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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张宏怡 白秋津

3月12日，沿着311国道许昌至平
顶山段一路前行，沿途一片繁忙的生产
景象：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公司4GW
高效单晶硅电池片项目二期建设全面
铺开；首山焦化公司内，大容积焦炉正把
精煤就地转化为焦炭；中国尼龙城中，三
梭尼龙发展公司7万吨尼龙6切片项目
施工几近尾声，月底即将投产……

危中有机，逆势而上。近年来，
平煤神马集团积极投身国企改革攻
坚战，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坚决去、主动调、加快转，构建起
了以煤焦、化工、新能源新材料为核
心的产业布局。数据显示，2017年，
在历经4年的经济下行困局后，该集
团全面实现扭亏为盈，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1500亿元，利润12亿元。
“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的

重大转折，关键在于我们不断深化国
有企业改革，通过剥离企业办社会职
能产业持续减压力，通过产业结构调
整持续增动力，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
持续添活力，推动了效益大幅提升。”
平煤神马集团总经理杨建国说。

调整产业结构 延伸煤超越煤

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
无疑是国企改革中的“重头戏”。

一车车原煤拉进来，一吨吨精煤

运出去。在平煤神马集团八矿选煤
厂，低热值原煤通过与高热值煤配
洗，“身价”不断攀升，由原来一吨400
多元飙升到700多元。

煤，是平煤神马集团的立企之
本，优势之基，也是调整产业结构的
第一目标。该集团的做法是——努
力把“粗粮做细”“细粮做精”，使低热
值原煤升级为高附加值精煤产品，实
现综合效益最大化。目前，平煤神马
集团已逐步构建起一条从原煤入洗、
炼焦到化产回收、矸石制砖、煤气综
合利用的完整循环经济产业链。

（下转第八版）

平煤神马 持续注入新动力

——2017盈在哪里？2018靠什么赢？

“三煤一钢”改革攻坚纪行②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 赵西三

2017年平煤神马集团不断深化改

革创新，完成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

明”的转变。这头“大象”历经四年困局

后脚步又一次灵动起来，一个重要因素

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激活了生产要

素，撬动了内外资源，增添了动力活力。

截至 2017 年年底，该集团下属混

合所有制企业 119 家，与 40 多家企业

开展合作，贡献了集团 90%的营业收

入，混改经验写进了国务院的“混改教

科书”。混改不仅引入了新资源，形成

了新机制，更重要的是延伸了产业链，

提升了价值链，产业形态由以煤为主

的产业链条向多业协同的价值网络转

型，这是该集团提质增效的内生动力。

2018年，“起舞的大象”稳步迈向高

质量发展。围绕深化二次创业、打造三

大基地，持续开展混合所有制规范化建

设工程，平煤神马在新起点上，一定能

够做好国企改革新答卷。⑦1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会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出席
听取关于监察法草案的说明、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新华社北京 3月 13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3日上午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听取全国人
大常委会关于监察法草案的说明、国务
院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
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出席会议。

会议应出席代表 2980 人，出席
2962人，缺席 18人，出席人数符合法
定人数。

受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
作关于监察法草案的说明。李建国说，
制定监察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
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的重大
举措；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
领导，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
监察体系的必然要求；是总结党的十八
大以来反腐败实践经验，为新形势下反
腐败斗争提供坚强法治保障的现实需
要；是坚持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有机统
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监察道路的创制之
举；是加强宪法实施，丰富和发展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举措。

李建国说，监察法立法工作遵循以

下思路和原则：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二是坚持与宪法修改保持一致；三
是坚持问题导向；四是坚持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李建国说，监察法草案共分 9章，
包括总则、监察机关及其职责、监察范
围和管辖、监察权限、监察程序、反腐败
国际合作、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
督、法律责任和附则，共69条。包括7
个方面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监察工作的
指导思想和领导体制；二是明确监察工
作的原则和方针；三是明确监察委员会
的产生和职责；四是实现对所有行使公
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五是赋予
监察机关必要的权限；六是严格规范监
察程序；七是加强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
员的监督。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请审议的国
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指出，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要
求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党的十
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同意将其中涉及
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内容提交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现将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

案》形成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

受国务院委托，国务委员王勇作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王
勇说，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具体内
容如下，一是关于国务院组成部门调
整，组建自然资源部，组建生态环境
部，组建农业农村部，组建文化和旅游
部，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建退
役军人事务部，组建应急管理部，重新
组建科学技术部，重新组建司法部，优
化水利部职责，优化审计署职责，监察
部、国家预防腐败局并入国家监察委
员会；二是关于国务院其他机构调整，
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建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组建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组建国家国际发展
合作署，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组建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组建国家移民
管理局，组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新
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调整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会隶属关系，改革国税
地税征管体制。

王勇指出，总的看，这次国务院机
构改革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的要求，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变化，聚焦发展所需、基层所盼、
民心所向，按照优化协同高效的原则，
既立足当前也着眼长远，优化了国务院
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理顺了职责关
系。改革后，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8
个，副部级机构减少 7个。通过改革，
国务院机构设置更加符合实际、科学合
理、更有效率，必将为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部署的各项任务提供有力组
织保障。

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关于设立十三届全国人
大专门委员会的决定，通过了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
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
员人选的表决办法，通过了十三届全国
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
任委员、委员名单，通过了十三届全国
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委员名单。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曹
建明主持会议。大会执行主席王东峰、
王国生、李伟、林铎、黄志贤、谢伏瞻在
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新华社北京3月 13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3月13日分别致电孟加
拉国总统哈米德、尼泊尔总统班达
里，就孟加拉国客机在尼泊尔失事
表示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
客机失事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

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
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
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
慰问。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
此分别向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尼
泊尔总理奥利致慰问电。

就孟加拉国客机在尼泊尔失事

习近平向两国总统致慰问电

本报讯 (记者 朱殿勇 屈芳 刘亚辉 李点)
3 月 13 日，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河南
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监察法草案。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周强作为河南团代表，与大
家一起审议。河南代表团团长谢伏瞻、副团长
陈润儿参加审议。大会秘书处法案组相关同志到
会听取审议意见。

周强代表表示，设立国家监察机关，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制度创新，是丰富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举措。制定监察法是坚持和
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领导，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
效的国家监察体系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党内监督与
国家监察有机统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监察道路的创
制之举。监察法草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
盖，有利于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
民谋利益，我完全赞成、坚决拥护。认真学习宣传
贯彻好监察法，对于人民法院更好履行审判职责、
惩治职务犯罪、强化对审判权运行监督制约具有重
要意义。要加强司法审判与国家监察有机衔接，确
保监察法在人民法院正确、全面、有效贯彻落实。要
依法惩治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促进反腐败斗争深
入开展。要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自
觉接受监察机关监督，确保公正廉洁司法。

谢伏瞻代表说，制定国家监察法是贯彻落实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是与宪法修改相配套衔接的
一项重要立法活动，体现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全
面依法治国的坚定决心，体现了依规治党与依法治
国、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党的纪律检查与国家监
察的有机统一，完全赞同、坚决拥护监察法草案。
国家监察法明确国家监察体制、监察机关及其职
责、监察范围、监察权限、监察程序等，实现了对所
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有利于坚持
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巩固
运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经验、夺
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有利于完善党和国家自
我监督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我们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国家监察法，深化监
察体制改革，提高反腐败工作法治化水平，巩固不敢
腐、促进不能腐、强化不想腐，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
性胜利。

陈润儿代表说，监察法草案体现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了党的十九大精
神，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惩治腐败的实践经验，
与宪法修正案相衔接，完全赞同和拥护。制定监
察法，是反腐之需、法治之基、创制之举，意义重大
而深远，体现为“四个统一”“四个有利”：把选拔使
用干部和监督管理干部统一起来，有利于党管干
部全面落实；把严格党内监督和完善国家监督统
一起来，有利于权力监督全面覆盖；把坚持依纪办
案和严格依法办案统一起来，有利于反腐合力全
面形成；把监察体制创新和法律制度创新统一起
来，有利于依法治理全面加强。（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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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欣）3 月 13
日下午，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一
次会议的住豫全国政协委员分别
在各界别组参加小组会议，讨论
国家监察法草案、国务院机构改
革方案。

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主席
刘伟说，我完全拥护国家监察法
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监
察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充分体现了
党风廉政建设的宝贵经验和重大
成果，顺党心合民意，为夺取反腐
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实现海晏河
清、绿水青山的目标提供了坚强
法治保障和治本之策。要带头学
法尊法守法，自觉接受党的纪律、

国家法律和组织的监督，永葆廉
洁自律本色。要抓好监察法的学
习培训，引导政协委员和机关干
部树牢法治意识。要发挥好政协
民主监督作用，推动监察法深入
实施。

刘伟说，推进国家机构改革是
时代要求、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
心所向，对于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
领导，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实现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
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一定坚决
落实中央部署，严守工作纪律，全
力配合好政协机构改革。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守刚，省
政协副主席张亚忠、高体健、张震宇等
全国政协委员一致认为，（下转第二版）

住豫全国政协委员讨论国家监察法
草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监察法草案六大焦点
自然资源监管
组建自然资源部

污染防治
组建生态环境部

乡村振兴
组建农业农村部

健康中国
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公共安全
组建应急管理部

科技创新
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

市场监管
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防范金融风险
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共服务
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移民管理
局、国家医疗保障局

文化软实力
组建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国务院机构改革十大关键词

0505││聚焦全国两会聚焦全国两会

制图/刘竞

为何立法
深化监察体制改革，以法治思维和方式反腐败

为何成立监察委
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

如何实现监督全覆盖
监察对象包括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监察委如何开展监督
可采取谈话、讯问等措施，用留置取代“两规”

监察委如何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
追逃、追赃、防逃三管齐下

谁来监督监察委
接受人大监督，强化自我监督，明确制约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