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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 保态势

本报讯（记者 陈辉）11月 21日，记
者从省工信委获悉，2016年河南机器人
产业“十百千”示范应用工程示范项目和
示范企业正式公布，河南森源电气股份
公司的环保气体绝缘开关设备生产线柔
性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等 12个机器人
示范应用项目、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公
司等16家机器人应用示范企业、郑州科
慧科技股份公司等 14家机器人推广示
范企业最终入围。

为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今年
初，我省开展了机器人产业“十百千”示范
应用工程专项行动。根据专项行动方案，
在机械、汽车、建材、石油、化工等10个重复
劳动特征明显、劳动强度大、有一定危险性
的重点行业领域，以规模化示范应用为
突破口，在 100余家典型企业示范应用
1000余台机器人产品，培育一批自主品牌。

截至第三季度，在机械、汽车、建材
等10个重点行业，全省已有120余家企
业示范应用了1100余台机器人。其中
12个机器人示范应用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8.47亿元，应用机器人100余台；16家机
器人应用示范企业已成功应用400余台
机器人，14家机器人推广示范企业已销
售机器人650余台，实现销售收入6.4亿
元，培育出了科慧、勤工、美锐克、中锋等
一批省内知名自主品牌机器人。预计今
年我省机器人行业将实现销售收入20亿
元以上，同比增长300%左右。③5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杨凌 何可）
11月21日，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获批仅过了7个月，郑州高新区发
展已成火热之势：平均每个工作日就
有17个市场主体在这里落户；600多
万平方米的孵化空间里，1200余家小
企业正在飞速成长；14个众创空间投
用，2300多家企业从这里振翅起飞；
已有64家企业在新三板挂牌……

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使命
重大，瞄准“建设成为郑洛新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的核心龙头”这一目
标，郑州正迈出铿锵步伐。建设示范
区，郑州“底气”充足。清华大学

“2015 中国城市创新创业环境评价
研究报告”显示，在统计的 100个城
市中郑州居第9位，其经济实力和城
市竞争力，已经具备加快创新驱动、

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良好基础和
条件；加大科技投入，持续推动创新，
郑州的创新发展能力不断提升，全市
专利申请量、授权量连续多年在全省
领先，全市专利授权量达 14434件；
创造优质发展环境，加快创新载体平
台建设，市级以上研发中心已达
2062家，全市建成20个创新创业综
合体，在孵企业达7000多家；出台多
项优惠政策，吸引领军人才，306个
创新创业团队和领军人才项目得到
支持，77家院士工作站落户郑州。

布局“一区四园”，用好“国”字招
牌，郑州正在持续发力。按照“开放
创新先导区、技术转移集聚区、转型
升级引领区、创新创业生态区、创新
创业人才密集区、科技与金融结合实
验区”六大定位，（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11月21
日，记者从省邮政管理局获悉，今年

“双11”期间（11月11日至16日），我
省快递企业进、出、转口业务量破亿
件，达10126.5万件，同比增长77.7%。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双11”期
间，我省快递企业进、出、转口业务量
达10126.5万件，支撑物品流通额约
200亿元，服务近2亿人次，进口、出
口业务量均居全国前十位。其中，从
我省寄出的快件2843.8万件，同比增

长51.8%；从省外进入的快件3883.3
万件，增长62.5%。快件业务量峰值
出现在15日，当天处理快件达1750.7
万件，是平时业务量的2倍多。

据介绍，“双11”期间是全省快
递企业一年中最繁忙的时段。为迎
接今年“双11”，全省快递企业新增分
拨人员和一线派送人员1.04万余人，
快递从业人员达6万多人；省级公司
新增分拨场地近9.76万平方米，处理
场地达到31.22万平方米；新增运输

车辆0.52万辆，全省达3.06万辆。
为确保快件不积压延误、运行不

堵塞梗阻，省内干线运输频次普遍增
加，由原来的1至2个频次增加到3
至5个频次，投递频次由原来的2个
频次增至4至5个频次。11月11日
至20日，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分公司开通13趟快件进口和10
趟快件出口高铁，涵盖北京、上海、广
州、杭州等全国重要节点城市，有效
缓解了快递企业的运输压力。③6

据新华社利马11月20日电 亚太
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 20日在秘鲁利马举行。国家主席
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面向未来开
拓进取 促进亚太发展繁荣》的重要讲
话，强调要深化亚太伙伴关系，以开放
谋共赢，以融合促繁荣，不断开拓进
取，共创亚太发展的美好未来。

当地时间上午10时15分，会议开
始。本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的主题是“高质量增长和人类发
展”。与会各经济体领导人围绕“当前
全球形势下自由贸易和投资面临的挑
战”、“粮食安全、适应气候变化和获取
水资源”和“融合亚太：实现真实、有效
的区域互联互通”等重点议题深入交
换看法。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今年9月举
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描绘
了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的世界经
济增长蓝图，体现了共迎挑战的伙伴
关系精神，展现了谋求共同发展的决
心。亚太是世界经济的重要阵地。亚
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和全球经济合作的
先行者、引领者、开拓者，对促进亚太
区域和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要采取有力
举措，发挥亚太引擎作用，推动发展创
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定不移引
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引领经济全球化
向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反对一
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我们要坚定不移
提升亚太开放型经济水平，支持多边

贸易体制，早日建成亚太自由贸易
区。我们要坚定不移破解区域互联互
通瓶颈，深入落实北京会议通过的10
年期互联互通蓝图，促进基础设施、规
章制度、人员交流互联互通，构建全方
位、复合型互联互通网络，加强“一带
一路”倡议同有关各方发展战略及合
作倡议对接。我们要坚定不移打造改
革创新格局，推进经济结构改革，为亚
太引领世界经济创造动力。

习近平强调，中国加入亚太经合
组织25年来，坚持把亚太作为开放的
优先方向。随着 2020年茂物目标期
限临近，我们应该加紧规划更加长远
的合作愿景。中国愿同各方一道，以
发展为主题，扩大开放，促进区域经济
一体化、互联互通，共同绘制亚太合作

的宏伟画卷。
当天下午，会议继续进行。习近平

就促进可持续发展发表讲话。习近平
指出，今年是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元年。亚太经合组织应该采取
行动，共同推进可持续发展。我们要
促进包容发展，使人民共享发展成
果。要推动绿色发展，提高发展质量
和效益。要加快互联互通建设，促进
联动发展。中国已经率先发布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
我们将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推进议程落实
工作，继续为全球和亚太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

会议发表了《亚太经合组织第二
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

□本报评论员

“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

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党内监督是党的建设的

重要内容，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抓住了全

面从严治党的关键问题，强化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

保障，明确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规范准则，展示出营造

良好政治生态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掀开了全面从

严治党的崭新篇章。

“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

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

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从反“四风”到铁腕反腐，

从践行群众路线到倡导“三严三实”、推动“两学一

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

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生活展现新气象，赢得

了党心民心。但也要清醒看到，“四大考验”不容懈怠，

“四种危险”警钟长鸣，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

干准则和党内监督条例，既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

的重要课题，也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员、

干部作风。长期实践证明，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

活，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金钥匙”，是广大党员、

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我们要以党章为根本遵

循，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

线，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

战斗性，着力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

我提高能力，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

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着力维护党中央权威、

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

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

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外疾之害，轻于秋毫，人知避之；内疾之害，重于

泰山，而莫之避。”只有加强党内监督，确保权力的正确

行使，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厚植党

的执政基础。强化党内监督，就要从根本上解决主体

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把

强化党内监督作为党的建设重要基础性工程，使监督

的制度优势充分释放出来；就要坚持、完善、落实民主

集中制，确保党内监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

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认识到发挥示范作用的特殊

职责，职位越高越要自觉按照党提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始终对党忠诚老实，模

范遵守党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各方

面监督，认真履行管党治党责任，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尽责不含糊，以令

人信服的表率作用推动党内监督不断取得实效。

“清则心境高雅，清则正气充盈，清则百毒不侵，清则万众归心。”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强化党内监督为抓手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我们一定能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2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共同绘制亚太合作的宏伟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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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示范应用显成效

“双11”期间我省快递业务量破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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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国”字招牌 布局“一区四园”

郑州自主创新示范区
建设龙头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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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秘鲁利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面向未来开拓进取 促进亚太发展繁荣》的重要讲
话。这是会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其他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领导人、代表合影。新华社发

深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开准“药方”治“穷根” 04│综合新闻

11 月 16 日，沁
阳市产业集聚区沁
北园区国家电投焦
作丹河电厂异地扩
建2×100万千瓦机
组项目工地，建设者
在搭建冷却塔竖井
框架。该项目一期总
投资78.3亿元，占地
612亩，是我省“十三
五”重点电源建设项
目。⑨7 刘金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