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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聚焦

热点关注

精彩议案提案

更多内容
请扫一扫

□本报记者 童浩麟

1月14日，尽管寒气袭人，尉氏县产业
集聚区尉氏纺织有限公司的车间内依然一
派红火——纱锭飞转，纱线流水般落锭，操
作工聚精会神……

近两年，纺织行业由于同质化竞争激
烈，一方面国内外市场需求不振，另一方面生
产要素成本上升过快。受融资难、融资贵等
因素影响，很多企业生产举步维艰。然而，省
人大代表、尉氏纺织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李幼
垠所在的这家企业，依然做得风生水起。

“企业间的竞争既拼技术，又拼创新。”
在车间观看员工梳纱技能比武的李幼垠一
语中的。

李幼垠时刻把提升员工创新能力放在
心上。他多次提议，企业要增强农民工培
训，增强全员从业本领。

在李幼垠的工作经历中，创新时常伴
随左右。2001年，23岁的李幼垠接任企业
工会主席，在他的积极运作下，尉氏县拿到
了河南纺织工业基地这块金字招牌。短短

几年时间，企业陆续完成投资9800万元，
新增 10万锭高档精梳纱项目，引进 24台
意大利自动络筒机，引进了提高无结头纱
比例等项目。

李幼垠还为公司制定了一系列激励措
施，例如，以技术带头人个人命名，设立了

“孟安创新工作室”和“庄晶旭创新工作
室”；拨付专门研发经费，每年年底对创新
优秀成果进行奖励。截至目前，公司共获
得国家专利20项。

至今，尉氏纺织有限公司先后研发出
“威狮”牌纯棉、混纺等 6大系列近 200个
纱线新品种，其中麻灰色纺纱和AB纱为
国内首创，“S”捻纱线、AB纱分别获得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公司投入
400 万元开发的赛络纺、毛纱和竹节纱、
紧密纺等纱线，深受用户青睐。色纺纱、
AB纱和精梳紧密赛络纺纱，填补了省棉
纺行业空白。

这一项项技术创新成果充分发挥了现
有设备的潜力，蓄积了企业的发展后劲，让

“工匠”精神不断传承。③7

李幼垠：“工匠”精神植根企业

尉氏纺织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李幼垠和员工一起进行拓展训
练 ⑨7 童浩麟 摄

我当代表这几年

□本报记者 樊霞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和繁重的发
展任务，稳中求进，是对过去一年河南
经济发展客观中肯的评价，也是2017
年我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节奏特点。

“稳”是总基调。2016年我省坚
持把稳增长保态势作为全局工作的重
中之重，全省经济呈现总体平稳稳中
有进的运行态势。1月16日，省人大

代表、省统计局局长王世炎说：“2017
年，我省发展依然是机遇与挑战并
存。一方面，我省处于结构调整的阵
痛期，保持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困
难依然较多；另一方面，我省重大战略
叠加效应不断增强，改革开放红利加
快释放，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加速成长，综合竞争优势不断扩大，经
济仍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稳”是大局。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今年我省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预期
目标是7.5%以上。和过去几年相比，
我省GDP预期目标稍降。“这说明我们
的经济发展速度要适当放缓。坚持稳
中求进，可以避免经济增长出现大起
大落，更好地推进结构调整和全面改

革。同时，在多年的发展中，我省在一
些领域积累了一些问题和矛盾，防控
风险的压力前所未有。”省政协常委喻
新安说，新的一年，河南经济发展必须
在“稳”和“进”之间掌握好平衡。

“稳”非停滞不前，加快经济转型
发展是求“进”主动力。省政协委员、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谷建全说，
“在发展转型攻坚战中，以创新驱动促
进结构转型升级是其有力支撑。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重要最活跃的要
素是人才，我们一定要抓紧培养、吸引
高层次人才，形成人才优势，才能在下
一轮区域经济竞争中站稳脚跟。”

求“进”还要注重提质增效。作为
转型发展的突破口、区域经济的增长
极，产业集聚区经过几年的建设和发
展，综合带动作用日渐显现。省政协

委员、义马市副市长吴鹏斐说：“产业
集聚区要根据省政府的要求，在功能
规划布局、集群竞争优势、服务功能升
级、体制机制等方面加快提质转型创
新发展。”他建议，未来产业集聚区的
发展要从全省一盘棋的角度考虑，建
立招商引资新机制，加大双创支持力
度，统筹解决发展中的瓶颈问题。③5

□本报记者 史晓琪

近年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不断
加强，一些高校专门成立了创新学
院，部分高校在全校范围内开设创新
创业通识教育课程，这对提高高等教
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推动毕
业生就业创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
是，致公党河南省委员会筹委会认
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滞后、与
专业教育结合不紧、与实践脱节等

“好看不好用”的现象也不容忽视。
对此，1月 16日，致公党河南省

委员会筹委会建议，大学生创新创业

教育要从挖掘大学生创业者的梦想
出发，从帮助大学生做好人生规划着
手，构建大学生创业者的知识体系，
而不是盲目学习，以减少试错的时间
成本；高校要和企业合作，安排大学
生定岗实习或者以师徒制的模式进
入企业，在企业实训的过程中学习创
业型的企业名牌产品是如何创建的、
市场是如何开拓的、管理是如何开展
的、企业文化是如何打造的等知识；
要利用“互联网+”搭建创新创业教育
平台，整合全国的优秀师资、优秀课
程等资源，通过平台达成高校间的创
新创业项目合作。③5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侯皓）1月 17日，由河南报业全媒体
策划，河南日报新媒体部出品的“创
新高地正崛起”H5产品与您相约在

“两会”时间。
河南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中首次

提出了打造“三个高地”的内容，其中
奋力建设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高地的
表述一经露面，就引起了关注。

创新驱动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河南调研时提出的殷切希望，而2016
年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建设
正是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
“创新高地正崛起”H5梳理了我

省在打造创新高地时所要突出的关键
环节和路径，制作风格清新大气，该产
品将带您一同领略在创新驱动发展
中疾步前行的河南形象。③7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黎光）“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
在郑州工作的河宝妞，2017年春节
前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穷家富路，出门先看看“荷包”。
河宝妞从手机上一查账户，还不错
哟。于是，看天气、找景区、买门票、
订酒店……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从
河宝妞的手机端开始了。

看云台山、游青天河、逛龙门石
窟……旅途轻松而愉快，河宝妞一路
买买买，多是通过微信、支付宝结
账。还没有回到家，河宝妞就接到了
父母的电话：“妞，你在各地买的土特
产已经快递到家了。”

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首次提出

了建设“四个强省”，其中提到建设现
代服务业强省。未来我省将突出发
展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现代旅游等，
推动传统服务业提升水平，大力发展
健康服务、养老服务等新兴服务业。

旅行归来，河宝妞深深体会到了
服务业发展带来的各种便利。河宝妞
觉得，未来5年，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一
定会给河南人民带来更多实惠。③4

河南经济在“稳”和“进”
之间健步前行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不能“好看不好用”

“创新高地正崛起”H5与您相约

从“河宝妞旅行记”
看建设现代服务业强省

扫描二
维码，可立
即查看“创
新高地正崛
起”H5

想 看
“H5 河 宝
妞旅行记”
吗？赶快
扫码吧。

□本报记者 刘海涛 卢松

着力发挥优势打好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创新驱动发展、基础能力建设、
新型城镇化“四张牌”，是2014年5月
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提
出的殷切期望和嘱托。当前，河南正
处在加快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迈
进的关键阶段，只有真正打好“四张
牌”，才能明确方向、发挥优势、提升
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推动全省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

两会期间，着力打好“四张牌”，开
辟发展新境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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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为中原更出彩指明方向

“打好‘四张牌’立意高远、内涵丰

富，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和指导
性，是培育河南发展新优势的关键所
在，是让中原更出彩的‘制胜法宝’。”
省政协委员、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

任王永苏说，总体来看，我省仍然处于
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
把握破解突出矛盾和关键问题的方法
策略，激发动力、夯实基础、增创优势，
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方向迈进。

省政协委员、省委政研室主任曾
德亚说，理论上清醒，行动上才能更
加自觉。两年多来，省委、省政府团
结带领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
嘱托，不辱使命，坚持不懈打好“四张
牌”，推动全省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
康发展。最近，省委、省政府研究制
定了打好“四张牌”五年行动计划
（2017—2021年），抓好落实，关键是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国家
战略规划实施和国家战略平台建设，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持续提升河
南整体发展水平和竞争力，夯实决胜
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坚实物

质基础。“只要我们持续努力、久久为
功，一定能开辟河南发展新境界，再造
河南发展升级版。”

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

省政协委员、省科技厅厅长张震
宇说，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大力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以开放创新
聚资源、以协同创新增能力、以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添活力，取得了一批在全
国具有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科技在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日益突
出。“我省科技创新已具备发力加速的
基础，这是我们特有的优势和潜力，一
定要利用好。”

“面对新的区域产业竞争格局，
必须打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牌。”省
人大代表、武陟县委书记闫小杏说，武
陟县抓住郑州大都市区建设、郑焦融
合发展等机遇，以大项目引领转型、
以大平台承接转型、以大创新助力转
型，保持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
态势。

为新型城镇化探索新路

新型城镇化是河南经济社会发展
的最大潜力所在。省人大代表、省政

府金融办主任孙新雷说，河南的农业
转移人口主要集中在省会郑州和发展
基础较好的县级城市，要发挥中原城市
群的主平台作用，坚持分类引导、向心
发展、错位发展，实现人口、产业在大中
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合理布局。同时，加
快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把中小城市
建设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提升中小
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和承载吸纳能力。

“长期以来，没有高速公路相通，
是制约我们城镇化发展的最大瓶颈。”
省人大代表、正阳县委书记刘艳丽说，

“十三五”期间，正阳县将加大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力度，拉大城镇框架，谋划好
息邢高速、安罗高速正阳段建设，形成

“十”字高速网，激发县域发展新活力。
推进产城融合，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到
产业集聚区就近就业，引导农民向县城、
重点镇集结，提升全县城镇化水平。③6

开辟发展新境界
——代表委员热议打好“四张牌”

两会影像

▲1月16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
在省人民会堂开幕。⑨6 本报记者 郭宇 摄

◀1月16日，出席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
会议的人大代表们认真阅读政府工作报告。⑨6 本报记者
郭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