元；交
通设施项目14个，投资725.6亿元；市
政设施项目60个，投资451.6亿元；公
共服务项目14个，投资76.6亿元；生
态环境项目4个，投资104.9亿元。

记者发现，不少特许经营项目“含
金量”颇高，特别是铁路、轨道交通项
目引发了不少社会资本的关注。例
如，总投资240亿元的郑州南站至登
封至洛阳城际铁路（含动车基地）项
目，总投资206.08亿元的郑州市轨道

交通 3号线一期工程项目。此外，国
道310线洛三界至豫陕界（南移）改建
工程、周口港口中部作业区码头建设
工程等投资数额过百亿的项目也吸引
了不少社会资本投资意向。

为抑制社会资本投资持续回落
的问题，省发改委将会同省有关部
门、市县政府加快推进这批示范项目
的实施，对于符合条件的项目，优先
争取中央预算投资、专项建设基金等
各类中央补助资金支持。③4

我省公布100个特许经营示范项目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今天上
午，我省82万名学子奔赴高考考场，
接受检阅，追逐梦想。今年我省考生
比去年增加4.8万人，领跑全国。

据悉，全省共有154个考区，设考

点 654个，考场 28381个。为给考生
保驾护航，我省设考务人员约 15万
人，公安、卫生、保密、电力等有关部门
配合参与人员约6万人。

我省将继续实施三项“专项计划”，

提高农村学生升入重点大学的比例。
预计我省今年高招录取率、本科录取
率、重点高校录取率将稳中有升。③4

上图为考生结伴熟悉考场。⑨2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全省82万学子今日“赶考”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6月 7日，
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了
解“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进展情况，分
析形势，研究问题，部署任务，进一步
把学习教育引向深入。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党建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谢伏瞻主持会议并讲话。

谢伏瞻在讲话中指出，全省“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各单位
紧紧抓住这一党建工作龙头任务，认
真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思想重
视，措施有力，行动迅速，取得了初步
成效。对于学习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也
要有清醒认识，有些单位重视程度不
够、疲沓松懈现象明显，进展不平衡，
标准不够高，方法不得当，对此要高度
重视，认真分析原因、找准对策，真正
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为推动工作
的动力、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抓好。

就进一步抓紧抓实“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谢伏瞻提出三点意见。

一是增强思想自觉，认识要再提
升。学习好党章党规，学习好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行动就有了方
向，有了准绳。要在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最新指示精神中提升认识。各级

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以高度的历
史使命和责任担当，用心用力开展好
学习教育，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
落到实处，广泛调动各级领导干部、全
体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
在切实增强“四个意识”中提升认识。
保持政治定力，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一个重要抓
手就是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引导广大党员自觉按党章党规的
要求去做，按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去
做，把合格的标尺立起来，把做人做事
的底线划出来，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
起来，这是各级党委（党组）义不容辞
的政治责任。要在更好推动事业发展
中提升认识。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落实“三去一降一补”等，
对各级党员干部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党委换届，都对
各级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实干作风、精
神状态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要以“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推动全省党

员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
性修养、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实干本
领、砥砺奋进精神。

二是扎实推进，措施要再加力。
以解决问题为牵引，找准切入点、着力
点，进一步强化举措、加大力度，把“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推向深入。支部要
切实动起来，进一步提升基层组织建
设的整体水平。发挥支部班子的能动
作用，有针对性地确定学习方式、学习
重点、学习计划。发挥党员的主体作
用，激活党的肌体的“细胞”。发挥上
级党组织的带动作用，营造级级示范、
层层带动的良好局面。载体要充分活
起来，按照具体化、精准化、差异化的
要求，开动脑筋、大胆创新，多想一些
贴近实际、易于推开的好法子，努力找
到适合自己的好载体，提升学习教育
的实际效果。典型要大张旗鼓树起
来，及时总结、大力宣传各条战线、各
行各业、各个岗位优秀党员的先进事
迹，树立一批不同层级不同岗位具有
代表性、时代性的身边典型，使大家学
有榜样、做有标杆。效果要真正实起
来。学要入心入脑，确保行有方向；做
要对照标准，（下转第二版）

谢伏瞻在主持召开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时强调

认识再提升 措施再加力 领导再加强
进一步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引向深入

利达光电

站在行业前沿的“智造”专家

能者为上

王登喜当选新乡市人民政府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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