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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河南两会特刊

两会聚焦

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代表委员热议提高发展质量效益

代表委员视点

□本报记者 刘红涛

“积极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健康
发展。扩大有效投资，推进周口至南阳等
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及沙颍河等内河
航运建设，支持发展临港经济……”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些内容，让来自周口
市的省政协委员们十分兴奋。1月25日，
省政协委员、周口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管
委会主任程若光表示，周口要充分利用优
势发展临港经济，打造内陆的“出海口”，
推动传统农区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
质量发展。

沙河、颍河和贾鲁河在周口交汇，这
里历史上就是漕运要地。程若光认为，周
口作为农业大市、传统农区，要充分利用
好港口优势，发展临港经济，形成区域经

济新的增长极。
为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周口高

标准高起点规划港口码头航运体系。周
口港区分为中心港区和9个子港区，并布
局了钢铁物流园区、口岸功能区、装备制
造园区、保税园区、物流园区等五大临港
产业园区，是大宗货物的理想转运枢纽。

“规划的77个泊位，已开工建设47
个，其中11个开始了试运营。入港货物
来自世界各地，有俄罗斯的白松、美国的
硬木、刚果的红木、东南亚的矿石等，出港
货物有煤炭、粮食、建材等。”程若光表示，
下一步，周口港区将不断深化与沙颍河上
下游港口的合作，主动与淮河、京杭大运
河、长江沿线以及沿海各大港口进行业务
对接，着力建设先进的港口数据交换系
统，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③6

融入“一带一路”发展临港经济

□本报记者 樊霞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对于河南
来说，坚持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
是根本方向，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成为实现发展目标的首要任务。

2018年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攻关之年。如何在“破”

“立”“降”上下功夫，加快发展方式
转变、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
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引发代表
委员热议。

推动质量提升

提高供给质量是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主攻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省政协
委员、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荣
阁说：“这就需要我们从供给侧发力，
从追求产量转向追求质量。要以提
高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为重点，立
足消费升级的需求，促进资源有效配
置和经济结构调整，实现总供给和总
需求的均衡，进而培育和升级经济持
续增长的动力。”

省人大代表、河南天和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建敏说，作为
一家高品质绿色蔬菜及粮食作物
全产业链现代农业企业，目前公司
正致力于现代化农业高端装备的
研发制造。“我们要打造现代化农
业新型服务平台，通过物联网将农
民和服务体系紧密联系起来，树立
高质量农产品品牌，实现农民和企
业双赢。”

调整优化结构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
淘汰过剩产能，调整优化结构。

2017年以来，全省煤炭、钢铁、
电解铝等过剩产能化解步伐明显
加快。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在加大去
产能的同时，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重点培育尼龙化工等新兴产
业。省人大代表、平煤神马集团董
事长梁铁山说：“集团将结构调整
与去产能、人员分流安置有机结
合，把新建项目作为职工转岗的重
要渠道。过去两年，虽然煤炭产能
减少了800多万吨，但营业收入不
降反增。”平煤神马集团去年关闭
矿井 18 对、压减煤炭产能 351 万
吨，实现收益1.3亿元。

随着“三去一降一补”有序推进，
我省新动能和五大主导产业快速增
长，传统支柱产业下降，结构调整成
效显著。省政协委员、省统计局工业
统计处处长孙磊说：“得益于结构调
整优化，经济效益明显提升。去年我

省工业企业利润持续改善，企业主营
业务收入利润率上升，资金周转加
快，装备制造业盈利能力增强。”

深化转型攻坚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
打好转型发展攻坚战，提质增效。

夏邑印染产业园是我省印染行
业第一家获批也是唯一通过环评的
产业集聚区，一批依靠创新转型的企
业入驻，生产工艺、装备工艺和管理
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已迈入百
亿级产业集群行列。省人大代表、夏
邑县县长刘海鹰说：“夏邑县将坚持
高质量发展，继续打好印染布局这张
牌，拉动产业集聚区全面升级和二次
创业。”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郑州机会
很多。省人大代表、巩义市市长孙淑
芳说，作为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基
地，巩义将抓住机遇，主动对接，积极
融入，“在郑州的发展中借势，工业经
济转型发展与郑州互联互通，以旅游
业为龙头带动三产发展，继续做好郑
州的制造业基地。”③4

□本报记者 薛世君

作为装备制造业规模已过万亿的制

造业大省，“河南制造”的未来在哪里？这

成为省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省政协委员、河南金汇集团鑫金汇公司总

经理刘明会就表示，应该把创新驱动作为

转型发展的核心，通过持续对设备进行升

级改造，创新管理和工艺方法，提升公司

竞争力。

制造业是创新的主战场，创新则是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出路，只有从要素

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才能为制

造业注入强大的动力和活力，才能培养更

多的“隐形冠军”和“独角兽”企业。中机

六院通过“数字孪生”“三维可视”等技术

创新，创建了一种“智能工厂建设新模

式”，从而为企业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

本，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前景一片光明，

被评为我省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创新十

大典型案例之一。省人大代表刘晓东也

坦言，他所在的公司攻克关键技术后产品

被科技部确定为国家重点新产品，企业的

日子一下子好过多了。企业日子好不好，

很大程度上就看创新能力强不强。

正是因为创新太重要，今年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要争创“中国制造2025”国家

级示范区，且明确要“推动创新驱动提质

增效”。《中国制造2025河南行动纲要》也

要求，河南制造业将以实施创新驱动、智

能转型为主攻方向。在推进郑洛新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中，我省也在加快培

育创新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

中小企业，通过抓大、培高、扶小，逐步形

成“龙头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

地”的创新局面。这些，为的都是擦亮“河

南制造”的名片，推动“河南制造”升级为

“河南智造”“河南创造”。3

制造业是创新的主战场

两会漫议

本报讯（记者 孙静）1 月 24 日下
午，在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分组讨论
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打造“一
次办妥”政务服务品牌，成为经济界政
协委员们提及最多的“热词”。

“‘一次办妥’，这个提法好！”省政协
委员、洛阳瑞泽石化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晓首先发言。马晓表示，政府工作报告
中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行政权力事项在
线办理，打造‘一次办妥’政务服务品牌”，

“这必将提升我省的政务服务能力，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减低企业制度性成本，
让民营经济焕发出更大活力。”

省政协委员、信阳天一美家实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陈堂中说：“我们做企业的，
与政府职能部门打交道是避免不了的
事。有时候为了办理某个手续，要连续跑
好几次，花时间、花精力，影响企业的发
展。‘一次办妥’政务服务让我们充满了期
待，也对企业发展更有信心。”

“一次办妥”可为企业节约办事时
间，意味着企业将有更多时间用在生产经
营上，总体效率也将大幅提高。省政协委
员、平顶山市明骏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杜
劲松深有感触，“无论是生产经营还是改
革创新，企业都要抓时效、抢机遇。政务
服务如果能够实现‘一次办妥’，将为企业
做大做强争取更多机会。”③5

企业家点赞“一次办妥”政务服务

会场内外

热点关注

图① 1月 25日下
午，河南省政协十二届
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
会 议 在 省 人 民 会 堂
举行。⑨6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

图② 1 月 25 日，出席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平
顶山代表团代表在认真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⑨6

本报记者 郭宇 摄

图③ 1 月 25 日，出席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洛
阳代表团代表在审议政府工
作报告。⑨6

本报记者 郭宇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土壤污染防治事关舌尖安全
□本报记者 王绿扬

“万事俱备东风吹，乡村振兴正当
时。”1月 25日，省人大代表、焦作市农
业局农村能源环境保护管理站站长李
艳芬在笔记本首页，写下这样一句话，
字里行间充满了她对农村农业未来发
展的期待。

她认为，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
程。这一战略的实施，必须要立足实际、
因地制宜，统筹考虑当地特色、功能和发
展方向，注重传承村落文化，保留农村历
史文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李艳芬表示，自己从事农村能源结

构调整和环境保护工作已经 30年了，
因此，格外关注报告中提到的土壤污染
防治攻坚的内容。她说：“土地是不可
再生资源，一旦被污染，治理难度很
大。而土壤改良过程长、成本高、见效
慢，农民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弱，因此必
须依靠政府和社会资本的支持。”

“要想保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必
须在农产品产地质量安全上下功夫，打
造生态宜居乡村，探索乡村振兴发展的
绿色生态之路。”李艳芬建议，应当把增
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
全面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推进农业
生产生态化、绿色化、标准化建设。③7

□本报记者 李若凡

美丽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
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
关键步骤。

政府工作报告在2018年工作
重点中提到，“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要求，科学编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推动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1月25日，参加两会的代表
委员就如何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纷纷建言献策。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要坚持规

划设计在前。”省政协委员、平顶山
市城乡规划局局长陈光明说，过去，
城乡规划工作比较重视市本级的规
划，而对县、乡、镇、村的规划不够重
视，现在很多省份、城市都在谋划全
域规划，把县、乡、镇、村都纳入规划
的范围，这就涉及山水林田湖各个
方面。一个地区的家底到底有多
少，这些家底如何利用，产业和空间
如何布局，哪些地方属于永久性不
能开发，能开发的地方如何开发，只
有做好全域规划才能解决这些问
题。乡村振兴对规划部门来说是个
大课题、新课题，要以农村、农业、农
民的需求为出发点，做好规划，把钱

用到刀刃上。
省政协委员、郑州市林业局副

局长牛培玲说，林业是美丽乡村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丽乡村建
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兴林不仅能
改善农村环境，还能富民。下一步
郑州市林业部门将开展大规模国土
绿化行动，加大平原沙荒地及丘陵
山区的造林力度，提升宜林农田林
网控制率，加强乡村片林、公共绿地
及宅前屋后绿化。此外，还将推进
生态宜居乡村建设。以改善城乡生
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为主要目标，
以大地植绿、心中播绿为重点任务，
构建完备的城市森林生态系统，力
争利用3至5年的时间，郑州市各县
（市）成功创建省级森林城市，并创
建10个森林特色小镇。

就美丽乡村建设，省人大代
表、郏县县长丁国浩建议，要加强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探索城市保洁

机制向农村延伸，推进基本公共服
务向农村覆盖，发动群众开展村
道、房前屋后美化、绿化，自己动
手，建设美丽家园，努力实现村庄
无垃圾堆放、无污水横流、无杂物
挡道、日常生产生活物品堆放规
范，让村容村貌净起来、生态环境
美起来、乡村特色亮起来。

省政协委员、省农科院经济作
物研究所油菜研究室主任张书芬建
议，把农业生产、休闲旅游融合起
来，提升农业价值，提高农业收益。
比如，对优质双低菜籽油、蜂蜜、菜
苗、优质小米等土特产进行全产业
链开发，通过这些土特产的开发，带
动农民就地参与旅游经营服务，使
农民以旅游为主业、以种植为副业，
从而实现农村生产、生活、生态“三
生同步”，一二三产业“三产融合”，
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使农
村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③7

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两会影像

1月25日，出
席省政协十二
届一次会议的经
济界委员联组讨
论政府工作报
告。⑨6 本报记
者 董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