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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二号

新华社北京3月 19日电 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19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了国务院其他
组成人员。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二号
主席令，根据大会的决定，对这次大会表
决通过的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予以任命。

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提
名，经投票表决决定，韩正、孙春兰、胡春
华、刘鹤为国务院副总理，魏凤和、王勇、
王毅、肖捷、赵克志为国务委员。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出席会议。

会议应出席代表2980人，出席2969
人，缺席11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由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
主席陈竺主持。大会执行主席李玉妹、
李锦斌、陈全国、陈求发、陈豪在主席台
执行主席席就座。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根据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
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
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人选；分别表决
十三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监察和司法
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
委员会、华侨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
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
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草案。

会议宣读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关于

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人选的提名信。
经过写票、投票、计票，9时58分，主

持人宣布：韩正、孙春兰、胡春华、刘鹤同
志为国务院副总理；魏凤和、王勇、王毅、
肖捷、赵克志同志为国务委员。

主持人还宣布了国务院秘书长和国
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
银行行长、审计长名单。

十三届全国人大设 10个专门委员
会。其中，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
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已经3月13日第四次全
体会议表决通过。其他8个专门委员会组
成人员的人选，主席团提名后，各代表团进
行了酝酿。根据各代表团的酝酿意见，主

席团会议决定将这8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
员名单草案提请本次会议表决。

根据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表决办法
的规定，表决采用无记名按表决器的方
式，分别表决通过了8个专门委员会组成
人员名单。

各项名单通过时，会场响起热烈的
掌声。

根据大会主席团关于宪法宣誓的组
织办法，全体会议各项议程进行完毕后，
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十三
届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国务
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
行行长、审计长，分别进行了集体宣誓。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本报通讯员 魏庆军 魏玉修

今日的安钢，又跃上发展的潮头。
有数据为证：2017年，安钢集团公司

销售收入突破400亿元，同比增加28亿
元；完成利税36亿元，同比增加22亿元，
同比增长167%；实现利润20亿元，同比增
长1775%，超历史最高水平8亿元，利润
总额高居我省大型国企“三煤一钢”之首。

如此亮丽的成绩是如何取得的
呢？安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利剑把它
归结为内外因两方面：“既有中国经济
及行业回暖的因素，也是安钢持续开展
混合所有制改革、供给侧改革以及内部
治理结构改革等综合措施效果的集中
显现。说到底，是企业改革创新起到了
根本性的决定作用。”

机会只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安钢，曾经是我省工业战线的一面

旗帜。改革开放之后，安钢不仅有过持

续盈利30年的优良业绩，而且跻身千万
吨级现代化钢企行列。

然而花无百日红。2008年之后，受
到内部、外部多重因素的影响，安钢经
营业绩持续下滑。生死存亡之际，安钢
提出，要“全力以赴坚决打赢生存保卫
战”，并为之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为了绝地反击，近年来安钢人一直
在积蓄力量。”3月10日，安钢集团公司
总经理刘润生接受采访时说。安钢在明
确提出“创新驱动、品质领先、提质增效、
转型发展”总体战略的基础上，探索总结
出了“二三三二”新型管控体系。在生产
上，深化板块加专题、铁前管控模式，生
产指标连创新高，生产成本持续下降。
在经营上，安钢坚持中高端的市场定位
和产品定位，持续优化产品结构。2017

年，安钢品种钢、品种材比例分别达到
75%、84%，直供直销比例接近50%。其
中，商用汽车轻量化用钢国内领先，高强
板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

与此同时，安钢全面深化内部改
革，行政机构实行扁平化管理，压缩管
理层级；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对“四供
一业”进行改造移交。

一系列创新的工作举措，激发了企
业的内生动力。去年 6 月下旬，省长
陈润儿视察安钢并对环保治理成绩予
以充分肯定。其后安钢解除部分管控，
开启“三机三炉”运行模式，商机面前，
安钢人干劲倍增，当年 7月实现盈利 3
亿元，在需求增加、价格上扬的共振下，
企业效益连创新高。

（下转第八版）

专家点评

安钢：改革者进 创新者强

——2017盈在哪里？2018靠什么赢？

“三煤一钢”改革攻坚纪行④
□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完世伟

安钢集团为什么能走在高质量

发展的前列？集团董事长李利剑一

语道出真谛：“说到底，是企业改革创

新起到了根本性的决定作用。”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

创新者胜。安钢历经艰辛的生存保卫

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产品迈上中高端，

发展迈向高质量，靠的就是改革创新。

近年来，安钢把改革创新作为摆脱困

境、实现转型发展的“牛鼻子”，通过加

快结构调整、提升供给质量，大力推进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经营管理模式进行

“颠覆性”的市场化变革等，逐步走出了

一条具有安钢特色的绿色、质量、效益

型之路。

迈进新时代，站在新起点，安钢正

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阔步前行，谱写

安钢转型发展的崭新篇章。⑦1

新华社北京3月 19日电 19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习近平祝贺俄罗斯总统选举成功举
行，祝贺普京连任俄罗斯总统。习近平指

出，总统先生顺利当选连任，是俄罗斯人民
作出的正确选择。相信在总统先生领导
下，俄罗斯人民一定会继续凝神聚力、团结
奋进，在国家发展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

就。当前，中俄都处在国家发展振兴的关
键阶段。今年是中国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
精神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同
往年相比，（下转第八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
任命韩正、孙春兰（女）、胡春华、刘鹤为国务院副总理；
任命魏凤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为国务委员；
任命肖捷（兼）为国务院秘书长；
任命王毅（兼）为外交部部长；
任命魏凤和（兼）为国防部部长；
任命何立峰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任命陈宝生为教育部部长；
任命王志刚为科学技术部部长；
任命苗圩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任命巴特尔（蒙古族）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任命赵克志（兼）为公安部部长；
任命陈文清为国家安全部部长；
任命黄树贤为民政部部长；
任命傅政华为司法部部长；
任命刘昆为财政部部长；
任命张纪南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任命陆昊为自然资源部部长；
任命李干杰为生态环境部部长；
任命王蒙徽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任命李小鹏为交通运输部部长；
任命鄂竟平为水利部部长；
任命韩长赋为农业农村部部长；
任命钟山为商务部部长；
任命雒树刚为文化和旅游部部长；
任命马晓伟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任命孙绍骋为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
任命王玉普为应急管理部部长；
任命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任命胡泽君（女）为审计署审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8年3月19日

两会导读两会导读

奋力开启新时代伟大征程
——新一届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产生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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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

决定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任命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今日上午闭幕
会后李克强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习近平向俄罗斯当选总统普京致贺电

距开幕还有距开幕还有 天天5

清洁电采暖让农户“用得起、用得好”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赵玉镶 郭栋

春节刚过，豫北的田野上依然寒
气袭人。2月 28日，在索文成家的客
厅里，记者看到，几盆植物长得郁郁葱
葱枝繁叶茂，孩子光着脚丫在屋里跑
来跑去嬉笑玩闹，墙上温度计显示室
内温度 22摄氏度。“你能看出来这是
农村么？”索文成颇有些自豪地说。

索文成的家在安阳市郊的东彰武
村，距离安阳市区约15公里，是一个建
成不久的新型农村社区。在刚刚过去
的这个冬天里，虽然市政供热管网无法
覆盖这里，但集中式电采暖却让村里
378户像索文成一样的小区居民过上了
不少城市人都羡慕的高品质生活。

“放到 30年前，农村还没有采暖
这个说法，也就是冷了烤烤火。”回顾
村里的采暖历史，东彰武村党支部书
记张广庆说，上世纪 90年代以前，村
民都是用自己垒起来的土煤炉烧火做

饭，顺便取暖，家里到处黑黢黢的不
说，每天还要半夜起来加煤、封火，时
时提防煤气中毒，睡觉都不踏实。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周边耐火材
料厂、铁合金厂等中小企业蓬勃发展，
村民们有的开厂有的打工，经济条件
得到提升，对生活品质有了新要求。
于是，专门用于烧煤采暖的“回风炉”
应运而生，并在当地逐渐流行起来，成
为农村主要采暖方式。一到冬天，家
家户户都烧煤采暖，一个个排烟筒对
着大街排黑烟，空气都变了味。各家
各户门口，街头巷尾，全是一堆堆的炉
渣，又脏又乱。“有时候你就是吐口痰，
那颜色也是发黑的。”张广庆说。

2013 年，东彰武新农村社区建
成。宽敞整洁的环境，清一色五至七
层的小楼还配有电梯，大部分村民搬

到小区住进了楼房。为改变过去烟雾
缭绕、墙面发黑、每天收拾炉渣的生
活，小区集中配套，给村民家里安装了
壁挂炉、地暖等天然气采暖设备，但由
于烧气价格太贵，一般家庭都舍不得
放开用。

推进清洁取暖，不仅要“天蓝冬
暖”，还要让农户“用得起、用得好”。
2017年，在安阳市政府、国网河南省
电力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安阳供电公
司选取东彰武村为试点，在小区安装
了集中式电采暖设备，利用先进的相
变储能供热技术为村民提供集中供暖
服务。

“温度有保障，舒适度高，关键价
格比市政供暖还便宜，大家当然欢
迎。”张广庆说，“一楼房子冬天阴冷，
之前都没有人愿意买，自打用上电采

暖，几天时间全卖完了，没买上的还想
让村里再盖。一些在城里买房的村民
又都搬了回来。”

索文成一家就是去年从安阳市区
搬回来住的。老索说，以前每到冬天
都会带着老母亲到市区过冬，如今村
里的采暖效果比城里还好，自己的生
意、熟人都在老家，热闹舒服还方便，
就不用因为取暖来回跑了。老索给记
者粗略算了一笔账，他家 150平方米
的房子，电采暖比照安阳市政供暖
21.6 元每平方米优惠两元的价格收
费，一个采暖季下来花费不到 3000
元；而用天然气采暖，要达到这样的效
果则要花费将近 5000元。“即使烧煤
采暖，一个冬天下来也要将近2000块
钱，所以说电采暖实惠看得见，老百姓
都拥护。”索成文说。

据该试点项目负责人王小军介
绍，相变储能供热的主要特点是设备
在夜间低谷电价时段供热的同时储
热，其他时段利用储热向居民供暖，靠
峰谷电价差降低供暖电费成本，削峰
填谷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清洁环保，安
全高效。

“现在是试点，有补贴政策；将来
政策变了，政府不补贴了，还能继续
按目前的标准采暖吗？”“对于电采
暖，国家下一步还会有哪些利民政
策？”采访中，一些村民在回顾采暖方
式变迁、感叹幸福来得太突然的同
时，也对电采暖的未来提出了他们的
一些担心。

对此，安阳市发改委能源办主任
吕书生说，“煤改电”清洁能源替代是
国家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举措。“电

代煤”清洁采暖长久落地、大范围推
广的关键是要政府主导，供电部门、
电采暖服务企业、村两委和用户共同
参与，推行市场化运作模式。其中首
要任务是通过政府补贴、电价支持、
技术升级等多途径降低采暖服务企
业运营成本，调动相关企业通过市场
化运作模式开拓农村电采暖市场的
积极性。

结合东彰武村电采暖试点情况，
针对降低电采暖成本核心问题，省电
力公司有关专业人士认为，目前有两
条可行性路径：一是大力发展特高压，
通过电采暖消纳西部富裕的风光谷
电；二是推动发电谷分时电价，提高发
供电设备综合利用效率，降低采暖低
谷电价，并保持相关扶持政策的延续
性。“农村电釆暖市场是巨大的增量市
场，一旦在降低成本方面实现突破，将
对改善农村居民能源消费结构，推动
大气污染治理产生深远影响。”该专业
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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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拥护习近平当选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万山磅礴看主峰 实干共筑中国梦

新华社北京3月 19日电 3月 19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俄罗斯当选总统普京
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近年来，俄罗
斯人民团结一心，在强国复兴发展道路上

坚定前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建设性作用。
相信俄罗斯一定能不断创造国家发展新
的辉煌。当前，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为构建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中方愿同俄
方一道努力，不断推动中俄关系在高水平
上迈上新台阶，助力两国各自发展，促进
地区及世界和平安宁。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紧跟领路人 再创新辉煌
——社会各界热烈拥护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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