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提升传统支柱产业在
全国、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转型，让产业在智能化改造中提
质增效——

走进三门峡戴卡轮毂有限公司
联合车间，仿佛置身一个“机器人的
世界”，这里有46台机器人、113台机
械手。繁忙的自动化生产线上，几乎
见不到操作工，一只只银白色的轮毂
在机器人手中上下翻飞，识别、打孔、
刮边、喷涂、扫码出库。

引进“工业4.0”理念，戴卡轮毂实
现了生产过程由自动化向智能化的转
变，成为国内铝合金轮毂轻量化高技
术的典范。“原材料从车间一端进来，
精美的轮毂从另一端装车出厂。每天
生产 2万余只轮毂，几乎零库存。”戴
卡轮毂信息中心主任李海波说。

设备换“芯”触“网”，“机器换
人”，智能化、信息化改造引发一系列
的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与传统轮
毂 相 比 ，戴 卡 轮 毂 重 量 轻 12% 至
15%，强度却提高了15%。在戴卡轮
毂的带动下，三门峡铝合金轮毂年生
产能力逾 800万只，极大推动了铝精
深加工业的发展壮大。

智能化改造正在为三门峡产业转
型升级插上有力的“翅膀”。不光在戴
卡轮毂，在中原黄金冶炼厂、金城冶
金、骏通车辆等众多企业，机械手、机
器人等全程智能化控制系统“大显身
手”，推动产品在中高端市场上“站定
脚跟”，稳步走向“微笑曲线”两端。

转型，让产业在拉长链条中实现
跨越——

豫西“百里煤城”义马，煤在不同
的产业链条中实现着“生命的蜕变”。

在河南开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左手拿一块黑煤炭，右手拿一
件洁白的毛衫。如果不做解释，你无法
想象，毛衫的原材料竟然就是煤炭。

“我们拥有‘煤—甲醇—丁二醇
—PBT’完 整 的 产 业 链 ，纺 丝 级 的
PBT就能做成毛衫。”开祥化工副总
经理、总工程师和进伟说，通过推动
传统产业实现产业链再造和价值链
提升，产品附加值提升了上百倍。

河南能源义马煤业综能公司的
甲醇蛋白产品展区，木聚糖酶、脂肪
酶等食品添加剂和甲醇蛋白纤维及
纤维纺丝琳琅满目。而这些高附加
值的产品都是经高灰、高硫劣质粉煤
就地转化衍生出的高新煤化工及煤
生化产品。

这是三门峡探索煤及煤化工产
业转型创新的生动实践。目前，义马
市建成了义马气化厂、开祥化工和义
煤综能三大龙头企业，各自发展了煤
气化副产品延伸加工产业链条、甲醇
精细加工产业链条、甲醇蛋白为主的
煤化工产业链条，正在延伸产业链、
开发新的煤基化学品，把三门峡建设
成为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煤及煤化
工产业基地。

经济发展从傻大笨粗向高精尖特
转变，是时代的必然。顺应时代大潮，
通过技术改造、智能化改造、绿色改
造、延链补链等手段，三门峡传统产业
的“老桩”，正开出高档次的“新花”。

动能转换：
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

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转型不放
松。“坚持转型创新发展，三门峡的经
济正在发生一系列标志性、转折性、
趋势性的变化。”三门峡市市长安伟
如是感叹。

而这种变化在“新旧动能转换”

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新动能在培育“新产业”中不断

成长——
在产业发展上，三门峡“喜新恋

旧”，依托旧有优势，不断布局新的产
业风景。

立足河南，放眼全国乃至世界，
三门峡积极拓展“黄白黑”全产业链，
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在领域内的竞争
力和话语权。

每当夜幕降临，三门峡高铁南站
对面的“黄金硅谷城”流光溢彩、熠熠生
辉。未来这里将着力打造集黄金珠宝
创意、创业、创想、创游的“四创空间”，
打通黄金勘探、开采、冶炼、加工、设计、
贸易、金融的全产业链，把三门峡建设
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黄金之都”。

黄金伴生有价金属铜在三门峡
焕发生机，铜产业链向电子信息材
料、新能源等方面延伸，“中国铜箔
谷”在灵宝正孕育而生。

进退之间，铝产业活力迸发。
“退”是控制氧化铝、电解铝产量；
“进”是延伸产业链，大力发展高精铝
板带箔、食用铝箔、电子铝箔、发动机
零部件、轮毂等高端铝精深加工产
品，向价值链高端迈进。

新动能在注入“新血液”中逐步
累积——

血气充盈方能动力充沛。三门
峡着力疏通两条“血脉”，一条是大力
招商引资，引进外部活力；一条是开
展“效能革命”，激发内生动力。

这两年，三门峡与央企合作频结
硕果，成功引进中建、中金、航天科工、
国投、中青旅等32家央企到三门峡投
资，已开工项目34个，总投资528.8亿
元。国投在三门峡牵头投资 51亿元
兴建的新型黄金冶炼企业金城冶金在
灵宝投产，日均可实现2000吨复杂难
处理金精矿多金属综合回收加工，生
产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了各类
企业深耕本土、扩大投资的积极性。
总投资 28亿元的宝鑫电子年产 4万
吨动力锂电池负极专用铜箔项目一
期工程试车成功；总投资 10亿元的
骏通公司年产 1 万辆专用车辆项目
正在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

新动能在结构“新变化”中日益
凸显——

观察经济运行，既要看速度、看总
量，更要看结构、看效益。三门峡的经
济结构持续优化，今年前三季度，三次
产业结构比调整为 5.7∶57.9∶36.4，好
的因素在积累，好的态势在持续。

工业经济中“双高”产业在快速
发展。今年前三季度，全市新增高新
技术企业 21家，同比增长 56.4%，高
新技术产业和高成长性制造业对工
业增长贡献率达到56.9%。

投资的“助推器”作用更加有力。
工业投资中，附加值低的采选业投资
增速普遍较低或负增长，而附加值较
高的制造业投资增速不断攀升。两年
来，三门峡市谋划重大项目415个，总
投资 3953 亿元；其中，2018 年在建
221个，总投资 1700亿元，为推动新
旧动能转换集聚了磅礴力量。

“转型创新发展的成效已初步显
现，后劲会持续释放。只要敢闯、实
干，什么奇迹都会发生！”对三门峡的
未来，刘南昌充满信心。

扼守豫西，环抱群山，依偎黄河，
三门峡的冬天比河南其他地区来得
早，也冷得多。但，因转型创新发展
而焕发的生机与活力，让古老的崤函
大地“暖意渐浓”，更让这里的人们心
生希望，奋勇前行！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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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中原行

争做 河南人

支持民营企业在行动

□本报记者 童浩麟

“焦书记当年攒着‘三股劲’，带领
全县人民除三害，感染和影响了几代
共产党人，今天，我们更应努力发扬光
大。”11月 28日，记者来到兰考县水利
局的时候，局长孔德成正在与副局长
杨强一对一谈话。这种定期定向的分
级谈心活动，已成为兰考县各级党组
织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的常态工作。

近年来，兰考县委、县纪委监察委
大力弘扬传承焦裕禄精神，把党的政治
建设摆在首位，以正风肃纪为重点，狠
抓党员干部队伍作风建设，以党风政风
持续好转，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服务保障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
态。兰考县委县政府在制定下发《关
于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的实施
办法（试行）》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广
大党员紧紧围绕保证全党服从中央、
做到“两个坚决维护”这一党的政治建
设首要任务，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转化
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兰考县委办
公室副主任郭金良告诉记者：“全县各
级党组织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
政治责任，在全县形成了知敬畏、明底
线、守纪律的良好政治生态。”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
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今年以来，
兰考县委、县纪委深化“四风”整治，紧扣保
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坚决
查处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说起来重要、
喊起来响亮、做起来挂空挡”的行为，以钉
钉子精神打好作风建设持久战。截至目

前，兰考县纪委监察委共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37件，处理38人，其中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24人，组织处理14人。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
机制。今年以来，兰考县委、县纪委按照
党中央关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的决策部署，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
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
受贿行贿一起查，持续强化不敢、知止氛
围，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截至目前，兰考县纪检监察系统共处置
问题线索332件，立案183件，结案170
件，党纪政务处分209件。

扎实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促作风转
变，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从2017年 7月起，兰考县按照中纪委、
省纪委的安排部署，开展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兰考县纪委副
书记、监察委副主任李建平说：“在开展
专项治理过程中，县纪委监察委把严肃
惩治‘蝇贪’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以干
部作风扎扎实实的好转，兑现党对人民
群众的庄严承诺。”今年以来，全县共查
处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44件，处理43人，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 29人，组织处理 14人，问责 1
人。随着工作的深入，基层政治环境风
清气正,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在下一步工作中，县纪委监察委将
继续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
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着力
加强党的建设，深化监察体制改革，持之
以恒正风肃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着
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兰考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于庆表示。③9

□本报评论员

“有法官如斯，是人民之荣幸；有

党员如斯，是党员之楷模！”“朴实无

华的好法官，‘出彩河南人’的代表。”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立案二庭

原副庭长李庆军的事迹经报道后，网

民纷纷留言，像李庆军那样，争做出

彩河南人。

何谓出彩河南人？就是葆有热爱

河南的家乡情怀，建设河南的责任意

识，献身河南的精神境界。李庆军身

上就体现了这些优良品质。他积劳成

疾、身患重病，仍以顽强毅力默默坚

守，用生命书写着对党的忠诚和对全

面依法治国的忠实践行。他像善待亲

人一样善待百姓，即使标的额仅 3500

多元的劳动报酬争议案，他也认真审

理，查明真相，让当事人打心眼儿里接

受处理结果。他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一有时间就钻研审判前沿课题，以精

湛业务守护公平正义。他甘于奉献，

生命最后的 8 个月，个人结案 121 件，

是全庭办案最多的法官，重病住院做

检查和透析时还忘我工作……李庆军

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

华章，展现了出彩河南人的高尚品质。

“一个好法官，不仅仅是讲述了

一个好人故事，更是坚定了群众对公

平正义的信仰。”正如网民所说，李庆

军的出彩，为法治大厦垒上一块坚固

的砖石，为社会和谐添上一抹温暖的

色彩。从李芳、张玉滚、赵超文……

到李庆军，他们是新时代中原更加出

彩实践中涌现的突出个人，是层出不

穷出彩河南人的杰出代表，也是伟大

愚公移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

精神的当代传承。

社会机体的活力四射，离不开一

个个细胞的动力支持。改革开放站

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新使命、新征

程需要个个争先、人人出彩。以忠诚

扛起责任，以爱民服务群众，以敢为

天下先的勇气矢志改革创新，平凡的

岗位上也有无限风景，平凡的人生也

将奏响华美的乐章。一个个出彩工

人、出彩农民、出彩干部、出彩科技工

作者、出彩教师……涓滴汇河海，累

土积高山，中原更加出彩的伟大事业

必将磅礴前行。2

□新华社记者 王丁 李钧德 刘怀丕

跨境电商模式被全国复制、综保区进出口总值全国
第一、机场国际货运量等多项指标居全国第四……近年
来，借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郑州发挥区位居中优势，
建设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正朝着

“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

家门口的“世界超市”

法国红酒、韩国美妆、澳洲奶粉……在郑州中大门国
际购物公园里，有全球77个国家和地区的10万多种商品
可供顾客任意挑选。“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全世界的好东西，
还能马上提货，早知道这样方便，我就不用再到网上下单
了。”逛了中大门国际购物公园，市民王先生感慨地说。

海淘立等可取，依托的是郑州在全国首创的跨境电
商保税备货模式。“跨境购物原来没有半个月哪能收到
货，我们把收货时间降低到了 3天，又从 3天缩短至 3分
钟，且商品质量全程可追溯。”河南保税集团董事长刘杰
说，郑州模式被海关总署赋予“1210代码”推广后，逐渐成
为全国跨境电商的主导模式。

数据显示，河南保税物流中心2017年进出口包裹量达
7465.94万单，同比增长62.24%。园区吸引集聚了网易考拉
等1200家企业，进口货源地覆盖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
地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业务关联企业4万多家。

从“查包裹”到“管企业”

消费者收货快，离不开监管部门的创新。当前，郑州
海关通关处理能力实现每秒1000单，日峰值处理能力可
达500万单，并对跨境电商相关企业实行精准监管。

郑州海关驻经济开发区办事处副主任李晓芸说，郑州
海关对跨境电商从“以货物为单元”的逐票监管转变为“以
企业为单元”的守法监管，进一步提高了通关效率。

“在菜鸟全国仓库中，我们的发展速度名列前茅，这
得益于郑州高效的跨境电商政策制度环境。”菜鸟保税仓
服务商河南跨境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冰说，今年已
入驻商家400多户，进口额达2亿多美元；预计明年还要
入驻商家三四百户，进口额能达到4亿美元。

郑州新郑综保区场站运营主体仁宏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负责人许平说，得益于政府的高效服务和便捷的物流，
新郑综保区吸引了大型电商企业纷纷入驻，东南沿海的

航空物流型跨境电商货源也向郑州集中。

“空中丝路”通全球

近年来，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等国家
战略支持下，有着“中国铁路心脏”美誉的郑州，逐步向以航空为主导的国际性综合
枢纽升级。郑州机场成为国内进口指定口岸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内陆机场。

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全货机航线 34条，通航城市 39个，周计划航班量超过
110班，国际地区全货机航线数量、航班量、货运量位居全国第4位，仅次于北京、
上海、广州三座城市。“郑州机场2017年进出口货值达2092.8亿元，占到河南全
省进出口总值的 40%，已成为带动郑州、河南乃至中原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引
擎。”河南省机场集团董事长李卫东说。在郑州机场的助力下，2017年郑州外贸
进出口总值位居中部省会城市第一位，河南首次突破5000亿元、居中西部第一。

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马懿表示，发挥枢纽优势，以国际物流枢纽为
带动不断扩大国际经贸合作，通过“买全球卖全球”，以全方位的开放，推动经济
转型发展，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门户城市，建设国际枢纽之城，是郑州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最应突出和强化的战略路径。 （据新华社郑州12月 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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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清风正气助推富民强县

改革开放 40 年，我省民营经济从小到

大、由弱到强，一大批民营企业逐步壮大，成

为促进经济发展、创造税收、吸纳就业的重要力量。本报今

起开设专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反映我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做法和成效，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③8

开栏的话

立足本职争出彩
——学习新时代好法官李庆军之一

□本报记者 周青莎

“感谢大家给庆军这么高的评
价，也感谢媒体对庆军的关注，每一
篇报道我们都是流着泪看完的。”12
月 17 日，李庆军的妻子马凤实看到
《河南日报》一版再次报道李庆军的
事迹后，给记者打来电话。

“这辈子没有嫁错人！”

共同生活 28 年，马凤实对丈夫
的脾气和为人再了解不过。“庆军善
良温和，在家里从来没见他高声发
过火。”汶川地震，在单位捐款后，他
悄悄再去银行捐；上班路上给患病
的困难学生捐款……这些都是马凤
实从他日记里得知的，李庆军从来
不提。

由于法院工作的特殊性，李庆
军很少跟家人谈论案件，但是，马凤
实常常听他感叹：“今天又遇到一位
当事人，很可怜……普通老百姓不
懂法律，打官司真是不容易……”他
总是对妻子说：“我一个山里娃能当
上法官，特别知足，这个工作很有意
义，必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给他写的亲情寄语——廉
洁办案、平安一生，他非常喜欢。庆
军其实很普通，他做了应该做的事，
他的善良正直、坚韧担当，是留给我
和孩子最好的纪念。我这辈子没有
嫁错人！”

“父亲是我一生的楷模！”

儿子李然最近正在抓紧备考研究
生。受父亲影响，他也学习了法律专
业。

父亲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带病坚

持工作，虽然天天大把吃药，却从不因
为身体原因耽误工作。2014年，李庆
军由于尿酸高，痛风经常发作，疼起来
整条腿就像废了，无法行走，为此，家里
专门买了一根拐杖。“我看到母亲把生
姜放在火上烧热，捣碎后用毛巾裹着
敷在父亲脚上。去单位上班时，父亲
不愿意拄拐杖，怕单位知道了关照他，
就穿宽松的裤子，盖住腿上的毛巾，一
瘸一拐地慢慢走。看着父亲的背影，
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就流了下来。”

父亲走后，李然更加刻苦学习，他
说：“父亲是我一生的楷模，我会牢记
他的教导，用所学让自己的人生有价
值。”

“我以哥哥为骄傲！”

李 庆 军 走 后 ，妹 妹 凤 莲 写 下
4000余字的信追忆亲人。

悲痛之余，她有些惊讶，为什么
会有这么多人悼念哥哥，赞美哥哥。

“19本日记让我知道了，哥哥多么热
爱他的工作，多么尽职尽责，也让我
明白了他为什么赢得尊重。”

李庆军是家中长子，他从小就知
道体恤父母的不易，对家里老老少少
百般体贴关心。“哥哥是个大孝子，非
常重视亲情。每年冬天，哥嫂就会把
父母接到郑州去过冬；每次回老家，
他都要把所有亲戚长辈看望一遍。”
妹妹心疼地说，“不管谁家有困难，他
都竭尽全力去帮助，可是自己身体出
了这么大的问题，他却瞒着大家，生
怕我们为他担心。”

李庆军是全家人的主心骨，晚辈们
考学、选专业等人生大事都找他商量。
他的离去，使亲人们失去了一个可依赖
的精神支柱，但是他奋斗、勤勉、踏实的
品质继续激励着每个家庭成员。③5

家人眼中的李庆军：

他是亲人们的精神支柱

□本报记者 栾姗

民间投资是我省投资的主力军。
今年以来，我省着力破除制约民间投资
进入难、转型难、成本高、融资难和审批
环节多、服务效率低的“痛点”“堵点”

“难点”问题，推动民间投资大发展大提
升，充分激发民间资本的潜力和活力。
12月 17日，省发展改革委主任何雄接
受本报记者专访，深入解读发展改革部
门优化营商环境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
力的亮点，以及下一步的工作举措。

记者：今年 7 月，省发展改革委起

草并报请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

的实施意见》，请问文件出台的背景和

主要举措有哪些？

何雄：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
工作。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部署安
排，我们会同省直有关厅局坚持问题
导向，在深入调研许昌市典型经验做
法基础上，起草了《关于优化营商环境
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的实施意见》，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从准入环境、
审批环境、融资环境、经营环境、创新

环境、政务环境等六个方面提出了 21
条措施。例如，创新民间资本进入重
点领域方式，推动民间资本有序参与
PPP项目；探索发展大数据信用融资、

“双创”金融、收益权质押融资，引导各
类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加大对民间资
本的金融支持等。

记者：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多次对促进民间投资工作进行部

署，请问我省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

取得了哪些成效？

何雄：今年以来，省发展改革委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关于促进民间投资的工作部署，
推动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取得积极进
展。今年前11个月，全省重点领域民
间投资增速加快，其中交通运输业民
间投资同比增长 16.8%，文化体育业
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30%，分别较年初
提升 8个、17.7个百分点，民间投资领
域进一步拓宽。在具体工作上，重点
抓了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深化审批
制度改革、支持民间投资项目实施、推
动民间投资转型发展、推广宣传促进
民间投资典型经验和做法等五个方面
的工作。例如，今年 9月、11月，省发

展改革委两次公开向民间资本推介重
点领域项目 229个，总投资 2782.6 亿
元；制定实施 58条降成本政策措施，
前 9个月降低企业成本 380 亿元，开
展电力直接交易16次，降低企业用电
成本54.8亿元等。

记者：请问我省下一步还将采取

哪些举措来持续推动民间投资稳定持

续健康发展？

何雄：省发展改革委近期报请省
政府印发了《关于开展促进民间投资
健康发展专项行动的通知》，并对相关
工作作了部署安排，目前正会同有关
方面抓紧落实。下一步，总的考虑是
从持续推动营商环境改善、建立项目
推介长效机制、加大民营企业融资支
持、鼓励规范参与PPP项目、深化投资
审批制度改革五个方面发力。具体考
虑有：进一步精简审批事项、优化审批
流程，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大力推行

“容缺办理”“多评合一”“区域评估”
“告知承诺”“联合审验”等创新管理模
式，建设中介服务网上交易平台，实行
在线并联办理，争取到2019年年底将
一般性企业投资项目全过程审批时间
压缩到100天以内等。③4

破解“痛堵难”点 激活民间投资
——访省发展改革委主任何雄

（上接第一版）各地各单位要把握时间
节点，紧紧盯住各个环节、各个领域的
难点重点和薄弱点，强化责任、加快进
度，切实做到抓紧抓实，确保扎实有序
做好工作。要加强组织领导，把做好
今年工作总结与谋划明年任务结合起

来，做到组织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
位，完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
系，切实把“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
抓落实、乡村具体实施”的工作体制落
到实处，凝聚起强大的攻坚合力,为中
原更加出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③4

用扎扎实实的努力
换取实实在在的脱贫成果

滚石上山勇登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