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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 保态势

省体育局局长力推的金水河客户端告诉你

哪个河南选手最亮眼

本报讯（记者 宋敏）8月 11日，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
悉，今年上半年，我省各项社会保险
运行平稳，参保人数持续增加，保障
水平显著提高。社保基金总收入
922.79亿元，总支出712.89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5.2%和2.4%。

截至6月底，全省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1535.9 万人，同
比增加66.24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人数 4858.8 万人，同比
增加 18.3 万人，参保率达 97.4%，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参保人数占全国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总数的近十分
之一，超额完成人社部确定的目标任
务，基本实现参保人群全覆盖。

我省已完成第一批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参保登记。截至目前，全
省5.05万家机关事业单位开展参保
登记，参保人员266.9万人。加快推
进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截至 6 月
底，全省在建项目参保数1155个，参
保率达 78.6%；新开工项目参保数
287个，参保率达83.9%。

社会保险待遇水平稳步提高。
2016年城镇居民医保年人均补助标
准从 380 元提高到 420 元，职工医
保、城镇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
用支付比例分别达80%、75%。月人
均失业金实际发放水平达 1237元，
同比增长186元。今年底，力争实现
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

在稳步提升待遇水平的同时，为
切实降低企业成本，按照国家统一部
署，结合我省实际，从5月1日起，河南
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

例由20%降为19%；失业保险费率由
2%降为1.5%。初步测算，两项费率降
低后，可为企业减负超过60亿元。

省内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平台已
全面开通，享受异地就医即时报销需
使用由省人社部门统一制发的社会
保障卡。截至6月底，全省发行使用
社会保障卡超过 6400 万张，开通 6
项基本功能和就业、社会保险、人事
人才、劳动关系等9大领域101项应
用，并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和手机
APP为持卡人提供便捷服务。③5

我省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高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4858.8万人,基本实现参保人群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8月11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我省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落实《国家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加快推进郑洛
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等工作。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
伏瞻主持会议。

陈润儿、叶冬松、邓凯、尹晋华、吴
天君、赵素萍、夏杰、李文慧、陶明伦、
马懿、刘春良、徐济超、赵建才、张广
智、李亚、王艳玲、张维宁出席或列席
会议。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河南省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
（2016—2018）》和去产能专项行动方
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行动方案。

会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深刻把握我国经济发展大势做出的战

略部署。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提升认识，
切实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稳定经
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保障改善民生、
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抓手,用改革的办
法推进结构调整，全面落实“三去一降
一补”五大重点任务，持续提高发展质
量和效益，促进经济发展长期向好。

会议强调，一要突出重点，精准发
力。各地各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全
面贯彻落实总体方案及两个专项行动
方案，确保中央政策和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落到实处。要统筹兼顾，处理
好当前和长远、力度和节奏、主要矛盾
和次要矛盾、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把握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
险之间的平衡，有力、有度、有效推进
我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抓住关
键，着力解决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关

键事项等方面的问题。要衔接配套，
把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解决突出
问题和完善体制机制结合起来，与实
施我省“十三五”规划和推进重大改
革事项结合起来，不断深化国有企
业、财税金融、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
研究出台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
改革举措，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
性。二要明确分工，形成合力。省政
府要成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领
导小组，各地各部门要建立工作台
账，细化工作任务和时间节点，进一
步完善思路，健全机制、改进方法、大
胆探索。三要加强考核，确保成效。
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列入省委、
省政府重点督查事项和目标考核内
容，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效。

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实施意见》
和《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加快推进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建设的若干政策意见》。

会议指出，创新驱动发展是党中
央综合分析国内外大势、立足我国发
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目前，
科技创新仍然是制约我省经济社会发
展的短板，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竞争新优势，
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都
更加需要强化创新驱动发展的引领作
用。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继
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之后，党中央、国
务院批复我省的又一重大国家战略，
是我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
机遇和重要实践，（下转第二版）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谢伏瞻主持

本报讯（记者 栾姗）8月11日，省
发改委发布消息，今年我省化解钢铁行
业过剩产能目标敲定：压减生铁产能
100万吨、粗钢产能240万吨。

根据《河南省钢铁行业化解过剩
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实施方案》和与
国家签订的《目标责任书》，今年我省
化解钢铁行业过剩产能目标主要由两
家企业来完成：驻马店南方钢铁有限
责任公司10月底前拆除420立方米高
炉和45吨转炉各2座，退出生铁产能
100万吨、粗钢产能160万吨；南阳市
鼎鑫钢铁有限责任公司10月底前拆
除40吨电炉2座，退出粗钢产能80万
吨。以上分解目标的具体任务由驻马
店市和南阳市政府分别负责落实。

我省在关停违法违规产能和淘
汰落后产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压减生
铁、粗钢产能，完成化解过剩产能任
务，提升钢铁行业的竞争力与可持续
发展能力。③3

本报讯（记者 高超）8月11日，中央
军委国防动员部部长盛斌到设在郑州市
第二人民医院的二七区征兵体检站检查
征兵工作，并到郑州宇通客车公司调研。

省委副书记邓凯，省委常委、郑州
市委书记马懿，省军区司令员卢长健、
省军区参谋长胡少平参加调研。

“参军报国尽义务 热血青春竞风
流”、“青春风华正茂 参军无上光荣”，
体检站内外，悬挂摆放的征兵条幅、展
板，营造了浓厚的应征氛围。家属等候
区内有不少陪同人员，有应征人员的亲
人，也有应征人员的朋友同学等。盛斌
称赞说，是你们的大力支持激发和点燃
了广大适龄青年的参军报国热情，我代
表军委国防动员部感谢你们。

在体检区内，盛斌认真听取2016
年郑州市征兵工作优惠政策介绍，与
前来应征的青年亲切交流，并来到眼
科、外科、口腔科、采血室、彩超室等看
望体检工作人员，向他们致以感谢和
慰问，叮嘱他们要坚持标准、严格把
关，确保兵员质量。

郑州宇通客车公司是全球知名的
客车生产企业，也是非公有制企业中建
立武装部、开展武装工作较早的企业之
一。在生产园区内，企业生产井然有
序。盛斌了解了公司生产情况、产品性
能、市场份额等情况，并与省市党政军
相关部门负责人、县（市、区）武装部负
责人及企业武装部代表进行了座谈。

（下转第二版）

钢铁去产能
目标敲定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部长盛斌在郑州调研时强调

坚持党管武装
依法依规履行使命
邓凯等参加调研

8月11日，位于唐河县产业集聚区的一家公司里，首批植保无人机下线。该项目总投资1.1亿元，投产后可实
现年产植保无人机5000台，年产值可达1亿元。⑨2 丰兴汉 摄

本报讯（记者 屈芳）全省对外开放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8月11日上午召开，省长陈润儿
出席并讲话。他强调，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
和水平要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寻求突破，
招商引资作为“重中之重”要处理好招商与
亲商、招商与扶商、招商与安商的关系，切实
解放思想，优化环境，务求实效。

会议回顾总结了“十二五”以来全省对外
开放工作，表彰先进、交流经验，就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对外开放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陈润儿在讲话中表示，近年来，省委省政
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对外开放工作的决
策部署，把对外开放作为主战略强力推进，开
放型经济保持了强劲增长态势，为全省稳增
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发挥了重要带动
作用，全省开放意识日益增强，开放氛围日益
浓厚，开放成效日益显现。当前深入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对外开放有着更为重
要的意义：体制改革离不开开放倒逼，结构调
整离不开开放带动，动力转换离不开开放创
新，效率提高离不开开放保障。我们必须深
化思想认识，坚持开放发展，不断为经济发展
注入新动力、开辟新空间、增添新活力。

陈润儿指出，要抓住关键，提高开放水
平。首先要解放思想。必须用开放的理念、
思路、要求来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把本地
本部门的发展放到全国、全球发展的大格局
中去比较、谋划、定位。其次要优化环境。要
持续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突破体制、机
制、政策障碍，真正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
化营商环境。第三要突出重点。要创新开放
体制，按照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要求，不
断规范行政行为，加快推进负面清单，切实转
变政府职能；要完善开放平台，重点发挥好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等高端国家平台的
引领带动作用，积极申建河南自贸区；要培养
开放人才，通过人才引领加快和推动对外开
放，不断提高开放水平。

陈润儿要求，要形成合力，务求开放实
效。对外开放贵在务实，重在落实。要压实
责任，尤其是要加强对外开放中一些重大政
策、重大项目、重大问题的研究决策、协调督
办，树立“开放一盘棋”思想。要加强督查，
近期省政府将组织开展一次全省招商引资
签约项目专项督查，真正摸清项目底数，发
现问题，解决难题。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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