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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动力”占领产业新高地

在平煤神马集团内部，还有一
个不经意间做大做强的板块——机
械装备集团。自2012年成立后，机
械装备集团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
济，向民营企业“借米”为“炊”，快速
迈向市场化、高端化。

“过去主要靠集团内部市场‘过
日子’。近两年，煤炭市场持续低
迷，煤机行业竞争加剧，我们主动改
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激发
企业活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机械装
备集团总经理赵全义说。

机械装备集团先后与林州重机
集团合资组建了河南重机公司，与
山东矿机集团合资组建了河南矿机
公司，引入社会资金成立了天成环
保工程公司。同时，还与青岛橡六
集团、北京恒科天地公司等国内知
名企业开展资金及技术合作，引入
外部资金近3亿元。

如今，机械装备集团下属的15
家公司已全部引进外部资本，通过
合资合作，盘活了土地、厂房、设备
等存量资源，引入了外部增量资产

和先进的技术、管理理念，改善了资
本结构，内生活力竞相迸发。2015
年，机械装备集团收入突破百亿，连
续5年跻身中国煤炭机械工业企业
前四强。

在新材料领域，平煤神马集团通
过旗下的光伏企业易成公司入股民
营上市企业河南新大新材，一跃成为
其控股股东，新大新材成了继平煤股
份、神马股份之后集团第三家上市公
司。目前，该公司锂电池负极材料、
电镀金钢线新材料、新能源产品已陆
续投产，成为转型提效新支点。

“煤的色彩越来越淡，煤炭收入
占比越来越低。”平煤神马集团负责
人说，集团正在从传统能源向新能
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
树脂金刚线、工程陶瓷、导电银浆、
工程塑料、高端设备制造等产业已
风生水起。

截至2015年底，集团下属69家
二级子公司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近
70%；133家三级子公司中，混合所有
制企业占近60%。“通过发展混合所
有制经济，为国企改革找到了突破
口，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动力源，集团
实现了战略性的产业转型升级。”平
煤神马集团负责人认为。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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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凌）哈瓦那当地
时间6月 21日上午，在宇通古巴合
资工厂CAISA，工人们正在紧张地
工作。自2005年起，宇通客车与该
厂开展合作，帮助培训技术工人，建
立企业管理体系，对每个生产环节进
行技术指导。

“以前没有与宇通合作时，我们
每个月只能生产 3台中型巴士，现
在每天都可以生产 3 台这样的客
车。”该公司总经理埃瑞克告诉记
者，宇通总能从他们的角度考虑问
题，并热情帮助企业解决生产过程
中遇到的困难，这是双方持续合作
的重要原因。目前，这家拥有 560

名员工的企业正在宇通的帮助下建
设第二条生产线。

据介绍，在合作的最初阶段，宇
通将客车零部件从中国出口到古
巴，由 CAISA公司负责进行组装，
截至目前以此模式已生产出 1000
多台宇通客车进入市场。2015 年
起，CAISA开始进口宇通底盘等总
成及部分车身零部件，生产其自有
品牌DIANA城郊客运公交车。

在古巴市场的十年经营，让宇
通拥有了许多像 CAISA这样的忠
诚客户，32家合作伙伴中包括古巴
两家大型旅游运输公司、公交公司、
省际客运公司等。③4

短评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6月 21日
上午，勇救6名落水群众、不留姓名悄
然离开的周口太康县逊母口镇兰子陈
小学特岗教师方志欣，应邀回到郑州
大学体育学院，参加母校为他举办的
方志欣优秀校友表彰暨先进事迹报告
会。郑州大学体育学院院长张绍通为
方志欣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金。

5月 21日，方志欣像往常一样从
学校回家过周末。因为喜欢钓鱼，中
午吃过饭后他带着渔具到村东北角
一个坑塘钓鱼。下午4点左右，身后
突然传来尖叫声，他回头一看，只见
一辆老人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冲向 5
米深的坑塘，他第一时间跳下水，先
把一个一岁左右的孩子救起，迅速游
到岸边递给从远处跑来的钓友，又马
上折回去救人。在高度紧张的情况
下，他都不知道自己来回游了几趟，
连大人带小孩，他一口气救上来 6个
人。上岸后，看到闻讯而来的群众打
电话的打电话，抬人的抬人，他才放
心地回家。

在先进事迹报告会上，郑州大学
体育学院学生代表发言时说，方志欣
学长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的精神体现
了当代青年的责任担当，他在平凡中
练就出生命的精华，在坚守中展现着
人性的光辉。③6

□本报记者 马雯

3D打印已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
照片、汽车、航天部件，只要条件足够，都
能用机器打印出来。而在医疗领域，3D
打印技术可以使手术更加精准，为患者
带来了更多康复的希望。

令手术更加精准

郑州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成功
使用3D打印技术，日前为一名1岁4个
月的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成功实施了
手术。这是该院首例利用3D打印技术
完成的复杂外科手术。

“孩子患的是重症法乐氏四联症，
且左肺动脉发育异常细小，左心室也比
正常人小很多，无论采取哪种手术方
式，风险都很大。”6月 22日，郑州人民
医院心外科主任杨再珍对记者说。

根据CT数据，他们将患者的心脏数

据输入计算机，然后按照1∶1的比例打
印出模型，包括双侧肺动脉和所有分支
都完全仿真。“以前，心脏外科手术通常
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许多病人的情况不
明，只有打开胸腔后，才能准确判断病
灶。如今我们在术前就能够对所有复
杂情况进行分析，不仅手术时间缩短，
精准性也大大提升。”杨再珍介绍，在心
脏外科手术中，因为要对心脏动脉进行
阻断，使用仪器维持供血，所以开腔时
间越长，阻断时间也就越长，患者术后
出现并发症的概率也就越高。3D打印
技术的应用，无疑为病人提供了更多恢
复健康的可能。

不仅是心脏外科，3D打印技术正在
医学的各个领域发挥作用。

5月15日，借助于3D打印技术，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副主任夏磊
与其团队顺利完成该院首例罕见重度
脊柱侧弯手术。

“脊柱侧弯手术本身难度就很大，

这位患者又属于颈胸交界处神经纤维
瘤畸形侧弯，手术更是难上加难，任何
一个细节都关系到手术成败。”夏磊说，
3D打印让这复杂难题有了更好的解决
方案，“借助仿真模型所提供的清晰数
据，我们才能毫无误差地完成手术。”

据介绍，3D打印技术目前在骨科应
用相对广泛和容易。除了打印出仿真模

型提升手术的精准性，打印的假体还可
发挥替换某段骨头或关节的功能。

未来前景可期

在欧美等国家，3D打印技术已有规
范的定制化产品管理方式。我国3D打
印技术在医疗方面的研究虽已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但要真正完全应用到市场，让
更多患者受益，还存在不少问题。如3D
打印的个性化定制产品在我国还没有申
请审批途径，也无产品标准。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每年150万器
官衰竭患者中，仅有一万余人能得到器
官移植。如何使用合适的生物材料打
印人体器官，如何确保打印后的活体组
织能够存活，是当前科研上“最难啃的
骨头”。许多业内专家表示，虽然目前
3D打印技术尚未达到“器官再造”的高
度，但相信未来一定会创造更多的奇
迹。②40

□本报记者 樊霞

“十二五”期间我省人口总量低速
增长，二孩政策放开后，出生人口有所
增加，但增量有限。河南省统计局对生
育意愿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已生育一个
孩子的家庭中,只有 30%愿意生育二
孩。而根据分析预测，“十三五”时期，
我省人口总量仍将缓慢增长，并且增速
会逐年降低。6月22日，记者就此问题
采访了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

“能生的”少了：
“十二五”年均减少 24万人

根据2015年全省人口抽样调查统
计，2015年末我省总人口为 10722 万
人，比2010年增加285万人，“十二五”
时期年均增长 0.54%。我省人口出生
率和自然增长率依然维持在较低的水
平，人口总量保持低速增长的态势。

对此，有关人士分析认为，出生率
的变动主要是受第四次生育高峰和生育
政策调整的影响。根据2010年第六次
人口普查测算，全省15-49岁女性人口
在 2011 年 达 到 高 峰 后 逐 年 减 少 ，
2011-2015年年均减少24万人；20-29
岁生育旺盛期女性人口2014年达到最
高峰，2015 年比 2014 年减少 5 万人。
尽管我省从2014年 6月实施了单独二
孩政策，并取消了二孩生育间隔时间的
限制，但从生育监测和调查来看，生育政
策的调整使出生人口有所增加，可增加
数量有限，对总体生育水平影响不大。

不同时期的生育高峰出生率同样提
示我省人口总量的变动趋势。“十二五”
时期我省出现第四次生育高峰，与前两

次的生育高峰相比生育水平明显下降。
第二次生育高峰的峰值出现在1965年，
出生率为36.1‰；第三次生育高峰的峰
值出现在1989年，出生率为26.51‰；第
四次出现在 2014 年，但出生率仅为
12.8‰。据预测，“十三五”时期河南人口
发展的基本态势仍是增速缓慢，并且增
速会逐年降低，主要原因正是人口出生
率由于育龄妇女的减少而不断下降。

想生的不多：
30%一孩家庭想要二孩

虽然我省自 2016年 1月 1日起全

面放开二孩生育，但是从单独二孩政策
放开后监测到的申请数量和实际出生人
数来看，并没有达到预期；同时对生育意
愿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已生育一个孩子
的家庭中只有30%的愿意生育二孩，这
30%中有生育计划的仅占40%。由此
可见，生育政策的调整会增加出生人口
数量，但不足以弥补育龄妇女人数减少
的影响，也难以改变出生率偏低的现状。

有关人士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将
直接导致我省社会人口老龄化进一步
加快，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比
重下降，会使人口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凸
显。②7

□胡延征

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并未改变我

省人口出生率偏低的现状。究其原因，

除了育龄妇女总量的减少，更重要的是

不少家庭面对高企的育儿成本，在“生

还是不生”的问题上存在顾虑。

的确，在我们身边，不少人一提起

“生二孩”，最怕的就是“生不起”。生了小

孩，谁来照顾？添丁进口，要不要换房、换

车？孩子生病，要到医院排长队；孩子入

托，要到处求人找关系；再想想今后的小

升初、中考、高考、就业……一路走过来，

不管是经济投入还是精神压力，都让很

多原本有生育意愿的家长望而却步。

“不敢生，生不起”的背后，其实是一

连串民生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完善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配套政

策。比如，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支持女

职工生育后能重返工作岗位；增加及合

理配置幼儿照料、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

育等公共服务资源，满足新增人口的入

托入学需求；加强妇幼医疗保健服务能

力，切实解决孩子的看病难问题，等等。

人是社会最宝贵的资源，是经济社

会发展不竭的动力。政府需要拿出真

金白银、完善配套措施，帮助社会及公

民合理分摊生育成本，好让更多家庭生

时没顾虑、养时少压力。②14

救人英雄方志欣
受母校表彰

我省统计部门详解二孩放开为何难以“立竿见影”

育龄妇女少 生育意愿低
解决“生不起”背后的
民生问题

不仅能修复骨骼，还能用于外科手术

3D打印助力精准医疗

今年46岁的刘新安（右）在洛阳中信重工有多个身份：全国劳动模范、车间党支部书记、“刘新安劳模工作室”负责人、
车间镗铣床大班长。作为国家首批“双创”示范基地，中信重工成立了以劳模刘新安名字命名的“刘新安劳模工作室”。近
一年来，刘新安利用劳模工作室，带领车间近30名青工创客陆续开展各类创新项目10项，累计创造经济效益336万元。
图为6月21日，刘新安与青工在生产现场攻关。⑨1 黄政伟 摄

宇通合资工厂工人正在组装车辆。⑨1 本报记者 杨凌 摄

古巴宇通合资工厂CAISA
盛赞双方合作

顾虑1
妇女就业

孩子照料

顾虑2

入托入学

国家政策1
制定和完善保障妇女合法权益
的配套措施，保障妇女就业、休
假权利，坚决反对在妇女就业
问题上的歧视

国家政策2
加强月嫂、婴幼儿看护人员的
培训，完善家庭支持发展政策，
加强妇幼保健服务能力，加强
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
力，保证母婴的安全

顾虑3 国家政策3
增加公立幼儿园，鼓励以社区
为依托兴办托儿所，包括鼓励
女职工集中的单位恢复托儿所
等多举措满足新增入托需求

我省配套政策
除国家规定的产假
98日外，增加产假三
个月，给予其配偶护
理假一个月

增加儿科学科建设、
儿科医生培养的补贴
支持力度

加强儿童专科医院、
妇幼保健机构和综合
医院儿科建设,逐步构
建儿科分级诊疗模式

今年年底前将再建立
1个省级高危孕产妇
诊治中心和1个儿童
重症救护中心

整理/胡延征 制图/刘竞

3D打印牙齿、骨骼修复技
术已经相对成熟，但3D打
印细胞、软组织、器官等方
面的技术成熟可能还需要
5-10年。”
罗军·世界3D打印技术产业联盟秘书长

闲不住的“工人创客”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6 月 22
日16时50分左右，中国铝业位于郑
州的河南中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
实施氧化铝四沉降槽体拆除施工
中，发生坠落事故，致 7死 8伤和 5
人失踪。

经公安部门核查，当班作业人
员23人，截至20时 30分，3人在外
围作业，无受伤，6 人轻伤，2 人重
伤，7人死亡，5人失踪。

目前，伤者已送往医院救治，事

故救援正在进行中，施工队沙某已
被公安机关控制。

事故发生后，中铝总公司领导，
中铝河南分公司主要领导以及郑州
市和上街区领导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指挥救援工作，要求不惜一切代价
全力搜救，最大限度减少伤亡，给予
在医院救治的伤员最好治疗。

郑州市上街区和荥阳市公安、消
防、卫生、安监与中铝郑州企业有关
职能部门全面参与了救援工作。③6

中铝郑州企业发生施工事故
致7死8伤5失踪

平煤神马：
“混合动力”加速转型

□省发改委产业研究所 许贵舫

平煤神马集团坚持把发展混合

所有制作为企业改革突破口，实现

了股权多元化和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形成了一系列绿色高端产业链

条，为企业转型发展注入了新的动

力源泉，正如集团负责人在报道中

说的那样，“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平煤

神马集团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

力，已成为企业应对危机、激发内部

活 力 、提 高 市 场 竞 争 力 的 有 效 手

段”。

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

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

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有资

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

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

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省长陈润

儿在企业调研时强调，要加快省属

国有工业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构

建多元的产权关系，进一步提升国

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发展引领力

和风险抗击力。当前，要鼓励非国

有资本投资主体通过出资入股、收

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股权置换等多

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要采取

增资扩股、出资新设等方式，探索实

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现

股权多元化。③6

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的活水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