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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管理 提升品质 致力打造中国清香白酒典范
□葛少华

宝丰酒业有限公司始建于 1948
年，是河南省建厂最早的白酒生产厂
家。经过70年的发展，现已成为中国
17大名酒厂之一，豫酒“六朵金花”之
一，也是苏鲁豫皖四省唯一一家清香
型名酒生产企业。

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质量第
一，信誉至上”的经营宗旨，不断强化
质量管理，加强品牌建设，为企业的
发展打下了扎实的根基，使企业在市
场竞争中保持了较强的优势。宝丰
酒1915年荣获首届巴拿马万国博览
会最高奖——甲等大奖章，1956年被
评为“河南名酒”，1989年荣获“中国
名酒”称号。近年来，又先后荣获“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样品酒”“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国家纯粮固态发
酵白酒”“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等数十项
国字号荣誉，已成为中国清香型白酒

的典范！
如今，省政府为推动豫酒转型发

展，专门组织召开了全省白酒业品质
提升现场会，为豫酒转型发展指明了
方向。在此，我们宝丰人愿意积极响
应政府号召，郑重承诺：

一、进一步加强领导，深入持久
地开展“质量兴企”活动。认真贯
彻落实国务院《质量振兴纲要》和
国家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按
照“建设一流队伍、推行一流管理、

提供一流服务、实现一流质量”这
一总体目标，成立领导小组，制定
发展规划，把“质量兴企”活动不断
引向深入。

二、进一步开展创名牌、保名牌
活动。宝丰酒是国家名酒、河南省名
牌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一直享有较
高的声誉。为了把宝丰品牌发扬光
大，做大做强宝丰酒业，公司决定：

第一是要加大科技投入。紧密
结合白酒市场实际，认真开展调查研
究，不断调整产品结构，依托科技进
步，积极研发新品。同时，改进、创
新、融合酿酒工艺，从酒体设计入手，
在突出宝丰酒的风格特点和口感上
下功夫，使产品在清香纯正的基础
上，增加绵柔感、醇甜感，生产出消费
者放心并认可的产品。

第二是要创新营销方法。实施
扎根平顶山、定位河南、布局全国的
区域拓展战略，进一步完善销售网
络，创新营销模式，在抓好传统销售

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电商+互联网模
式，缩短营销链条，促进市场营销，逐
步提高市场占有率。

第三是要加强文化建设。传承
与发展宝丰酒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
文化，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产品美誉
度，扩大品牌影响力，引领市场消费，
把宝丰酒这个历史品牌进一步发扬
光大。

三、进一步建立、完善标准化体
系。按照“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精
细化”的目标，制定企业的管理标准、
技术标准，并认真贯彻实施，不断提高
企业的管理水平。认真抓好质量检测
和监督管理工作。强化检验机构，配
备先进的检验设备和分析仪器，设立
专职检验人员，严把质量关，坚决杜绝
不合格产品流入下道工序，努力保证
产品质量合格率达到100%。

四、进一步强化过程管理，严格
现场控制。认真总结宝丰酒业公司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连续 19年有

效运行和宝丰酒产品连续12次通过
国优认证的成功经验，保证从原料采
购，到制曲、酿造、储存、勾调、灌装、
销售等生产过程的各个工序、各个环
节都始终处于受控状态，实现可追
溯、可控制，从而确保产品质量的稳
定提升。

五、进一步强化产、学、研的结
合，大力开展科技攻关活动。加强与
国内知名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技术
交流与合作，继续开展“清香型宝丰
酒风味特征的研究”，确立宝丰酒在
清香型白酒中的风格特点，努力提高
宝丰酒的品质和效率。

六、进一步重视人才，积极实施
“人才兴企”战略。从重视人才抓起，
采取引进、培训、招聘等多种方式不

断壮大专业技术队伍，为企业发展备
足后劲，为品质提升提供坚强保障。

总之，我们将以此次全省白酒业
品质提升现场会为契机，秉持工匠精
神，不断精益求精，自强不息，苦练内
功，砥砺前行，潜心学习同行业、兄弟
企业创新发展、科学管理的经验，进
一步坚定信心，积极实施品质营销，
提升产品美誉度，扩大品牌影响力，
提高市场占有率，做大做强宝丰酒
业，致力打造中国清香型白酒典范，
为推动豫酒发展、实现豫酒振兴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国白酒工艺大师、宝
丰酒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以上
是其在全省白酒业品质提升现场会
上的发言内容）

宝丰酒
业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
理葛少华

本报讯（记者 王平）记者10月26
日获悉，为进一步加强全省儿科服务
体系建设，积极改善“全面二孩”时代
产科、儿科等医疗资源紧缺的现状，省
卫计委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儿
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为今后省、市、县三级医院
儿科建设“支招”。

满足儿童患者就医需求

据了解，目前我省与儿童医疗服
务相关的三级专科医院有河南省妇幼
保健院、郑州市妇幼保健院、郑州儿童
医院、开封市儿童医院、洛阳市妇女儿
童医疗保健中心等，远不能满足儿童
患者的就医需求。

为进一步扩充儿科医疗资源配

置，《通知》要求，“十三五”期间要重点
支持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和妇幼
保健机构建设，构建省、市、县三级儿
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其中，每个省
辖市应规划1所儿童医院或妇女儿童
医院，原则上每个县医院均应设置不
少于两个病区的普通儿科病区，可根
据需要设置新生儿病区，儿科床位数
占医院总床位数的8%至10%。

三级综合医院儿科应设置呼吸、
神经、血液、心血管、肾脏病等常见普儿
亚专业病区，外科应设置儿外病区，儿
科床位数不低于医院总床位的10%。

由于儿童发病快、病情变化迅速，
急危重症抢救更需争分夺秒。2016
年 12月，河南省儿童急救中心依托郑
州儿童医院正式成立，全省2300万儿
童有了“专属120”。为进一步提升儿

童重症服务能力，《通知》要求，依托儿
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和妇幼保健机
构，设立省级、市级和县域儿童急危重
症救治中心，加强PICU/NICU标准化
建设，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重症
监护无缝有效衔接。

鼓励组建儿科联盟

医联体作为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的
重要抓手，如今在国内已形成了四种较
为成熟的模式：城市组建医疗集团，县
域组建医疗共同体，跨区域组建专科联
盟，在边远贫困地区发展远程医疗协作
网。我省在2014年9月成立了河南儿
科医联体，目前已有141家省内成员单
位以及6家省外医院加盟。

《通知》鼓励儿童专科医院牵头组成

儿科联盟，并积极推动“互联网+儿童医
疗”，健全完善儿童健康教育、医疗信息
查询、在线咨询和远程医疗服务体系，促
进区域间儿科医疗服务资源共享发展。

“儿科联盟就是以一所医疗机构的儿科
为主，联合其他医疗机构的儿科技术力
量，形成跨区域协作、补位发展模式，在
医疗、科研、技术推广、人才培养等方面
开展合作，提升儿科救治能力。”相关负
责人解释说。

作为我省“十三五”期间倾力打造
的国家级儿童区域医疗中心，目前正
以河南省儿童医院（郑州儿童医院）为
建设主体单位加快推进。在此基础
上，《通知》要求，依托儿科服务能力较
强的相关医院，建立豫东、豫西、豫南、
豫北等区域性儿科中心，开展儿科疑
难疾病的诊治及研究。②8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0 月 26
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今年前三季
度，全省设立外资企业149家，实际吸
收外资124.8亿美元（含投资性公司再
投资、外资企业再投资、境外借款、境
外上市融资、设备出资等），同比增长
8.1%。全省新设投资额 1000万美元
以上项目 74个，投资总额 155.4 亿美
元，占新设项目总投资额的99.1%。

按商务部统计口径，在全国吸收
外资下降的情况下，今年1至8月我省
实际吸收外资增幅278.1%，位居全国
第一，总量在全国排第14位。

从外资投资产业看，主要为新能
源、现代农业、旅游发展、新材料、养老
服务业等。其中的大项目包括，香港
诺贝利奥在焦作投资 30亿美元的能
源环保项目，香港中华国际在洛阳投
资 16.8亿美元农业产业园项目，香港
真源旅游发展集团在三门峡投资9亿
美元的旅游开发项目，香港华威在新
乡投资 8.6亿美元的航空航天复合材

料项目，华润集团、中广核新能源投
资、光大环保投资在我省多个市县布
局的15个新能源项目。

从投资方看，新增美国苹果、江
森自控、摩根大通、荷兰宜家等世界
500 强及跨国公司的项目。法国电
力、百事可乐、JP摩根、泰国正大、百
威英博等世界500强及跨国公司纷纷
在豫增资。

从利用外资来源看，港资占全省
实际吸收外资的58.9%。实际吸收外
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占
比62.1%。服务业吸收外资占比继续
上升，达35.7%，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
售、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等
行业。

另外，前三季度我省引进省外资
金同比增长7.9%。前三季度，全省新
设省外资金项目3799个，实际到位省
外资金6877.1亿元。其中大项目主要
集中在石油化工、生态旅游、电子商
务、现代物流等领域。③7

本报讯（记者 李英华 刘红涛 陈
慧）10月 26日，记者从济源市举办的
全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培训班上
获悉，济源市从2015年成为我国首批

“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
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简称农村集
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以来，全市
525个行政村中475个村已完成清产
核资，491 个村完成成员身份确认，
196个有经营性资产的村中182个村
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占比均超过九
成，这标志着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今
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先行，
明年将在全省范围内推开，农业农村
农民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随着农村改革向纵深推进，农村
集体资产归属不清、权能不完整、保护

不严、流转不畅等问题日益凸显，农村
产权制度改革势在必行。2015年，全
国从不同区域挑选出29个县（市、区）
进行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
点，济源市是我省唯一入选的试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
战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载体，根本目的就是
盘活农村现有资产，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省农经站
站长张道明说。

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是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部分。按
照中办、国办印发的《深化农村改革综
合性实施方案》中提出“认真组织好农
村改革试点工作，及时总结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的要求，中央深改组决定
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激活农村各
类生产要素潜能，建立符合市场经济
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营新机制。

济源改革经验将在全省推广

经过 3年实践探索，济源市形成
了“三个阶段、四项探索、五大成效、六
项机制”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经验。

明晰产权关系，调动了成员参与
集体资产管理的积极性。通过清产核
资后，彻底弄清了家底，解决了原有的
资产不清、归属不明等问题，确立了群
众的主人翁地位，充分调动群众参与
管理的积极性。承留镇花石村村支书
周全喜说，集体资产量化到户后成立
股份经济合作社，村里建起滑雪场发
展旅游，集体经济的利益和股民个人
的利益捆在一起。

集体经济逐渐发展壮大，农民财
产性收入不断增加。目前，济源市探
索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型、资源开
发型、农房合作型、村企联合共建型等

多种股份合作模式。王屋镇迎门村依
托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乡村旅游合作
社，用林权入股王屋山景区，发展旅游
经济，增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邵原
镇双房村娲皇谷居民组将古旧农家院
组建成农房合作社，入股到娲皇谷旅
游公司，带动了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
收入增加。

济源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孔庆
贺介绍，“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
畅、保护严格”的现代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在济源已经基本构建起来，农村集
体资产从“死资产”变成“活资本”，集
体经济发展装上了“助推器”。

按照计划，我省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三年完成清产核资，五年完成
股份合作制改造。今年，我省新增新
县、邓州市、濮阳市华龙区等6个国家
级试点和栾川县、沈丘县等18个省级
试点。②9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集体经济发展装上“助推器”

“济源经验”将在全省推广

我省“支招”应对产科、儿科等医疗资源紧缺

未来三年，每个省辖市都要建儿童医院

全省实际吸收外资124.8亿美元
同比增长8.1%

□康红军 摄影报道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土地
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10月
25日，正在晾晒香菇的汝阳县靳村
乡贫困户方荣贤高兴地说：“这对
咱是个好消息，咱一定能靠着党的
好政策奔小康！”金秋十月，该县山
区处处是菇农忙碌的身影。⑨6

◀菇农方荣贤捧着香菇乐开了花
▼方荣贤将香菇挑回家

党的政策好
农民笑开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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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许昌市2017年“庆盛世 孝亲师 千老欢聚度重阳”公益活动在
鄢陵花都温泉小镇举行，1000名 65岁以上的老人在此欢聚一堂，喜迎重阳
节。⑨6 牛书培 丁耀琴 摄

本报讯（记者 杨凌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陈冠男）10月26日，直径达
15.03米的泥水平衡盾构机在位于郑
州经开区的中铁装备盾构总装车间正
式下线，设备将应用于汕头海湾隧道
项目。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自主设计制
造的最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它的
成功下线打破了国外品牌多年来对超
大直径盾构机垄断的局面。

“这台设备为我国节省盾构采购
费用近 1亿元，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盾
构机的设计制造迈向高端化，正在抢
占世界掘进机技术制高点。”中铁装备
董事长谭顺辉说。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具有
对周边环境影响小、工厂化作业程度
高、地面沉降控制精度高、安全快速
的特点，在我国一系列的跨江越海隧
道施工中有着独特优势，是“中国制
造 2025”规划中重点发展的高端装

备。此前，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
的核心技术一直被少数发达国家垄
断。中铁装备组织优势研发团队，
攻关突破多项核心技术，填补了国
内关于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研
制的空白。这台设备具有超高承压
能力系统集成设计、常压换刀刀盘
技术、伸缩摆动式主驱动技术、双气
路压力控制技术、智能化程度高五大
创新点。

据了解，汕头海湾隧道是汕头城
市规划中 2020年前将建成的四条跨
海通道之一，全长 6.8公里，双向六车
道，作为联结汕头南北的重要通道，承
担着城区扩容提质和城市功能升级的
重要作用。汕头海湾隧道是目前国内
综合难度最大的大直径盾构法海底隧
道，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国内唯一兼具
城市道路功能与一级公路的水下盾构
隧道。③5

开挖直径15.03米

我国自主设计最大直径
泥水平衡盾构机郑州下线

数说前三季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