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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1月5日，省
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省人大常委
会、省政府、省政协、省法院、省检察院
党组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谢伏瞻主持会议。

陈润儿、邓凯、翁杰明、任正晓、夏
杰、李亚、陶明伦、许甘露、马懿、穆为民
出席会议，叶冬松、刘春良、刘满仓、李
文慧、徐济超、赵建才、王铁、张广智、王
艳玲、史济春、张立勇、蔡宁列席会议。

会议对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
政协、省法院、省检察院党组2016年的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意其下一步工作
打算和安排。会议指出，省委常委会听
取省人大常委会等 5个党组的工作汇
报，是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确保党中央决
策部署在我省贯彻落实的重要举措，是

贯彻《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
例》和《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
行）》，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发挥省
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作用的具体
体现，是做好中央巡视“回头看”反馈意
见整改落实工作的实际行动。

会议指出，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
省政协、省法院、省检察院党组，要严格
落实党组工作条例，紧紧围绕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确定的各项目
标任务，进一步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
保落实的重要作用，把本单位本系统的
力量充分动员起来、凝聚起来，推动各
项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强化“四个意
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权威。把坚决拥护习近平总书记
的核心地位作为第一位的政治纪律，思
想上深刻认同核心、政治上坚决维护核

心、组织上自觉服从核心、行动上坚定紧
跟核心，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强化理论
武装和思想政治工作，确保党中央各项
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位。要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在决胜全面小康、让中
原更加出彩中勇于担当、履职尽责。在
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上共同发力，在
抓大事、强支撑、创优势上共同发力，在
抓改革、扩开放、促创新上共同发力，在
补短板、惠民生、保稳定上共同发力，形
成和衷共济、齐心协力推动各项事业发
展的生动局面。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牢固
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不抓党建是
失职、抓不好党建是渎职的理念，加强和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突出
问题导向，坚持领导带头，强化考核问
责，推动管党治党走向严实硬。

会议强调，各党组要切实加强自身
建设，认真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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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严
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严肃党的组织生
活，强化党内监督，严格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若干意见，严
格遵守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
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省委将进
一步加强领导，支持各党组开展工作，
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在决胜全
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的新征程中迈
出坚实步伐，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全国党
内法规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研究我省
贯彻意见。③5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圆满完成
各项议程后，省政协十一届十九次常
委会议1月4日下午在郑州闭幕。会
议决定2017年1月14日召开省政协
十一届五次会议。省政协主席叶冬松
出席闭幕会并讲话，副主席史济春、靳
绥东、李英杰、龚立群、梁静、张亚忠、
高体健、靳克文、钱国玉和秘书长郭俊
民出席会议。龚立群主持会议。

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第十一
届河南省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
通过了政协第十一届河南省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原则通过
了提交政协第十一届河南省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的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并推举了报告人，
原则通过了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省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以来
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通过了政协第
十一届河南省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秘书
长名单、副秘书长名单，通过了有关人
事事项，通过了《政协河南省委员会专
门委员会通则（修订案）》。

会议认为，2016年，省政协常委
会认真贯彻中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

始终坚定正确方向，着力提升协商实
效，积极开展民主监督，注重发挥委员
作用，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主动服务全
省大局，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政协事业发展呈现良好局面。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新形势下加
强党的建设的重大部署和对今年经
济工作的全面安排，坚定正确政治立
场，确保正确履职方向。要认真贯彻
落实省第十次党代会、省委十届二次
全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
步明确履职重点，增进各界共识，努
力把各方力量、各界智慧汇集到落实
省委决策部署、实现我省发展目标上
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
和谐稳定凝聚正能量。要认真谋划
今年工作，科学制定各项履职计划，
注重科学选题，注重提升质量，注重
形成合力，努力提升全省政协工作整
体水平。要认真筹备、精心组织省政
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积极议政建言，
加强协作配合，树立良好形象，确保
会议圆满成功。③6

□本报记者 樊霞

新常态下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可
持续发展，就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
取得新进展。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7年
的经济工作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
领，着力打好“四张牌”，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提升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
力。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的关键步骤。省社科院工业经
济研究所副所长赵西三说：“与沿海地
区比，我们的矛盾在结构，差距在结构，
但潜力也在结构。”

优化产业结构是提升经
济发展质量效益的基础

郑州三木绿源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伟喜欢研究政策，他希望从中
找到指引公司发展的方向。从养羊、用
秸秆做饲料、流转土地种草、联手农民
专业合作社，到和中科院合作利用互联
网信息技术全程监控饲养过程，他的公
司正在走一条种养产业循环的路子。

当得知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
出大力发展高效种养业时，他很激动，

“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这说明我们的
路子走对了。”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突出以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打好“四

张牌”。其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基
础。目前我省 GDP 总量位居全国第
五，人均 GDP已突破 6000美元，正站
在建设经济强省的新起点上。但产业
结构不合理仍是我省面临的突出问题，
这是导致我省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不高、
综合竞争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也是经济
下行压力大的重要因素。

放眼观察，全国乃至全球经济走势
出现明显分化的根本原因就是产业结
构问题，结构越优的地方，发展动能就越
强，而结构越“重”的地方，发展难度就越
大，因此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2014 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调研
指导河南工作时提出，希望河南围绕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高经济整体

素质及竞争力，着力打好以发展优势产
业为主导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构
建自主创新体系为主导推进创新驱动
发展，以强化基础能力建设为主导推进
培育发展新优势，以人为核心推进新型
城镇化“四张牌”。

在打好“四张牌”中，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被视为基础，原因何在？对此，赵
西三解释说，产业优化升级是区域经济
发展的关键，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国家主要原因是在产业优化升级上停
滞不前。创新驱动主要体现在产业上，
产业是创新的重要载体，欧美发达国家
再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由于
缺乏制造环节而削弱创新能力。城镇
化的关键在于产业支撑，高端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体
现。物流、人才等基础能力也是围绕产
业发展的，近几年我省郑（州）卢（森堡）
双枢纽战略，中欧班列（郑州）的快速发
展，主要得益于高端产业、高增加值产
品的支撑。

先进制造业是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的重点

对于我省来说，如何有效地进行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先进制造
业是重点。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
器、强国之基，谁的制造业强大就意味
着谁能占领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陈辉）记者1月5
日从省工信委了解到，国家工业强基
工程启动以来，我省有8个项目获得
国家专项支持。2017年，河南将大
力开展工业强基示范应用，打造协同
创新、产用结合的新模式。

工业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
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
（简称工业“四基”）是提升工业核心
竞争力的重要基础。河南作为工业
大省，在智能终端配套器件、特高压
电力电子器件、动力电池、精密铸锻、
光学器件、轴承、液压件、密封件、仪
器仪表等关键原材料和基础零部件
方面，具有一批基础条件好、带动作

用强的工业“四基”项目。2016年，海
马汽车公司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机电
耦合驱动系统实施方案、中航光电科
技股份公司56Gpbs高速连接器实
施方案、洛阳中硅高科技公司电子级
高纯多晶硅实施方案3个项目获得国
家工业强基工程专项支持。

此前，我省还有多氟多的高纯晶
体六氟磷酸锂项目、郑州机械研究所
齿轮强度与可靠性试验检测技术基础
公共服务平台、洛阳LYC轴承公司轴
箱轴承实施方案、中铁工程装备集团
盾构/TBM主轴承减速机工业试验平
台等项目入选。这8个国家工业强基
工程项目共获得支持资金2亿元。③5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听取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法院、省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

政策深读·聚焦省委经济工作会议③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主攻方向

我省8个项目获国家
工业强基工程专项支持

省政协十一届十九次
常委会议闭幕
决定1月14日召开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
叶冬松出席并讲话

“第六届中国·鄢陵蜡梅
梅花文化节”今日开幕

1月5日，郑州航空港区新郑机场至郑州南站城际铁路施工现场，技术人员
在调试安装地下工程作业设备。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记者 李东红
本报通讯员 仝华 韩幸福

省委书记谢伏瞻在中国共产党河
南省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强
调：“突出发展现代金融”“做大做强

‘金融豫军’”，从而吹响了做大做强
“金融豫军”的进军号。

作为我省支农的主力军，全省农
村信用社系统毫无疑问是“金融豫军”
的一支重要力量，近年来，按照省委、
省政府的部署，全省农村信用社不断
加快创新和改革步伐，自身实力不断
壮大。截至2016年11月底，全省农村
信用社存款余额达 10690亿元，比年
初增加 1614亿元，增速 17.78%，存款

余额占全省金融机构的19.7%；贷款余
额5961亿元，比年初增加515亿元，增
速9.44%，贷款余额占全省金融机构的
16.47%。毋庸置疑，全省农村信用社
系统的体量之大，在支持我省经济发
展、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方
面理所当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洛阳，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
地，文化灿烂。在这片厚重的土地上，
洛阳农信社继往开来,在社会各方面
的支持下，不断深化改革，创造新的辉
煌，截至 2016年 11月末，洛阳农商银
行系统（含辖内各县、市、区农商银行）
存贷款余额达903亿元和588亿元，分
别占洛阳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的 18.5%
和 19.8%，连续6年雄踞全市金融机构

首位，有力地支持了洛阳当地的经济
发展。

2015年12月31日，对洛阳农信系
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
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洛阳农商银行”）被中国银监会批
准筹建；也就在这一天的前不久，洛阳
辖内的洛宁、栾川、偃师、孟津、新安、嵩
县6家县（市）农信联社获准筹建农商银
行，加上2009年伊川农信社改制为河
南省内第一家挂牌的农商银行以及汝
阳、宜阳农商银行，至此，洛阳辖内13
个县级农信联社全部成功改制农商银
行或获准筹建农商银行。

从此，洛阳农信社，作为全省农信
社的先锋方阵，在全省率先踏上建设

农商银行的新征程。
2016年 7月 29日，将注定载入河

南金融史册。这一天，由“一办一行三
社”（原洛阳市农信办、洛阳吉利农商银
行、洛阳市市区农信联社、洛阳市西工
区农信联社、洛阳市经贸开发区农信联
社）整合改制组建的洛阳农商银行正式
挂牌开业，历经大半个世纪风雨沧桑的
洛阳“农信社”这个牌匾，伴随着不断创
造的辉煌退出历史舞台，洛阳农商银行
从此开启了新的画卷：率先在全省实现
辖内所有农信联社全部成功改制为农
商银行，并成为全省唯一一个“1个省辖
市农商银行+9个县级农商银行”的农
商银行方阵，这被有关专家称为农信社
改革的“洛阳模式”。

一时间，洛阳农商银行的改革引
起了国内业界的广泛关注……

2016 年 12 月 13 日，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多次指导洛阳农商银行改制
工作的河南银监局副局长周家龙说：

“打造‘金融豫军’需要有‘领头羊’，洛
阳农商银行的改制成功，对全省其他
省辖市农信社的改革具有表率作用！”

有关专家指出：“洛阳农商银行的
改制成功，是打造‘金融豫军’的重要
实践和突破！”

就像美丽的洛阳牡丹一样，鲜花
的绽放在一瞬间，但背后却是默默的
孕育。回首深化改革一路走来的漫漫
征途，洛阳农商银行的员工经历了艰
辛跋涉，洒下了拼搏汗水。如今，他们

华丽转身，像牡丹花一样精彩绽放，再
次踏上了新的征程……

转身之路：几度艰辛，几度跋涉

2003年，全国农信社改革大幕开
启，把河南作为全国农信社改革第二批
试点省，2005年，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
合社（以下简称“省联社”）成立，标志着
中原大地农信社新一轮改革踏上征程。

然而，作为新中国历史最悠久的
金融机构，农信社的发展一路颠簸、蹒
跚，积累了太多问题，比如，不良资产
作为“顽疾”一直居高不下，制约着农
信社支农作用的发挥，也影响着农信
社自身的改革和发展。（下转第六版）

做强“金融豫军”的实践与突破
——来自洛阳农商银行的报道

崛起·《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解读特刊

完善城市群城镇发展体系
强化区域创新体系支撑

07│特刊

08│特刊

豫见蓝天特刊

2016治霾成绩单

09│特刊

10│特刊

2016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回眸

永葆政治本色，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写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召开之际

03│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