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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月 1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8年 11月 5日在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
世界经济》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
行。

赵伊坪，原名赵廉越，1910年
生于河南郾城。1925年经彭雪枫
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之
后，他在郾城平民小学以教书作掩
护，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成立农
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大革命失
败后，在陕西、山东、河南等地从事
党的地下工作。1935年，在杞县私
立大同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在学校
传播马列主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西安事变后，赵伊坪到鲁西北
范筑先部担任秘书科文书，开展抗
日救亡运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
张，揭露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攘外
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动实质。在赵
伊坪等共产党人的推动下，范筑先
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光明
之路。

1937 年底，赵伊坪到中共鲁
西北特委工作，先后担任鲁西区党
委委员、秘书长兼统战部部长、第
六区政治部秘书长，为壮大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鲁西北抗

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党
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其间，
他主持中共鲁西北特委机关报
《抗战日报》和理论刊物《先锋》月
刊的工作，担任社论委员会委员，
根据党的方针、政策为报纸撰写
社论，使该报成为宣传党的抗日
主张、鼓舞人民斗志和打击敌人
的有力武器。

1939 年 3 月，中共鲁西区委
领导机关随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
纵 队 由 冠 县 、馆 陶 地 区 向 东 挺
进。5日清晨，在茌平琉璃寺一带
与日军遭遇。激战至傍晚，赵伊
坪落入日军魔掌。面对敌人，赵
伊坪大义凛然，痛斥日本侵略军
的野蛮侵华暴行。日军恼羞成
怒，残忍地将他全身浇上汽油，放
火点燃。烈焰中，赵伊坪用尽气力
高呼：“打倒狗日本鬼子！中国共
产党万岁！”残暴的日军又举起刺
刀，捅进他的嘴里……赵伊坪壮烈
牺牲，时年29岁。

（据新华社郑州11月 12日电）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张凤华

漯河市郾城区城关镇东街，有
一处斑驳沧桑的老民宅，正门两
侧，一对楹联引人注目：“血染黄沙
誓要中华得解放，烈火永生待我九
州尽欢颜”，这就是革命烈士赵伊
坪同志的故居。

赵伊坪，1910年 7月出生于郾
城县城一个清贫的教师家庭。14
岁那年，他由族叔资助去北平读
书。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担任郾城城内支部书记。1939
年 3月，在随鲁西北区党委转移时，
赵伊坪和日军遭遇，不幸负伤被捕，
被日军残酷杀害，时年29岁。

11月12日下午，瞻仰赵伊坪故
居时，记者仿佛看到了当年赵伊坪
在“斗室”伏案奋笔疾书的身影，仿
佛听到了他创办文化促进会唤起民

众觉醒的呐喊声，崇敬之情油然而
生。如今，赵伊坪故居已被列为县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郾城区烈士
陵园建造了“赵伊坪烈士纪念亭”。

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神州
辉煌。现在，赵伊坪曾经战斗的地
方早已硝烟散尽，一个城乡融合发
展的新郾城正在崛起。统计显示，
2017 年，郾城区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198亿元、同比增长 8.8%，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23365元、同比增
长 8.7%，成为全省美丽乡村示范
区、全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全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
区、全省对外开放先进区。郾城区
所在的漯河市汲取革命先烈的精
神力量，正加快推进豫中南地区性
中心城市、中原生态水城、中国食
品名城、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四城
同建”，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
出彩的新篇章。③5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我们有几个专业的学生还没毕业
就被用人单位‘抢’走了。”常州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相关负责人说，学生就业
形势好，得益于教学质量高，培养出了
产业转型升级急缺的“工匠”。11月 10
日至 11 日，全国 130 家高职院校的相
关负责人齐聚中原，参加“高职院校内
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实施方
案”编制培训班，共谋职业院校实现高
质量发展，进而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本次培训班由教育部全国职业
院校诊改委主办，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承办。

产业升级“工匠”成了香饽饽

为何要举办这样的培训班？河南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李海
龙表示，主要为了培养更多高技能人
才。

前不久，省人社厅发布的三季度河
南人才市场分析报告显示，我省“制造”
向“智造”转型加速，制造业人才需求旺
盛，占到总体人才需求的 21.49%，位居
所调查行业的首位。而据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介绍，目前全国
技能劳动者达1.65亿人，其中高技能人
才只有 4791万。高技能人才需求旺在
全国普遍存在。

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高技能人
才和“工匠”是高职院校的“天职”。“培
养高技能人才，需要高职院校实现自
身高质量发展，建立严格科学的内部
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优质的教育资源
和严谨的教风、学风。”李海龙说，我省
计划每年新培养高技能人才 8 万人以

上，并鼓励和支持职业院校强化学生
实操训练。

适应需求 职教“拥抱”大数据

职业教育如何才能实现自身高质
量发展，进而培养出满足市场需求的高
技能人才？专家一致认为要积极拥抱
大数据。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肖珑介
绍，学院如今已经完全实现了课堂教学
智慧化。“每一个学生的课堂表现、老师
备课情况我都可以通过手机看到。学
生上课扫码签到、课堂作业在线做、课
下作业线上提交。”在大数据分析下，学
生的出勤率、满意度、技能提高程度一
目了然。“大数据让我们非常方便掌握
了学生的爱好和需求，为学院设计和开
发学生喜欢和受益的课程提供科学依

据。”肖珑说。
另外，国内职业院校普遍加强“校

企合作”，让学生投身到大数据的实践
中来。11月 9日，我省设立“河南大数
据双创基地”。“学校搭平台，科技公司
供技术，第三方公司来落地，学院师生
来参与，实现校企多方共赢。”肖珑说，
该模式已经成功吸引了美国微软公司
在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设立“微软技术
实践中心”。“人工智能时代已来，我们
通过校企合作，将培养出适应我省‘制
造’到‘智造’升级所需要的高技能人
才。”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
责人表示，拥抱大数据，为职业院校管
理的自我诊断、自我改进、自我完善提
供参照，助力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从
而培养符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所需
的“工匠”。③9

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
开放型世界经济》单行本出版

赵伊坪：烈火中永生

英烈精神耀沙澧

支持民营企业在行动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拥抱大数据 培养“大工匠”
全国130家高职院校负责人共议“职教高质量”

11月11日早晨，汝南县天中山文化园在朝阳的照耀下分外漂亮。近年，当地政府建设了天中山文化园，让当地群众有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民营企业座谈会日前在北京召开，
为各省区市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指明了
方向。围绕座谈会相关内容，记者近日
专访了北京市市长陈吉宁。

长短结合、精准服务，支
持民营企业发展

记者：北京市采取了哪些措施支持

民营企业发展？

陈吉宁：当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
我们总的思路是长短结合、精准服务，
通过五个“一批”精确制导，支持民营企
业发展。

——送出一批含金量十足的“服务
包”。通过“一企一策”“一业一策”，针对
性解决企业用地、用房等方面的问题。

——推出一批支持民营企业融资
纾困的硬招。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问

题，我们建立了“股+债”的支持方案。
鼓励北京地区符合条件的平台和机构，
在沪深交易所发行纾困专项债。

——推出一批重大项目。基础设
施、生态环保等领域60多个项目向民间
资本公开推介，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

——落实一批实实在在的降本增
效政策。我们在国家规定幅度内把法
定税率降到最低水平；适度降低社保缴
费名义费率；进一步清理规范涉及民间
投资管理的涉企收费。

——更大力度地清理一批行政审
批和政务服务事项。

为创新型企业服务不能
“一张方子，包治百病”

记者：如何为创新型企业营造更好

的发展空间？

陈吉宁：北京民营经济最显著的特
征，就是以中关村企业为代表的创新型
企业。对它们的服务，不能“一张方子，
包治百病”。

——做好政策引导，布局硬技术和
深技术。去年，我们设立了北京市科技
创新基金，支持民营企业深耕硬科技、
黑科技、深科技。

——完善创新生态。去年以来，我
们着力搭建各要素的融合与服务平台，
促进科学家、企业家等的深度合作，加
强产学研交叉合作。

——降低企业成本。在土地上，我
们努力降低高精尖企业产业用地成本。

——提供应用场景。去年 12 月，
北京市在全国最早向多家民营企业发
放自动驾驶车辆测试牌照。下一步，北
京市还将围绕重大工程，推动 5G、自动

驾驶等应用场景建设。

营商环境改革：这是一场
自我革命

记者：最新发布的世行营商环境报

告，北京营商环境改革成效受到高度认

可，其主要特点有哪些？

陈吉宁：普惠性的营商环境是对民
营企业的最大支持。营商环境好了，中
小微企业最受益。这是一场系统的、深
刻的自我革命。首先是转变观念。再
者是对标国际规则，强化法制化和标准
化建设。还有就是新技术的应用，让办
事像“网购”一样方便。

（据新华社北京11月 12日电）

新华社北京 11月 12 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陆慷 12 日宣布：应巴
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
和总理奥尼尔、文莱达鲁萨兰国苏
丹哈桑纳尔、菲律宾共和国总统杜
特尔特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11 月 15 日至 21 日对上述三国进

行国事访问，并在巴新同建交太平
洋岛国领导人会晤。其间，应巴布
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理奥尼尔邀
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11月 17
日至 18日出席在巴新莫尔兹比港
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习近平将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并对巴新、文莱和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

精准制导 用创新为民企赋能
——访北京市市长陈吉宁

□本报记者 王俊霞 本报通讯员 李佼洁

华灯璀璨，霓虹闪烁，都市的夜晚
令人沉醉。祥和温暖的万家灯火更勾
勒了高楼大厦的壮美轮廓。有这样一
个团队，他们看到灯火辉煌的城市夜
景，听到企业车间内传来的轰鸣，格外
地欣慰，格外地自豪。因为是他们，点
亮了一座座城市，为一家家企业送去了
光明与动能。这个团队来自河南博元
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元
电力）。15年来，他们用真诚的态度、
可靠的质量、专业的能力，为河南经济
发展、城镇化建设作出了不菲的贡献，
成就了河南电力配套服务的行业先锋
地位。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博元电力能够在持续服务于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中获得成长，正源于不
断培育了企业的创新服务能力。

视质量为生命，创新服务内涵

质量，对于企业来说，永远是赢得
市场的法宝。

博元电力自2003年创立至今，始
终视质量为服务社会、谋求公司生存
与发展的初心，提出了“做服务质量最
好的专业电力配套服务企业”的发展
愿景，并以“真诚、专业、价值”的核心
价值观为指导，沿着质量立企的发展

战略，躬耕市场，砥砺前行。
抓质量，首先抓团队建设。专业素

质是确保公司服务质量的前提保障。
公司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文化，吸引了
一大批电力施工设计、设备安装与经营
管理人才的到来，300多人的企业中，注
册建造师就达50余人，其中，中级以上
职称专业技术人员占公司总人数的
80%以上，从事电力配置设备和安装技
术人员又占公司总人数的80%。

抓质量，要抓企业服务标准化管
理。职业化团队的锻造，必须以管理
标准化、流程标准化、执行标准化为基
础。多年来，公司持续灌输“服务质量
大于天”的管理理念，持续强化精细化
管理制度的落地执行，“博元电力标
准”已成为电力配套服务行业的一个
口碑。公司电力工程配套系统安装遍
布河南省各个行业领域，工程优良率
95%以上，合格率 100%，赢得了社会
各界高度认可。2015年，博元电力荣
获“河南省质量兴企科技创新型最具
信赖品牌企业”荣誉,2017年，又获得

“郑州市建筑施工企业AAA级信用企

业”，正是公司质量立企的生动体现。
抓质量，更要抓公司治理。先进的

公司治理机制，不仅是公司可持续健康
发展的需要，更是企业按照规范流程抓
好服务质量建设的机制保障。为此，
2015年，博元电力成为河南省第一家
电力配套服务商登陆新三板，成为电力
配套服务行业公司治理先进的企业。

视技术为根脉，创新服务能力

创新服务质量，需要专业技术支
撑，培育并建设立足于创新服务的专业
能力是博元电力矢志不移的发展目标。

服务依赖先进的技术。15年来，博

元电力持续不断地加强技术能力建设，
成为河南省为数不多的河南省电监办颁
发的承装二级、承修一级和承试一级资
质的电力安装施工企业，是河南省唯一
一家拥有齐全的、完整的电力仪器仪表
实验室的企业，特别在电力的施工安装
和电力的检测试验、运维等方面始终引
领着河南省电力配套服务行业的潮流。

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博元电力在河
南省技术中心研发平台基础上，整合郑
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等院校相关学科资
源优势，成立了河南博元电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技术中心集中攻关
满足市场需求的适用性技术，取得了JP

柜、智能电气接点温度无线监测装置、新
型封闭式低压配电箱等多项科研成果。
技术成果投入生产后，较大幅度地提升
了公司的创新服务能力，更增强了公司
的市场竞争力。

2017年，周口扶沟110kV输变电
项目，获国家电网流动红旗称号，新庄
新苑供配电，电力专科学校 220kV变
电站等项目，是博元电力技术支撑、服
务制胜的典型案例。

视转型为机遇，创新服务本领

在传统配电服务领域耕耘了 15
年的博元电力，并没有满足于自身取
得的行业优势地位。博元电力董事长
孙军伟始终认为，企业因时而生，因
势而兴，必须始终把服务社会，创造价
值作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第一责任。
在经济发展转型之中，企业必须跟随
政策与市场变迁，视转型发展为机遇，
谋取服务社会的新本领。

2016年，国家打破电力行业几十

年的准入限制，给予民营企业准入的
机会。博元电力抓住国家电力改革的
机遇，主动作为，参与编制了郑州航空
港区电力改革试验区可研性报告，与
港区政府、华能集团、北京科税等达成
战略协议，成立郑州航空港兴港电力
有限公司，成为民企参与河南电力改
革试验的排头兵。

随着新能源的兴起，更将在世界能
源供应与生产领域发起一场能源革命，
能源发展的新趋势已成气候。博元电力
决定实施转型发展，提出了新能源发展
战略。2018年3月，博元电力成为河南
省第二批充电设备运营商目录企业，开
始进军充电设备安装领域。为打通新能
源供应与生产链，博元电力与广西桂东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河南桂东电
力有限公司，一起进入河南新能源开发
领域，抢占市场高地。眼下，博元电力转
型发展的步履稳重而矫健。

新时代，新使命，新起点。我们有
理由期待，对于站在能源变革前沿的博
元电力，始终坚守以创新服务为信念，
以服务能力建设为重点，在配售电业务
两端，牢固树立起为客户创造效益，为
经济提供动能，为社会送去温暖的服务
理念，必将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河南省电力企业“创新发展先进单位”入围企业风采录

博 元 为 原 河
南省地方税务局
建设供配电工程

创新服务 点亮美丽都市
——河南博元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新发展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