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几年来改革已经大

有作为，新征程上改革仍大有

可为。”

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习近平

总书记发出坚定不移将改革

推向深入的号令。

宪法修改、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雄安新区建设、扩大对

外开放、乡村振兴等一连串重

大改革连续推出，养老保险基

金中央调剂、深化学前教育改

革等改革探索陆续推开，自贸

试验区改革、审批服务便民化

等改革举措接续推进……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弘扬改

革创新精神，推动思想再解

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

全面深化改革新的举措一茬

接着一茬，新的声势一浪高过

一浪，一幅风生水起、蹄疾步

稳的改革画卷跃然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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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企业好取名
创业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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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昂起
中原崛起的龙头

02│要闻

本报讯（记者 栾姗）每周少开一天车，空调
温度设定在 26℃，这些看来普通的行为，可能
会给你带来“真金白银”。收益从哪来？就从用
能权交易中来。8月 5日，记者从省发改委获
悉，《河南省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实施方
案》印发。该方案提出，今年年底前，我省要启
动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这意味着节能减排
工作将实现“收益变现”。

李玉林是我省第一位“卖碳”者。2013年，他
创办的新乡市天洁生物发电有限公司将18.64万
吨碳排放指标以每吨8.2欧元的价格，出售给美
国高盛集团。将近153万欧元的交易额，创造了
当时国内民营企业碳排放交易的最高纪录。

2016年 7月，国家发改委明确河南、浙江、
福建、四川等 4省开展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
制度试点。前期我省已经开展重点企业温室气
体历史排放数据核查，估算好用能权有偿使用和
交易“买卖账单”。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虽然

电、煤、气、油等不同能
源计量单位不一，但
数据核查时统一为标
准煤，预计我省年能
源消费总量 1万吨以
上的工业企业数量超
过900家。”

用能权交易创新
性强，涉及面广，目前
国内尚没有可以借鉴
的成熟经验，本着积
极稳妥、有序推进的
原则，我省选择具有

一定代表性的郑州市、平顶山市、鹤壁市、济源
市开展试点工作，将4市有色、化工、钢铁、建材
等重点行业年耗能 5000吨标准煤以上的用能
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共涉及52家企业。这些地
市和行业的用能企业削减煤炭消费任务重，能
源管理制度相对健全、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相对
齐全，基础条件较好，便于迅速启动试点交易工
作。省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西三
说：“我省启动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
作，目的是倒逼资源型企业转型发展。”

用能企业和“卖碳”者之间如何进行交易？
据悉，中原股权交易中心作为省政府批准设立
的唯一区域性股权交易场所，将提供用能权账
户管理、标的划转、资金结算等交易服务。

初始用能权配额以免费分配为主，实行总量
控制，一年一分配，一年一清缴。那么，企业转型后
如果有结余的用能配额怎么办？省发改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谁节能减排多，配额用不完，就可
以卖出去；谁改造跟不上，就要花钱买配额。”③8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刘宏冰

一泓碧水，十里画廊，满城欢颜。
一条风光旖旎的官渡河，扯着碧

波万顷的龙山湖，蜿蜒穿过绿意盎然
的山水小城，使光山县城如出水芙蓉
般愈发清新脱俗、清纯动人。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还百
姓一河碧波，为群众筑一城美景，是
我们持之以恒的奋斗目标！”光山县
委主要领导坚定地表示，作为全省首
批 45个“百城建设提质工程”试点县，
他们坚持以水润城、以绿荫城、以文
化城、以业兴城，以官渡河区域综合
治理为牵引，带来了整个城市的美丽
蝶变。

生态优先 规划引领

8月 2日，漫步官渡河畔，沿河社区
高楼林立，道路车来车往，广场公园景
色宜人，休闲、健身的居民络绎不绝。

据官渡河区域综合治理指挥部办
公室负责人介绍，官渡河治理是“拥河
发展”的突破口，经过几年实践，这里
呈现出城水相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的态势。这得益于县委县政府始终坚
持“生态优先、规划先行”的理念。

该县按照“改造老城、建设南城”
的总体思路，通过科学规划，引导生
产、生活、生态布局调整优化，增强城
市综合承载能力，编制完成了县城总
体规划，启动了城市 45项专项规划、6

个建制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致力
于打造宜居、休闲、活力、文化县城。

他们还根据规划谋划了百城建设
提质工程30个大类300余个项目，概算
投资超过320亿元。截至目前，已开工建
设项目51个，累计完成投资近60亿元。

宜居宜业 产城融合

盛夏之夜，渡河店人行桥上的弧形
灯、紫水桥的柱形灯、健身步道两旁的
景观灯，落在8600余亩的水面中，光影
绚丽迷人，人们久久不舍离去……

带着孩子出来消暑纳凉的成大姐
自豪地说：“我们住在大花园，出门逛
公园，真的像电视里说的‘城在林中，
道在绿中，房在园中，人在景中’……”

按照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和标准，
他们对官渡河区域进行“城市双修”治
理，围绕“路、桥、坝、点、园”，规划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 55个，渡河店人行桥、
光州公园、沙滩公园等民生项目先后
建成投入使用，盛湾公园、龙山湖国家
湿地公园、十条内河治理等重大项目
建设也正如火如荼。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市承载能
力提升，促进了沿岸生产空间集约高
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
水秀，集生态、休闲、旅游、创业、宜居
于一体的滨水新城跃出水面。

为推进产城有机融合，他们持续优
化就业创业环境，做大做强产业集聚区、
商务中心区2个平台，开工建设中小企
业创业园标准化厂房、西城贸易广场商

业综合体和西城汽车公交站等项目，引
进“四上”企业108家，完成主营业务收
入166亿元，从业人员近4.5万人。

文明共建 幸福和谐

光山广播电视台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他从编发每档光山新闻的文字、
图像、音频中切身感受到，能创造出官
渡河两岸天蓝、水净、地绿、城美的智
慧新城，是几年来全县人民众志成城、
齐心协力的成果。

近年来，他们坚持以群众创建为
主体，大力开展文明单位创建，持续做
好电商糍粑节、龙舟赛、马拉松赛和自
行车比赛等“一节三赛”，通过打造官
渡河廉政文化长廊、司马光广场等文

化广场和主题公园，以及评选“最美光
山人”“感动光山十大人物”活动，持续
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让市
民置身其中，自觉规范行为。

与此同时，在巩固卫生城市创建
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狠抓城市精细化
管理，开展城区交通专项整治，严查占
道及超门店经营、流动摊点、露天烧烤
等违法行为。投资近 2.5 亿元启动智
慧城市建设，9个基础业务子系统和 8
个特色扩展子系统已投入使用，实现
数字城管采集数据面积30平方公里。

光山县政府主要领导坦言：“让光山
在城市‘提质’中实现美丽蝶变，让群众
拥有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只要坚持新发展理念，以
人民为中心，就能久久为功，为民造福。”

官渡河——生态文明的光山实践

风生水起逐浪高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述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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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军福

“以往我们只是盯着‘中国地

图’，现在我们会审视‘世界地图’，

考虑战略和发展方向。”在谈到企

业发展时，我省的一位企业家深有

感触地说。一张地图的小

变化，道出了一个大道理：

只有开阔眼界、开放思维，

发展才有动力、活力、空间。

有 这 样 一 种“ 地 瓜 理

论”：地瓜的块茎始终在根

基 部 ，藤 蔓 向 四 面 八 方 延

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

和养分，最终让块茎长得更加粗壮

硕大。新时代的河南，正成为中国

加速崛起的内陆开放高地。在这

一进程中，大量河南企业家正变得

越来越有见识、有视野、有格局，像

地瓜那样扎根中原又积极面向外

部世界，从中寻找技术、资金、人

才、机遇，在世界坐标中找定位、找

差距、扩潜力、增优势。这种思维

和观念的转变，是河南产业

升级、经济转型、实现高质

量发展宝贵的内生动力。

打开开放大门的关键

“钥匙”，是人的思想观念的

革新。但愿越来越多的河

南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在工

作中学会看“世界地图”，“跳出河

南看河南”“跳出河南发展河南”，

在更大的空间内推动河南实现更

大的发展。2

从“中国地图”到“世界地图”

南阳外贸
缘何增速迅猛

05│综合新闻

用能权

是指企业在一年
内，经确认可消费
各类能源（电、煤、
气、油等）量的权利

暑假期间，一些对中医文化感兴趣的中小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到专业机构体验中医传统文化。图为8月5日，夏邑县贝家
调理中心理疗师向小学生讲解葫芦灸中医理疗原理。⑨3 苗育才 摄

18类车驾管业务
凭身份证即办

风云录风云录改革开放改革开放4040年年··

“始终牢记改革只有
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 党 的 十 九 大 以 来 ，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亲自
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承前启
后、接续奋进，改革大业迈入
新阶段

改革推进到今天，比认识更重要的
是决心。

党 的 十 八 届 三 中 全 会 提 出“ 到
2020 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目标，如今已完
成过半。

越是进入倒计时，越是来到深水
区，就越需要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的改革精神。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向“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大上，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
求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部署，掀开
了中国改革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改革决心更坚定。党的十九大再
次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将“全面深化改革”列入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基本方略，明确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涵。

改革思想更明确。党的十九大总
结过去 5年历史性变革，对全面深化改
革取得的重大突破作出集中阐释。作为
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最根本成就，在推
进改革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指导全面深化改革乘势而上、攻坚克难。

改革方向更清晰。把提高供给体
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将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
长30年，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深化金
融体制改革……党的十九大就重要领
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作出部署。

改革脚步更有力。在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深化国资
国企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全
面开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化
依法治国实践、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保
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全面从
严治党等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158项改革举措。

改革，这一中国共产党的鲜明旗帜
和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愈加鲜亮。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
如既往，把改革这件大事牢牢抓在手
中，重要改革亲自部署、重大改革方案
亲自把关、改革落实情况亲自过问，先
之劳之、率先垂范，引领全面深化改革
开创崭新局面。

改革的种子，往往从基层实践中萌
发。在一次次深入各地各行业的调研

考察中，改革的思考更加成熟。
大雪时节，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徐

州却是碧水蓝天，暖阳高照。
党的十九大闭幕一个多月后，习近平

总书记首次到地方考察调研，第一站来
到江苏徐州。

“国有企业要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生力军”“资源枯竭地区经济
转型发展是一篇大文章”“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
抓”……从发展实体经济到资源型城市
转型发展，再到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
记为全面深化改革划出重点。

只有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才
能收获别样的风景。从江苏到海南，从
湖北到山东，习近平总书记问改革之
效、强改革之识、聚改革之力。

4月的海南，生机盎然。
来到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规划馆、走进超级水稻展示田，了
解科技创新情况、关心信息化建设，对
办好经济特区提出明确要求、对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作出重大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为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
发指明前进方向。

初夏的齐鲁大地，万物勃兴。
访社区、入企业、进农村，问海洋科技

创新步伐、看生态综合治理新貌、听企业
由弱到强历程、谈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习近平总书记为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

（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