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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回响

去产能
让企业享受改革红利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董事长梁铁山：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
是“三去一降一补”，而煤炭企业处在
去产能的第一线，“春江水暖鸭先
知”，我们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感受很深，体会很多。特别是去年，
省委、省政府在推进煤炭企业去产能
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在关闭矿井、
退出煤炭产能、安置职工等方面多措

并举，全省经济结构得以优化，发展
质量效益有所提高。

当前，国家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

“用改革的办法深入推进‘三去一降
一补’”列为九大重点任务之首，从五
个方面阐述了降低企业税费的具体
措施。我们要乘势而为，持续在去产
能、去杠杆、降成本等方面下功夫，进
一步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篇大
文章。

紧跟市场
调整种养业结构

全国人大代表、濮阳县庆祖镇西
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四川代表
团审议时强调，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今年的“中央一号文
件”“省委一号文件”也都把深入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重要位
置。作为一辈子务农的农民代表，我
很受启发，也很受鼓舞。

河南是农业大省，在保障粮食
安全、确保粮食产能的前提下，农民
应根据市场积极调整种养业结构。
说白了，就是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
下，市场需要啥，农民就种啥。那谁
来告诉农民种啥？这就需要村班子、
村支书发挥作用，不仅要吃透中央和
省里的政策精神，还要研究和掌握市
场信息。

所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对于广大农村来说，关键还得
看支部、看村支书。村支书要领会政
策，研究实际，切实起到村带头人的作
用。

创新驱动
提升供给质量效益

全国人大代表、辅仁药业集团董
事长朱文臣：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
去除低端无效供给，提升供给的质量
和效益，要通过不断创新深入推进。
作为企业，更要主动融入，积极作为。

当下很多企业供给还处于低端。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低端供给
向中高端供给提升，需要整个产业链
条整体调整，核心是创新驱动发展。

对于企业来说，把产品进行技术二
次升级，从而过渡到中端，迈向高端，这
个过程需要不断研发，需要转型升
级。以辅仁药业为例，每年投入大量资
金用于创新研发，加强创新平台建设，
成立创新科技园，积极打造一流创新团
队，企业发展的道路也越走越宽。③4

□本报记者 樊霞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明确提出，要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今年的重点工作
之一是用改革的办法深入推进“三
去一降一补”。我省要抓好“去降
补”，推进转型升级，深化重点领域
改革，不断释放发展活力。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扎实有
效去产能、因城施策去库存、积极稳
妥去杠杆，这对我们来说，都是硬任
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省国资委
主任李涛说，去年全省经过努力超额
完成去产能任务，今年任务更加艰
巨。围绕去产能，要妥善安置职工、
处置资产债务、强力推进重组煤矿退
出；围绕去杠杆，要优化企业负债结

构、降低融资成本、加大不良资产处
置力度。

“报告强调要多措并举降成本，
降税清费是重要环节。”省国税局局
长孙荣洲说，2016年省国税局全年
办理减免税 736.53亿元，办理出口
退免税 120.03亿元。今年是国税、
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的深化之年，全省
国税系统要持续转变税收征管方式，
通过完善税收执法程序、创新税收执
法方式、巩固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成
果、强化纳税信用管理运用等四项措
施公正执法，营造公平税收环境。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
是主力军。河南铝工业转型升级示
范企业豫联集团去年公司经济效益
比上年同期增长 310%。“这主要得
益于我们实现了三大突破，现有煤
电铝存量资产得以做强做优，转型
升级高精铝项目全面投产创效，财
务结构明显改善。”豫联集团董事长
贺怀钦说。③5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行稳致远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

参加审议时，多次强调要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坚持

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

给，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

今年是实施“十三五”规

划的重要一年，如何着力抓好

“去降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和效率？驻豫全国人大代表

们从不同角度纷纷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 刘勰

深化改革释放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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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影像

3月13日，出席十二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的河南代表团举行小组
会议，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杜小伟 摄

审议“两高”
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卢松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
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应用，以新
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生
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

“大数据产业将来可能是引导
产业发展的‘指南针’，谁拥有大数
据，谁就可能占领制高点。”3月 12
日，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副主席龚
立群说，去年10月国家发改委等部
门发函批复，同意河南建设国家大数
据综合试验区，这为河南实现“弯道
超车”提供了难得机遇。

在龚立群看来，国家大数据综
合试验区落户河南，一方面，是省委、
省政府抢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机
遇，主动作为的结果。另一方面，是
因为河南在发展大数据方面有着众
多的优势。比如，河南是人口大省，
经济总量居全国第五位，拥有极具开
发价值的海量数据资源和市场优势；

河南承东启西、连南贯北、交通便利，
有区位优势；郑州国家级互联网骨干
直联点是全国十大骨干网互联枢纽
之一等，都为河南发展大数据产业提
供了坚实支撑。

龚立群提醒说，大数据产业的
建设和发展，必然需要一大批优秀的
高层次专门人才，特别是技术人才来
支撑。“对河南来说，大数据人才缺口
大，将是阻碍大数据发展的短板。相
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通过国内外引进
和加快本土培养两条途径，让更多高
端大数据专业人才向河南集聚。”

“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大数据是
一把‘双刃剑’，要平衡运用大数据
和保护个人隐私之间的度。”龚立群
建议，我省在推进国家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建设过程中，要依法依规采
集、处理和使用大数据，给大数据的
使用装上“安全阀”，为全省产业转
型升级和群众生活便利提供更好的
服务。③5

两会好声音

“大数据”既要建好更要用好

□本报记者 孙静

货车严重超限超载有多危险？
2016年，安徽蚌埠一辆严重超限超
载货车追撞小客车，造成客车内 9
人全部当场死亡。超限超载被称为
道路交通“第一杀手”。近日，全国
人大代表、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张琼
建议，修改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
将货运车辆严重超限超载运输行为
作为危险驾驶罪的一种情形。

张琼介绍，2016年全国人大道
路交通安全法执法检查报告显示，
2006 年至 2015 年，在货车肇事的
重特大交通事故中，因超限超载引
发的约占60%。

“货车严重超限超载极大危害

公共交通安全、公路桥梁和公路运
输市场秩序。”张琼说，超限超载会
极大降低车辆的安全性能，车辆超
限超载率达 30%时，公路养护费用
要增加200%。此外，货运司机为争
抢货源竞相压价，通过恶意超限超
载来保证运输利润，也扰乱了公路
运输市场秩序。

据了解，目前治理超限超载主要
靠行政处罚，但因公路里程长等原因，
很难全面管控。震慑力不足,违法成
本低，有的车辆一年内竟违法上百次。

“严重超限超载行为入刑后，将
形成有力威慑，提高违法运输成本，
使超限超载运输行为明显减少，从
而有力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张琼建议。③3

严重超限超载应入刑
□本报记者 方舟 孙静

3月13日下午，设在北京河南大
厦的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报道
中心里，一场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
广西日报传媒集团共同策划，由大河
网、广西日报客户端执行的“农业供
给侧改革”两会访谈通过两家传媒集
团的众多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这是一场充满创新和务实精神
的特殊对话。

创新，在于6位嘉宾的组合。3位
河南团的农民代表：濮阳西辛庄村党支
部书记李连成、辉县裴寨村党支部书记
裴春亮、沈丘李寨行政村党支部书记李
士强；2位广西团的农民代表：苍梧县山
坪村党支部书记祝雪兰、田阳县新立村
党总支书记罗朝阳。和他们对话的，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
第三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伍振军。
两省区多地、村支部书记和国务院智
囊，这种对话组合此前鲜有。

务实，在于对话主题紧贴农村实
际，对话过程中共享经验、各有所获，

访谈结束后迅速结对子、谈合作，共
奔致富路。

你怎么理解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李连成的答案是“要不断地改
改改，啥效益高就种啥”；李士强认为

“农产品要精细化、要围绕城市需求
走”；裴春亮表示“村里的领头羊思路
要解放，走一步看三步，跟着市场
走”。广西的罗朝阳总结为“农产品
的结构要调整、品质要上去、品牌要

跟上”；祝雪兰的回答是“要因地制
宜，发展本地特色产品、特色产业”。

伍振军听得频频点赞，“各位虽
然都在基层，但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理解却丝毫不亚于我这个研
究员，你们是最生动的实践者。”

在伍振军看来，两省区多地的做
法，其实都融会贯通在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三个层次中，即：农业内部的
结构性调整、一二三产业的结构调整以
及中国农产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如裴春亮、罗朝阳都提到的改种
植基础作物为经济作物，就属于农业
内部的结构性调整；而李连成在西辛
庄村从种植蔬菜，到做电光源再到如
今提供医疗卫生服务，从种植业到服
务业，就是一二三产业转换的最佳案
例；李士强所在的亿星实业集团未来
的发展方向，应该就是让本地的农产
品走出中国，参与全球竞争。

伍振军坦言，这是他参加过最有
趣的访谈，能一次与五位村支部书记
对话，了解两省区各地情况，实在难
得。③4

豫桂两省区农民代表与国务院智囊对话

农业供给侧改革，他们这样说

3月13日，“农业供给侧改革”两会访谈在位于北京的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全媒体报道中心举行。⑨6 本报记者 郭宇 摄

看更多两会报道
下载河南日报客户端

□本报记者 柯杨

近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
期节目中，国务院研究室一位相关
负责人说，自己去年参加了河南代
表团审议，对吴元全围绕“工匠精
神”所作的发言印象很深。

3月12日，十一届、十二届全国
人大代表，69岁的工艺美术大师吴
元全向记者回忆了自己一年前发言
的场景，畅谈自己对工匠精神的理
解和践行。

“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精益求
精、追求卓越，各行各业都应该树立
这样的价值观。”他说，“工匠精神，
当好一个‘老工匠’需要，当好人大
代表也需要。”

在吴元全看来，当好人大代表，
尽好责履好职同样需要有工匠精
神。一份上千字的议案、建议，很可
能需要数月的奔波，需要代表实地
调研、搜集民意、学习充电等。

他拿出来一个笔记本，上面记

录了去年下半年以来他的履职情
况：6月，赴福建省三级检察机关调
研检察机关举报工作；7月，赴黑龙
江漠河调研生态医疗养老产业发展
状况；8月，赴南阳调研全省检察机
关专题警示教育；10月，赴方城参加
检察工作会议座谈；12月，在北京参
加全国人大组织的人大代表专题培
训调研……100 多天的时间，都被
他用到了调研和学习上。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这10年里，
吴元全共参与和提交建议120件、议
案68件，涉及粮食、环保、区域经济、
交通、食品安全、民生等多个方面，为
调研，他走遍了全省18个省辖市和
全国大多数省份。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
到了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手艺人
的安身之本，也是人大代表应有的
理念和追求。”吴元全说，“只要能跑
得动路，拿得起笔，我将尽全力当好
人大代表，当好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和传播者。”③5

“老工匠”的十年履职路

我当代表这几年

□本报记者 柯杨

“卖粮难不仅打击了农民种粮的
积极性，也直接影响了国家粮食安
全。”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上蔡县朱
里镇拐子杨村党支部书记张全收说。

据他介绍，去年夏秋两季，我省
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卖粮难问题，
大量的玉米、小麦积压在手里卖不
出去，粮食价格走低导致农民收入
下降。卖粮难现象的出现，根源在

于种植结构与市场需求不对称。
对此，张全收建议，加快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科技投
入，提高粮食品质，加大优质绿色农
产品供给；加快农村土地有序流转，
以适度的规模经营实现粮食生产的
高效优质。同时，严格执行市场定
价、国家控价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
确保粮食价格在市场杠杆作用下相
对平衡，以解决卖粮难问题，维护农
民利益。③6

改革供给侧 解决卖粮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