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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谭勇
本报通讯员 李红霞

全省国有工业企业改革试点——
郑煤集团交出的2017年成绩单让人眼
前一亮：在处理历史遗留经营包袱8亿
多元的基础上，实现利润4.6亿元，同比
增加17.77亿元，综合考量达到历史最
高水平；缴纳税费15.7亿元，同比增幅
37.7%；在岗职工人均年收入同比增长
9.6%，职工的幸福感、获得感显著增强。

“去年郑煤集团坚持以转变作风
为主线，全面深化企业改革，提前完成

‘三供一业’、去产能、僵尸企业处置等
艰巨任务，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新突
破，安全生产管理取得新成效，企业呈
现稳中向好新态势。”3月 14日，郑煤
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田富军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国企改革是“硬骨头”。郑煤集团
深化改革做好“加减法”，持续提升了企
业的发展活力、竞争能力和综合实力。

根除“作风病”强基固本

郑煤集团深化改革的“加法”，就
是加强作风建设。打赢国企改革攻坚
战，以前慵懒散漫的国企“作风病”必
须根除，只有作风硬起来，各项改革推
进才有保障。

基于此，郑煤集团新的领导班子
成立后，抓调研、摸家底，找短板、查症
结，理思路、明方向，明确提出从“‘严

准细实快’‘韧容创学廉’‘担当、和
谐’”12个方面着力，形成“实事求是，
勇于担当，清正廉洁，团结和谐”的优
良作风，实现上上下下风清气正、心齐
气顺、干事创业的良好局面。

革除旧弊，立行新规，取消领导专
用食堂、专用电梯，二级单位取消专用
澡堂，领导下基层调研不摆座签，不迎
来送往……郑煤集团先后出台了《生
产单位双休日节假日正常上班决定》
《强化安全生产指挥系统指导意见》等
一系列转变作风的文件，为深化改革、
转型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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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煤集团 确保改革举措落地

——2017盈在哪里？2018靠什么赢？

“三煤一钢”改革攻坚纪行③
□河南省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 郜永军

包括郑煤集团在内的以“三煤一

钢”为代表的河南省国企改革攻坚战

打响以来，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三供一业”仅用一年时间就在全国

率先完成，比国家规定的时间提前一

年半，省属国有企业剥离办社会职

能、化解过剩产能、混合所有制改革

等各项任务均取得了重要进展。

改革破解的是影响国企发展的

障碍和羁绊，大力推进国企实现高

质量发展，必须切实把深化改革和

创新发展作为破解各种矛盾问题的

“密钥”，推动国企发展从量变到质

变，从而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⑦1

新华社北京 3月 15日电 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15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号召，
人民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
政协委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同心同德、扎实工作，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政协主席汪洋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
张庆黎、刘奇葆、帕巴拉·格列朗杰、董
建华、万钢、何厚铧、卢展工、王正伟、马
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杨传堂、李
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苏辉、郑建
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
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
张高丽、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等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9时30分，闭幕会开始。汪洋

宣布，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应出席委员 2158 人，实到 2142
人，符合规定人数。

会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政协第十三届全
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
关于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
况的报告、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政治决议。

汪洋在讲话中说，政协第十三届全
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在全国各族人
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时刻
召开的。在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下，在各
有关方面大力支持下，经过全体委员共
同努力，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汪洋指出，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开幕会

和闭幕会，深入到界别小组同委员共商
国是。广大委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深入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讨
论宪法修正案草案和监察法草案，以及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认真审议全国政
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政协章程修正案草
案等文件，履职建言成果丰硕。这是一
次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会，充分
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生机活力。

汪洋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
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
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
党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
庄严的名称，清楚地界定了它的性质和
作用，必须准确地把握这个名称、这项
制度赋予我们的使命。人民政协是政
治组织，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人民政
协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必须以人民
为中心履职尽责。人民政协是专门协
商机构，必须求真务实提高协商能力水
平。（下转第二版）

两会导读两会导读

人民日报社论

画好同心圆 筑梦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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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干部群众热议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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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高端创新资源多起来
05│聚焦两会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闭幕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发表讲话

◀3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这是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
声、张高丽、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在主席台就座。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王思臣

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把握世界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增强
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3月12日，在位于洛阳高新区的
洛阳北方易初摩托车有限公司总装
车间，一辆辆完成总装的大阳四轮低

速电动车从生产流水线上驶出，生产
销售红红火火。

天元低碳城、瞪羚谷和北航科技
园二期等重点项目，正加紧施工建
设，确保年内竣工。

以国家级孵化载体为引领的科技
孵化体系正在加速健全，“众创空间—
孵化器—加速器”创新创业孵化服务链
条正在加速完善，创新创业在洛阳高新
区这片土地上蔚然成风，遍地开花。

按照“争做创新发展排头兵、自

创区建设领头羊”的精神，洛阳高新区
抢抓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河
南自贸试验区建设和国家高新区“三
区叠加”机遇，不断优化创新环境，倾
力服务工业企业和重点项目建设，着
力提升主导产业、加快产城融合。

去年，洛阳高新区在一些大事要
事上取得新突破：分别投资150亿元
的格力自主创新智能制造基地、银隆
新能源产城融合产业园等项目正以

“洛阳速度”稳步推进。（下转第六版）

洛阳高新区：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从“ 干 河 ”到“ 开 源 ”
——漯河市源汇区干河陈村努力践行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姜科峰

“从北京来到干河陈，开始以为这
里是一个城市，没想到只是一个村，这
是我在中国留学期间见到的最发达的
村庄！”巴基斯坦留学生丹尼斯说。

今年春节期间，包括丹尼斯在内
的27个国家的45名“洋学生”来到漯
河市源汇区干河陈村，体验中国新农
村的春节氛围，感受中原的民俗风
情。练书法、捏面人、购年货、包饺子、
贴对联、看演出……“洋学生”在干河
陈村体验中国年，成为这个春节中原
大地的一大热点新闻。

不仅有“洋学生”。据悉，仅今年
春节期间，干河陈村开源景区就接待
游客 100 多万人次，“要休闲，到开
源”，成为漯河市响当当的城市名片。

干河陈是漯河市西南部一个近郊
村。2000年前还是一个“种田无地、收
入无源、就业无岗、社保无份”“晴天一

身土、雨天两脚泥”的普通近郊村，“干
河”成为当时村庄的真实写照。如今，
这个原先不足1平方公里、3000多人、
人均收入不到2500元的近郊小村落，
已发展成面积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近
5万人、村民年均收入3万元以上的新
型城镇化大社区——开源新城；村集
体经济也从无到有、由弱到强，2017
年仅村集体企业开源集团就完成投资
6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2.6亿元，收益
1.13亿元，纳税5520万元。干河陈村
实现了“农村变社区、社区变景区，农
民变市民、市民更幸福”，努力践行乡村
振兴。

从“干河”到“开源”，其间发生着

怎样的历史嬗变？

坚持市场运作,发展集体经
济，成就产业新城

宽敞的道路、干净的街区、花园式
楼房、复古式建筑群落、络绎不绝的八
方游客……如今的干河陈村，作为源
汇区特色商业区的所在地，特色产业
集群不断壮大，已形成休闲旅游、休闲
商业、民俗文化三大产业集群。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大力发
展工业，干河陈村大部分土地被征占，
村里用征地款办了几家小企业，但因
缺乏管理、经营混乱，卖地款花光用

尽，村集体没有任何收益。为改变落
后面貌，村党支部书记林东风带领两
委班子深入分析研究，提出了“退一
产、转二产、兴三产”的发展思路，决定
发挥临近市区优势，围绕城市求发
展。林东风带头拿出积蓄，采取村干
部、党员带头，村民自愿入股的形式，
筹集了 300多万元启动资金，组建了
股份合作企业开源集团，拉开了干河
陈村大开发、大建设的序幕。

把握机遇对接城区。干河陈村利
用与城市一路之隔的优势，向北修路、
自主拆迁改造对接城区，先后共拆迁
安置居民和村民户2313户、大小企业
47家，建设社区住宅207万平方米，商

业 43万平方米，配套成立了建筑、园
林、装饰、物业、保安等企业，形成了以
房地产为主向外发展的产业链条。

改善环境发展旅游。在没有资源
可供挖掘的情况下，干河陈人无中生
有，把发展休闲旅游作为提升品位和
拓展发展空间的关键，规划了占地
400亩的生态水系，建设了全国最大
的鸟文化主题公园——神州鸟园、中
原民俗小镇大唐、大汉、民国、炎黄河
上街，形成了4A级旅游景区环线，并
配套建设了中原抗战纪念馆、扑克博
物馆、泥人博物馆、鸟蛋博物馆、姓氏
博物馆、陶瓷博物馆、鸟标本馆、昆虫
馆等10多个特色博物馆，建设了四星

级标准的金凤凰大酒店等主题文化特
色酒店群和以全聚德、生态园餐饮为
主的名吃街区及餐饮小吃集群，形成
了旅游产业链条，成为享誉周边的旅
游胜地。2017年到开源景区旅游人
数突破320万人次，居漯河景区之首。

完善功能巧成商业。为促进改造
后的社区持续繁荣发展，干河村投资
建设了开源社区超市、卖场，承建了省
级源汇区特色商业区，规划建设了陶
瓷街、淘宝街、耍街、水街、生态步行天
街等特色街区，打造省级特色商业区
典范。源汇区特色商业区连年被评为
河南省“十先”服务业“两区”。2018
年2月，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的休闲
体验式商业——开源大未来开业运
营，这个集购物、餐饮、娱乐和时尚生
活于一体的休闲体验式购物综合体，
正致力于引领漯河商业发展新风尚，
打造城南中高端新商圈，成为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的新业态、新标杆。

(下转第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