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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质量发展

春天的中原大地，满目青翠，生机勃勃。四年前

的春天，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调研指导工作，作出打好“四张牌”的

重要指示。

四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牢记总书记的

殷殷嘱托，埋头苦干，砥砺奋进，发展动能加快转换，综合实力大幅

提升。全省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先后跨越大台阶，分别达到4.5

万亿元和5238.3亿元，全国重要经济增长板块地位更加突出。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50%，实现从乡村型社会到城市型社会的历

史性转变。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打好“四张牌”是河南团代表

口中的热词，也是媒体关注的热点。连日来，代表们激情满怀，谈体

会、出实招、谋发展，一致表示要不忘初心、接续奋斗，努力谱写新时代

河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为国家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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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勤（左）、王馨（中）、梁兵（右）：夯实基础能力建设需要实施人才强省战
略，培养更多具有工匠精神的技能人才队伍。⑨6

李士强（左）、黄久生（右）：落实好总书记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使农村变
为希望之地，使农民变为令人向往的职业。⑨6

朱献福（左）、王天宇（右）：夯实基础、倾力创造，为中原更出彩，打造创新
型国家努力奋斗。⑨3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安康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打好“四
张牌”，其中，打好创新驱动发展这
张牌，对于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及竞
争力来说十分关键，对于企业发展
来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华兰生物就是靠着自主创新这
个法宝，在稳定血液制品龙头地位
的同时，积极发展生物工程疫苗产
业，实现了企业转型升级和跨越式
发展，成为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和国
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

这些年企业的路越走越宽，我
们对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体会也
越来越深刻，那就是要心无旁骛，始
终聚焦优势领域，不断加大创新研
发投入，坚持自主研发与产学研结

合并重，才能确保在行业内的领跑
位置。

很 多 人 还 记 得 2009 年 甲 型
H1N1流感爆发后，华兰生物发挥
技术优势，短短 3个月内就成功研
制出疫苗。就在两个月前，华兰生
物的控股子公司又完成了H7N9流
感病毒裂解疫苗的I期临床研究，并
启动了 II期临床试验，在疫苗走向
市场方面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两年前，国务院正式批复建设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让
新乡的企业深感振奋。新乡市正在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坚持创
新驱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企
业也要抓住机遇，打造创新平台，引
进和培养更多人才，以创新提升核
心竞争力，更好地把企业做大做
强。③6

做自主创新的领跑者

□焦作市市长 徐衣显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调研时提
出了打好“四张牌”的殷切嘱托，省
委、省政府对焦作提出了“突出转型
发展”的要求。近年来，焦作以新发
展理念为引领，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将工业高端化、绿色化、
智能化、融合化作为产业转型的核
心，调整存量、优化增量，转型步伐全
面加快，转型成效整体显现。抢占

“制高点”。将先进制造业作为增强
产业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实施

“443”产业提升行动，打造了千亿装
备制造、超500亿食品工业、超300
亿汽车及零部件等一批特色产业集
群。打造“支撑点”。积极培育大企
业集团，强化扶持、深化合作，风神与

意大利倍耐力整合，中内配牵手德国
莱茵金属，佰利联并购四川龙蟒，多
氟多并购河北红星，一批骨干企业快
速壮大。增强“驱动力”。全面融入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全省
率先实施科技创新券、贷款贴息等制
度，设立科技银行，建成科技大市场，
促进了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
驱动转变。培育“主力军”。支持中
小微企业发展，推动“个转企、小升
规、规改股、股上市”，打造了一批“专
精特新”和“小巨人”企业，强化了转
型主体支撑。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焦作将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引领，持续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结构转型、动能转换，全力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③7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剡水

中国一拖是农机行业的“共和
国长子”，有过辉煌，也经历过困
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好“四张
牌”的要求，特别是关于以发展优势
产业为主导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的论述，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
以新技术、新制造、新模式为核心，
聚力主导产品技术突破，加快传统
产业改造升级。

着力提升制造工艺水平，夯实
转型升级的基础。中国一拖以制造
过程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为重
点，持续提升整机、关键零部件等方
面的制造能力，加快推动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有效

提高了制造水平和生产效率。中国
一拖被列为国家工信部《中国制造
2025》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实施
了“新型轮拖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
和“现代农业装备智能驾驶舱数字
化工厂”智能制造项目。

在传统业务管理的基础上，中
国一拖陆续搭建完善了采购、物流、
销售、服务、配件等业务运营平台。
其中“东方红e购商城”已实现上线
运行，率先开启了农机行业“线下+
线上”销售的新模式。

在新时代里，中国一拖要牢记
总书记的要求，瞄准《中国制造
2025》提出的我国农机装备发展方
向，持续打造“东方红”中高端产品
新优势，推动企业发展实现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③7

夯实转型升级的制造业基础

□信阳市市长 尚朝阳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以人为核
心推进新型城镇化。打好新型城镇
化这张牌，对于信阳来说具有特别
重要的意义。信阳在推进新型城镇
化建设时，注重内涵式发展，规划引
领、老城改造、文明创建，既看“面
子”更看“里子”，切实提升老百姓的
幸福感、获得感。

信阳立足实际，注重培育中心
城市，做大做强县城，支持有条件
的中心镇积极培育产业，逐步发展
成为“小城市”。对一些有条件的
农村，按照“美丽乡村”的标准去打
造，努力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

信阳坚持把新型城镇化的过程
作为“补短板惠民生”的过程，谋划
实施了中心城区 30个重点项目和
市级年度十件民生实事。老城建设
方面，打通断头路，加密城市路网，
治理背街小巷。实施截污工程、治
理黑臭水体、建设公厕和垃圾中转
站、规划建设停车场、改建农贸市
场、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公园
建设等。提升新区方面，紧紧围绕
群众普遍关心的教育、医疗、购物娱
乐、体育设施等公共服务领域，完善
新区功能配套，统筹推进城市提
质。新建羊山森林植物园和羊山公
园，积极谋划37个山体保护和修复
项目，守住绿水青山，增添城市绿
肺，提升居民生活质量。③6

□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
李连成

习近平总书记四年前到河南，
在兰考焦裕禄干部学院专门和我们
村干部座谈，希望我们学习焦裕禄
精神，开展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推动乡村工作上台阶。总
书记的话，到啥时候我都记得很清
楚。

总书记嘱托咱河南打好“四张
牌”。我想跟我们农村关系最密切
的就是新型城镇化这张牌。要打好
这张牌，我琢磨就是要把产业抓好，
让乡亲们有活干、富起来。这几年
我们发展了食品加工、养殖、乡村旅
游等产业，建成了高水平的食品加
工园，村民全部就业，人均收入达到

3万元。
日子富了，生活设施也得向城

里看齐，村里有了柏油路、路灯、自
来水，还有学校、敬老院，建设了千
亩生态林。如今，西辛庄的村民在
医疗、上学、水电气等方面享受很
多福利，生活水平比得上城市，甚
至有些家庭比城市的居民生活条
件还要好。村里风气也特别好，没
有邻里不和的，没有不孝敬老人
的。

我们村还建了“西辛庄农村党
支部书记学院”，去年 19个省的村
党支部书记来和我交流带领群众走
上致富路的经验。

我理解的城镇化就是，城里有
啥俺农村有啥，让乡亲们能过上和
城里人一样的生活。③6

“城里有啥俺农村就有啥”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钱铭

铁路是国民经济大动脉、国家重
要基础设施和重要民生工程。我们在
服务河南打好“四张牌”尤其是打好
基础能力建设这张牌方面义不容辞。

四年来，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
着眼强化中原地区基础能力建设，
规划和实施了一大批铁路建设项
目。围绕郑州建设米字形高铁，路
地双方细化对接、加快进度；在相关
规划和报告得到批复后，中国铁路
总公司在建设次序和资金上给予优
先安排，选派全国铁路建设精兵强
将抓好项目组织实施；河南省委、省
政府及时组织征地拆迁、给予资金
配套等，形成了良好态势。目前，京

广、徐兰高铁已建成通车，郑万、郑
太、郑阜、郑济高铁正有序快速推
进，河南在全国铁路中心枢纽的区
位优势更加凸显。

我们要确保工程质量和工程进
度，强化枢纽设施配套，管好用好高
铁，为加快推进“三区一群”建设，让
中原更加出彩提供坚强的铁路运力
保障。

能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征程中，和河南人民一起
奋斗，我们深感幸福。下一步要继
续服务好“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抓
好中欧班列（郑州）开行，加快推进
米字形高铁及配套设施建设，围绕
客运畅行、货运畅通深入推进铁路
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河南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③5

建好米字形高铁 完善郑州枢纽功能

TT0808
20182018年年33月月1717日日 星期六星期六
组版编辑组版编辑 王昺南王昺南 美编美编 单莉伟单莉伟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以工业结构调整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城镇化要实现内涵式发展
□济源市市长 石迎军

近年来济源的发展历程让我们
深刻体会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打
好“四张牌”的要求，加强基础能力
建设，构筑现代基础设施体系，方能
推动济源成为中原城市群核心城市
中的重要增长极。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进
展。河口村水库建成，王屋山供水复
线工程接近尾声；济阳、济洛西高速
公路建设加快推进；实施“气化济源”
工程，加快发展风力发电、光伏发电
等清洁能源，建设现代能源体系。

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明显提高。
推进中心城区、城市组团、产业集聚
区、小城镇融合发展，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得到长足发展，中心城区集聚

辐射带动能力不断提升。
产业支撑能力显著增强。扎实

推进虎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玉
川产业集聚区建设，重点打造千亿
级有色金属循环经济产业集群和千
亿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信息支撑保障能力进一步加
强。建立高效的通讯信息服务网
络，智慧城市指挥中心、数据中心建
成投用，实施“互联网+政务服务”项
目，数字化城管、旅游信息化、智慧
农业、教育和医疗信息化加快推进。

济源将大力推进基础支撑能力
建设，重点抓强中心城区，关键抓好
民生保障，切实抓优城市品质。着
力打好基础能力建设牌，济源发展
的基础必将越来越牢固，现代化之
路必将越走越宽广。③7

□新乡市市长 王登喜

四年来，新乡高技术产业增加
值年均增长 21.3%，为经济增长提
供了坚实支撑。这与新乡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打好“四张牌”的
要求、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密不可
分。新乡抢抓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建设机遇，积极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河南打造中西部科
技创新高地作出了应有贡献。

我们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深
化体制机制改革，实施人才引进计
划，全面激发“双创”活力。全市财政
科技支出占比从2013年的1.36%增
长到 2017年的 2.31%，万人有效发
明专利3.35件，增长了1.6倍。

我们不断优化郑洛新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新乡片区空间布局，构
建“一区四园十个先进制造业专业
园区”的开放创新格局，通过创新平
台、加速器、孵化器和专业园区的

“一台两器一园”发展模式，推动“五
链”融合，促进产业迈向高端。

我们不断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
中的主体地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省级以上研发中
心数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下一
步，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新发展理念，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不断推进自主创
新、开放创新、协同创新，努力实现
新乡经济高质量发展。③5

创新驱动发展

为打造科技创新高地作贡献

新型城镇化

——驻豫全国人大代表热议持续打好“四张牌”

方运舟（左）、邢京龙（右）：学习领会总书记要求，以核心技术为牵引，拉长
产业链，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⑨6

强化基础设施 提升支撑能力

基础能力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