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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中国航
空发动机集团公司成立大会28日在京
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党中央作出组建中国航空发动机
集团公司的决策，是从富国强军战略高
度出发，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航
空工业体制改革采取的重大举措。希
望你们牢记使命、牢记责任，坚持国家
利益至上，坚持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坚
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大胆创新，锐意
改革，脚踏实地，勇攀高峰，加快实现
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自主研发和制
造生产，为把我国建设成为航空强国

而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组建中国航
空发动机集团公司，是党中央、国务院
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航空发动机是
国之重器，是装备制造业的尖端，尽快
在这一领域实现突破，对于增强我国
经济和国防实力、提升综合国力具有
重大意义。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
坚持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以建设世界
一流航空发动机企业为目标，依靠改
革开放，立足自主创新，弘扬工匠精
神，集众智推众创，并积极借鉴国外经
验，着力攻克核心关键技术。希望同

志们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努力做航空
动力的保障者、制造强国的建设者和
创新驱动发展的践行者，为保障国防
安全、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马凯出席大会并讲话。他指出，
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
总理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
坚决落实重大专项实施方案工作要
求，坚持创新发展，走出一条航空发
动机自主发展道路；坚持深化改革，
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崭新现代企业；

坚持军民融合，更好服务国防建设和
经济社会发展；坚持人才为本，培养
造就一批创新领军人才、科技专门人
才和高技能人才，实现航空发动机从
测绘仿制到自主创新的战略转变，实
现我国由航空大国向航空强国的战
略转变。

国务委员王勇出席大会并宣读了
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批示。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北京
市、中央军委有关部门以及有关企业、
高校代表出席成立大会。

□本报记者 宋敏

8月 26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获悉，“十二五”期间，全省
组织开展各类职业培训 1866.73万人
次，向产业集聚区和重点企业输送各
类技能劳动者 600 多万人次；截至
2015 年底，全省高技能人才总量达
160.15万人。

这得益于 2009 年省政府与人社
部共同开启的河南全民技能振兴工程
建设。该工程的实施，使河南拥有了
良好的技能劳动者储备，为我省扩大
开放招商、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强大
的人力资源保障，同时也创造了职业
技能培训的“河南经验”。

凝聚合力彰显优势

河南作为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农
村富余劳动力达3200多万人，如何让
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掌握一技之长，实
现稳定就业、体面就业？

“就业+技能=民生幸福”，秉承这
一理念，2009年以来，我省持续把职业
技能培训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打造
河南人力资源新优势的重点来抓，全
面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加快从人力
资源大省向人力资源强省转变。

2014年 4月，省政府与人社部签
署《共同深入推进河南全民技能振兴
工程备忘录》，开始了新一轮合作。省

政府先后出台《深入推进河南全民技
能振兴工程2014—2017年行动计划》
等一系列文件，各地也普遍出台了工
作方案或行动计划。

让“大工匠”成长为“大国工匠”，我
省坚持“六路并进”，不断健全职业技能
培训体系。其中，人社部门牵头抓总，
统筹推进；教育、农业、民政、扶贫、残联
等部门积极配合，开展培训；住建、国
资、工信、工青妇等部门参与支持，财
政、编制、发改等部门全力保障。

“省部共建、全省联动、凝聚合力，通
过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面向全体劳动
者开展各类职业培训，提升就业质量，推
动产业发展，促进富民增收，实现了培
训、就业和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之间的

良性互动。”省人社厅厅长刘世伟说。
“十二五”期间，全省组织开展各

类职业培训1866.73万人次，新培养高
技能人才103.8万人，分别是“十一五”
期间的2.49倍、4.25倍；2015年底，全
省技能劳动者总量达594.1万人，高技
能人才总量达 160.15 万人，较“十一
五”期末分别增加了185.1万人、60万
人；促进全省城乡新增就业 1181 万
人，实现劳务收入1.79万亿元。

创新驱动激发活力

高技能人才培训培养示范基地、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培训示范基
地……2009年以来，（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 陈学桦）
8月28日，第十一届豫商大会在焦作太极
体育中心隆重开幕。来自海内外的142
个豫商商会参加盛会，1400多名豫商和
嘉宾会聚一堂，畅叙乡情，共谋发展。

本届豫商大会由省政协主办，焦
作市政府、省商务厅、省工商联、省侨
联、省豫商联合会共同承办，主题是

“相聚焦作、合作共赢”。大会开幕式
由省政协主席叶冬松主持。全国政协
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原

主席、省豫商联合会名誉会长王全书，
省委原书记、省豫商联合会名誉会长
徐光春，副省长赵建才，省政协副主席
史济春，省政协原副主席、省豫商联合
会会长陈义初等出席。

开幕式上，赵建才代表省政府向
与会豫商表示热烈欢迎，对长期以来
关心支持河南发展的豫商和各界朋友
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河南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农业大省地位
不断巩固，（下转第二版）

四海宾朋齐聚焦作 五洲豫商助力发展

第十一届豫商大会在焦作开幕
叶冬松主持开幕式

本报讯（记者 杨凌 通讯员 曹
磊）天使投资人、知名投资机构坐镇，
资深孵化器、知名众创空间负责人亲
临，广阔的线下市场撑腰。9月 8日
至10日，创客们的盛会——“2016中
国创客大会暨第三届中国创客大赛”
将在郑州市黄河科技学院开幕。大会
将以“独角兽时代”为主题，为创业者
提供一个开放交流、自由互动的生态
平台，让未来商业在这里碰撞生长，为
广大创客、投资人和创服机构搭建对
接桥梁，帮助初创项目跨越成长。

大会将邀请知名企业领袖与最
具创客精神的创业者及知名投资
人、孵化器负责人与创客们共同探

讨“双创”浪潮下，创客如何超越“独
角兽”的光环(“独角兽”公司是指那
些估值10亿美元以上的初创企业)，
在融资、烧钱和扩张、造血之间找到
平衡点；如何在“资本寒冬”中幸存
下来；如何通过进化创新，找到全新
的商业驱动力。

本次大会最值得关注的，当属9
月 9 日开营的创客垂直社群“创鲨
营”。在当天的“创鲨营”里，孵化器
负责人将担任营队参谋长，带领8支
创客团队，线上线下展开各种PK，共
同形成创业生态圈，进行创客、投资
人、孵化器的深度互动。现场有聊、
有料、有PK，一系列惊喜等着你!③5

本报讯（记者 刘勰）根据中央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部署，8 月 23 日
至 25日，由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副主任张本平带队的中央巡
视工作专项检查组，在中央第十一
巡视组对我省巡视“回头看”的同
时，对我省巡视巡察工作开展专项
检查和调研。

调研期间，省委书记谢伏瞻会见
了检查组一行。省委常委、省纪委书
记、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尹晋
华，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夏杰参加
了汇报会并陪同调研。

检查组听取了省委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巡视工作汇报，与巡视机构部
分厅级干部进行了个别谈话，调阅了
我省巡视巡察工作相关资料，组织了
问卷调查，对我省巡视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深入了解。其间，还召开了市县
巡察相关负责同志座谈会，征求了
《关于党的市（地、州、盟）、县（市、区、
旗）委员会深入开展巡察工作的意
见》（初稿）的意见建议。

检查组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
河南省委和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坚
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重要论述，认

真落实中央巡视工作方针，立场坚
定、态度坚决、措施有力，巡视巡察
工作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总结了
一些好做法好经验。河南省委高度
重视、组织领导有力，深化政治巡
视、利剑作用凸显，探索巡察工作、
监督成效显著。

检查组就进一步深化政治巡视、
推动巡视巡察工作深入开展提出三
点意见。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巡
视。突出党的领导这个根本，抓住党
的建设这个关键，聚焦全面从严治党
这个重点，盯住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这个要害。二要扎实推进巡
视全覆盖。坚持问题导向，盯住重点
对象，创新方式方法，依纪依规实事
求是，切实抓好巡视整改，压实被巡
视党组织整改落实主体责任，扎实开
展巡视“回头看”，认真做好巡视总结
工作。三要不断加强和规范市县巡
察工作。着力发现党的领导弱化、党
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的问
题。坚持问题导向，创新方式方法，
注重成果运用，严把“入口”、将优秀
干部选拔到巡察队伍，畅通“出口”、
健全和完善退出机制。切实发挥巡
视巡察工作的成效。③6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开创全球化新境界

中国为世界提供解决方案

习近平对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成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快
实现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自主研发和制造生产

为把我国建设成航空强国而不懈奋斗

省部共建结硕果

全民技能振兴工程撬动我省人力资源优势
“十二五”期间各类职业培训1866.73万人次

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创造社会效益是我们的“天然”职责。

——华润集团董事长傅育宁

□本报记者 赵力文

白色的水蒸气从高耸的烟囱中飘
出，映衬着蓝天白云，格外美丽。8月
11日—18日，记者陆续走访了华润电
力河南分公司已实现超低排放的5家
燃煤电厂，站在绿草如茵、鲜花摇曳的
花园式厂区内，环境优美，空气清新，
没有一丝的浑浊痕迹和呛人气味。

2015 年 6月 7日，华润电力首阳
山电厂1号 630兆瓦机组超低排放改
造完成，成为全省首台完成超低排放
改造机组，一年之内，华润电力河南分
公司陆续对其在首阳山、登封、古城、
焦作、洛热电厂的其他机组进行改造。

2016年 6月 27日，随着华润电力
登封电厂 3 号发电机组轰鸣声的响
起，标志着华润电力在豫最后一台机
组超低排放改造工作完成，这为华润
电力河南分公司超低排放改造工作画
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这比河南省要求省调、地调燃煤
机组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攻坚目标分
别提前了4个月和6个月，超前完成了
河南省委省政府下达的攻坚任务。

根据河南治理工业大气污染攻坚
战实施方案要求，2016年 10月底前，
我省要完成 102台 3740 万千瓦统调
燃煤发电机组和所有单机 10万千瓦
及以上地方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
造；2016年 12月底前，我省所有地方
燃煤发电机组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任务，从而促进我省空气环境质量得
到改善。

据介绍，所谓超低排放，指燃煤发

电机组完成除尘、脱硫、脱硝改造，“烧
煤像烧天然气一样清洁”，比现在的国
家标准要求更高。改造后，燃煤发电
机组主要大气污染排放浓度须达到燃
气发电机组排放限值，即在基准氧含
量6%条件下，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三项污染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10
毫克/立方米、35毫克/立方米、50毫
克/立方米。

传承红色基因，勇担央企责任。
华润集团是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位列
世界500强第91位。华润电力是华润
集团的旗舰香港上市公司，是中国效
率最高、效益最好的综合能源公司之

一。华润电力河南分公司 2002年进
入河南电源市场，在豫拥有 5家火电
项目公司，分别是河南华润电力首阳
山有限公司、华润电力登封有限公司、

河南华润电力古城有限公司、华润电力
焦作有限公司、洛阳华润热电有限公司，
共运行机组12台，装机容量523万千瓦。

（下转第三版）

打 赢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华润电力河南分公司所有燃煤电厂

全省率先实现超低排放

华润电力首阳山电厂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述评

中央巡视工作专项检查组
对我省开展专项检查和调研

2016中国创客大会大幕将启

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50家企业单位被公开约谈
承诺9月10日前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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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难题：经济增长乏力
◎ 中国行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 G20期待：为世界经济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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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下载
河南日报金水河客户端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日前，
中共中央决定：

杜家毫同志任湖南省委书记；
徐守盛同志不再担任湖南省委书
记、常委、委员职务。

陈豪同志任云南省委书记；李

纪恒同志不再担任云南省委书记、
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吴英杰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
书记；陈全国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
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
有任用。

3省区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关注G20杭州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