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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几天时间里，

心无旁骛、争分夺秒为改

革发展“把脉问诊”，为未

来一年谋划方向，也是在

不断接受人民的检阅。不

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时

刻“在状态”，才能把会开

好，在这万众瞩目的“年

检”中得好评、有所获。

2019年 1月 18日 星期五
组版编辑 薛迎辉 美编 张焱莉04│

2019河南两会特刊

热点关注

代表委员视点图说两会

▶1月 17日，出席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们继
续认真审议政府工作报告。⑨6 本报记者 郭宇 摄

▼1月 17日，参加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委员们围
绕政府工作报告进行讨论。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摄

两会漫议

□刘婵

一位省两会现场的速记员在朋

友圈写道，发言超级热烈，四个小时

不停歇，堪称史上最累的一次速记工

作；一位政协委员感叹，今年省两会

大家伙儿都很“在状态”，认真的代表

委员“自带流量”；郑州街头的电子阅

报栏前，很多市民不顾凛冽寒风，驻

足观看两会直播……从会场内到会

场外，从代表委员到广大人民，贯穿

上下的这股劲头着实让人觉得提神、

给力。

人在状态，会才能开出效果，好

会风也就不请自来。有人把两会比

作一年一度的“年检”，不无道理。代

表委员提交、展示这一年的调研成

果、提案议案，特别是今年还设置了

代表委员通道，现场回答记者提问，

这本身就是对履职能力的检验。在

短短几天时间里，心无旁骛、争分夺

秒为改革发展“把脉问诊”，为未来一

年谋划方向，也是在不断接受人民的

检阅。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时

刻“在状态”，才能把会开好，在这万

众瞩目的“年检”中得好评、有所获。

心态决定状态，态度成就高度。

代表委员大多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

各个队伍的领头羊，把开两会的这种

状态，带到日常工作中，就会开足马

力、大有可为。要完成今年 GDP 预

期增长 7%—7.5%的目标，加快提升

创新发展水平，继续全力拓展四条

“丝路”，确保 14个国定贫困县脱贫摘

帽……在中原更加出彩的征程中迈

出更大步伐，你我都要争当坚定者、

奋进者、搏击者。

亚洲杯足球赛激战正酣，绿茵场

上不仅比技术、比战术，更比状态、比

精神。改革发展，同样是与时间竞

争、与问题对抗、与自己较量。在这

场艰难而伟大的比赛中，只要我们始

终奋发有为、敢闯敢干、开拓进取，就

一定能赢得最后胜利，创造属于我们

的光荣。3

□本报记者 石可欣

“我从事律师职业 30多年了，对
群众追求公平正义的强烈愿望，有
着很深的体会。”1 月 17 日，省人大
代表、河南名人律师事务所主任董
振杰说，尤其是当困难群体的权益
受到侵害时，这种需要和愿望就更
加迫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董振杰表示，维护公
平正义，是律师这个职业应有的责任

和担当，更是它应有的价值追求。
法律援助是我们国家的法律救

助制度。董振杰讲述了一起让他印
象深刻的工伤索赔案件。一名农民
工在煤矿井下受了重伤，家里人没有
能力出面索赔。他通过提供无偿援
助服务，历经劳动争议仲裁、管辖权
异议、诉讼上诉到强制执行，最终帮
助农民工获得了赔偿，有了后续治疗
的费用保障。“尽管一年多的奔波十
分辛苦，但看到当事人正当权益得到
维护，我感到十分欣慰，也感到律师
职业的神圣。”董振杰说。③9

□本报记者 孙静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省将进一
步放宽市场准入，拓展开放领域；打造
平台载体，提升开放水平。开放，为内
陆河南打开了崭新的发展空间。改革
开放再出发，全省如何进一步扩大高
水平开放，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带动
资金、人才、观念的流通，从而为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省两会期
间，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代表、委员。

“作为内陆省份，河南通过开放破
除了‘不沿边、不靠海、不临江’的发展
瓶颈。目前，我省空中、陆上、网上、海
上四条‘丝绸之路’统筹推进，成效明
显，也为更高水平开放奠定了基础。”
省人大代表、河南城建学院院长王召
东一直关注全省外向型经济发展。他
认为，扩大高水平开放，除了进一步依
托四条“丝路”畅通开放通道外，还应
着重推进“四区”建设，夯实全面开放
的基石。

王召东说，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的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在
去年分别创了新高，发展势头强劲；河
南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逐
步释放，政务、监管、金融、法律、多式
联运五大服务体系稳步推进；郑洛新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及郑州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验区主体不断壮大，实力
明显提升，“只要持之以恒推动‘四区’
联动发展，充分发挥创新、开放高地的
政策优势和产业引导功能，就能带动
全省改革开放整体进程不断加速，进
一步激活资源禀赋和市场活力，为全
省高水平开放添动力。”

在省政协委员、省交通投资集团董

事长程日盛看来，推动物流产业高水平
发展，将是扩大全省高水平开放的一个
重要抓手。“我省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
优势，但在物流产业尤其是多式联运方
面，仍需快马加鞭先人一步。”程日盛
说，省交通投资集团正在加快转型，主
要业务将从以高速公路建设为中心，转
到与铁路、航空等部门联合，构建全省
多式联运物流体系上来，“多式联运的
快速发展，在为我省企业大幅降低物流
成本的同时，必将更大程度凸显河南在
我国乃至世界上的物流枢纽和通道优
势，吸引更多国际知名公司在河南投资
或设立分拨中心，从而为全省开放聚集
更多的资源。”③8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 通讯员
肖雨桐）“预计春节过后，河南的无人
机基站就能和大家见面了。”1月 16
日，出席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省
人大代表、中国联通河南省分公司总
经理韦海波，向记者介绍他们即将引
进的无人机基站。

韦海波说，大家可能见惯了铁塔
或者电线杆样式的通信基站，在一些
场合也会见到应急通信车的身影。
但遇到交通不便，或者遭遇自然灾害
导致交通受阻时，应急通信车难以到
达；另外，应急通信车的天线高度也
受限，很难实现较大面积的信号覆

盖。这时候无人机基站就可以派上
用场，为减灾抗灾工作提供无线通信
服务。

“无人机基站通过在空中悬停
或盘旋，实现对目标区域的信号覆
盖 ，通 信 时 间 可 以 持 续 一 两 个 小
时。”韦海波表示，河南联通订购的
第一台无人机基站即将交付，预计
今年春节过后就能进行测试并投
入使用。今年，河南联通将进一步
落实提速降费要求，加强通信保障
能力，并继续在防灾救灾、电商扶
贫、大数据服务等方面积极发挥作
用。③5

时刻“在状态”

积极提供法律援助
努力维护公平正义

无人机基站将亮相我省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两会花絮

□本报记者 栾姗

面对“战略机遇期”的大势，加快
发展时不我待，动能转换机不可失，区
域竞争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贯彻落实
“八字方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经济提质增效。

河南正处于爬坡过坎、提质升级、
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各种机遇和
积极因素在加快集聚，保持经济平稳
运行，可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留出更
多空间。如何将政府工作报告的工作
安排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代表委员
就此话题展开热议。

巩固“去降补”成果

巩固，就是要巩固“三去一降一
补”成果，加大破、立、降力度，重点是
处置“僵尸企业”。

省政协委员、省政府国资委党委
书记胡广坤说，国有企业发展的痛点
是“僵尸企业”，改革的关键也在“僵尸

企业”。去年全省共处置“僵尸企业”
1124家，超额完成目标任务。下一步，
省政府国资委将联合相关部门做好破
产清算、债务化解、职工安置等工作，
推动产能过剩产业加快出清。

省政协委员、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副
总经理巩国顺说，作为省管企业的管理
者，深深感受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企
业带来的巨大变化。近年来，集团累计
关闭煤矿32对，退出产能854万吨，最
终实现扭亏为盈，同时非煤产业利润首
次超过煤炭产业，成功实现转型。

增强微观主体活力

增强，就是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
发挥企业和企业家能动性，破除各类
要素流动壁垒，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
劣汰，发展更多优质企业。

省人大代表、郑州威科姆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贾小波说，阿里云ET城
市大脑在全球范围内已有杭州、吉隆
坡等 11个城市先后落地，并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回想当初马云建立阿里云

时候的困难和魄力，贾小波说，最大的
挑战是企业自身，一定要走出舒适区，
成为勇于创新的勇敢者。

省人大代表、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
耿明斋说，经济形势纷繁复杂，但是信
心上行。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企业
发展高质量，不仅需要政府创造条件，
更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能“等靠要”。
市场活力来自人，特别是来自企业家，
来自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核心，
就是敢于尝试、大胆创新。

提升产业链水平

提升，就是要提升产业链水平，注
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
竞争优势，发展壮大优势产业集群。

省人大代表，上汽集团乘用车郑州
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丁波说，新能
源汽车是汽车产业的发展趋势，如果河
南跟不上这个趋势，就会被市场淘汰。
河南已经具备非常优越的区位优势，又
拥有宇通、日产、海马等良好的汽车产
业发展基础，如果抓住新能源及网联汽
车的突破口，提升整体汽车产业链水
平，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将大有可为。

省政协委员、省汽车行业商会会长
苏郑宏说，新兴产业代表着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是培育发展新动
能、增强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我省汽车、
工业机器人产量在全国占比不高，要突
出创新引领作用，坚定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我省在国内
外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地位。

畅通供需环节梗阻

畅通，就是消除生产、流通、分配和
消费等主要环节上的梗阻，加快建设统
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形
成市场需求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
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省人大代表，洛阳市委副书记、市
长刘宛康说，我们通过抓格力智能制
造产业基地、洛阳地铁 1号线、隋唐洛
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园等一个个项
目，形成倒逼力量推动产业、动能、城
市、生态、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六个转
型”，为洛阳经济发展高质量提供有力
支撑。

省政协委员、省总工会副主席郑
伯阳说，畅通供需环节梗阻，尤其要深
化金融改革创新，加快建设多元化融
资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疏通金融
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为经济发展高
质量引入更多源头活水。③9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代表委员热议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霍鑫 任燕

1 月 14 日，驻马店上蔡县青海—
河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简称

“青豫直流工程”）施工现场，电力建设
者正冒着严寒加紧推进工程前期工
作，为后续大型机械、车辆进场做准备。

“这条大动脉投运后，每年输送的
清洁电力可减少我省燃煤消耗 2500
多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7000 多万吨，
对大气污染防治起到重要作用。”省电
力公司特高压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人
李应文说。

去年以来，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不断加快电网建设步伐，持续优化网
架结构，织就坚强智能电网，为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输送优质电能。同时，聚
焦民生实事，主动作为站排头，积极助
力环保攻坚、脱贫攻坚，为中原更加出
彩作出应有贡献。

精心筑强网 经济发展动力足

我省能源结构长期以煤为主，煤
炭储量却仅占全国的2.4%。保障能源
安全，关乎全省的可持续发展。作为
能源空中走廊和快速通道，加快特高
压电网建设，扩大外部电力接纳规模
十分必要。

青豫直流工程是继 1000 千伏晋
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交流试验示
范工程和±800千伏天中直流输电工
程之后，我省第三条“外电入豫”大通
道。该工程投资231.5亿元，额定输送
容量 800 万千瓦，达到产能后每年可
向我省输送清洁电能 700 多亿千瓦
时，约占全省全社会电量的八分之一。

一项项特高压工程的落地，为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而各
等级电网的协同发展使河南电网更加
安全高效、绿色低碳。

千万条银线联通千家万户、点亮
万家灯火。去年，省电力公司连续第
四年保持了 300 亿元以上的投资规
模，投产35至 500千伏工程285项，线
路长度达到 3200多公里、变电容量达
到近 2000 万千伏安。以 500 千伏鹤
壁变电站和 220千伏卢氏输变电工程
投运为标志，我省实现地市 500 千伏
变电站、县域220千伏变电站全覆盖。

此外，蒙华铁路、郑万高铁等 20
项电铁配套工程全部开工建设，驻马
店东、洛阳东等 500 千伏重点工程有
序推进。

电网坚强了，电力保障更加有
力。去年夏季，河南电网五创历史新
高，最大负荷达到 6364 万千瓦，相当
于比 2017 年峰值增加一个洛阳市的
负荷总量。在电力部门努力下，去年
迎峰度夏期间，我省电网保持了安全
稳定运行，没有出现限电情况。而当
台风“温比亚”来袭，豫电铁军更是“雷
霆出击”，短短两天内恢复所有因灾受
损线路，台区实现正常供电，为灾区
200多万户群众送去光明。

通了致富电 脱贫路子宽又广

临近年关，位于大山深处的三门
峡卢氏县南峪沟村，村民陈长银正在
张罗着加工山茱萸和菌菇袋料。

“线粗了、电足了，电烤炉、烘干机都
派上了用场，今年一口气种了13000袋香
菇、300棵山茱萸，全家人均年收入不少
于7800元（超过脱贫标准两倍）！”他说。

三年来，卢氏县供电公司先后4次
对南峪沟村电网进行升级，全村户均
用电容量由0.78千伏安提高到3.28千
伏安。目前，村里规模化香菇种植户
增加到45家，脱贫致富不再是难题。

建好一张网，拓宽脱贫路，南峪沟
村只是一个缩影。去年，省电力公司
投资96亿元，完成剩余13个贫困县以
及 249个贫困村、全部 1235个深度贫
困村电网脱贫改造任务，圆满实现“贫
困县电网改造整体进度比脱贫计划提
前一年、贫困村提前半年完成”的“两
提前”目标。

不断坚强的农网、持续提升的供
电质量让贫困户过上了新生活。固始
县柳树乡何岗村电网改造后，当地村
民自发编了一段顺口溜：“电网升级不
简单，能纳凉，能做饭，能看电视能浇
灌，人民群众给点赞。”

点赞的还有洛阳市宜阳县香鹿山
镇东韩村村民陈强利。在这个农业生
产靠天吃饭、村集体经济几乎为零的
贫困村，他已经靠着蔬菜大棚种植摘
下了“贫困帽”。

洛阳供电公司驻东韩村第一书记
余立平因地制宜、精准扶贫，根据村情
发展特色沟域经济。目前，该村贫困
发生率降至 0.73%，村民们称他为“脱
贫致富领路人”。

脱贫攻坚始终需要这样的领路

人。目前，省电力公司系统共计选派
184 名驻村第一书记开展定点帮扶。
经过奋力攻坚，截至去年年底，该公司
111个定点帮扶贫困村中49个已经脱
贫，39个村通过县级脱贫摘帽自评，助
推1万余户、3.5万人顺利脱贫。

光耀中原，温暖人心。省电力公司
积极开辟光伏扶贫项目绿色通道，去年
共计保障全省3621个、80.29万千瓦容
量光伏扶贫电站并网，并加强与税务部
门沟通，实现上网电费全额支付。

治污方法多 环保民生两兼顾

已是隆冬时节，我省多地迎来降
雪天气。1月 14日，安阳县张薛庄村
村民郝海彬家中暖意盈盈，两个月前
安装的空气源热泵热风机正在供暖。

“节能环保，取暖效果也不错，得感谢
‘煤改电’。”他说。

冬季取暖一头牵着百姓冷暖，一头
系着白云蓝天。配合“煤改电”这件民
生实事，省电力公司在配套电网工程建
设方面投资 57 亿元，建设 10 千伏至
220千伏工程项目 3674个，共惠及全
省 116.8 万户用户。按每户取暖电量

1300千瓦时估算，预计今冬明春可减
少散煤消费约121.5万吨，减排二氧化
硫约2125吨、氮氧化物约76吨、PM2.5
约106吨。

少排放、少燃煤还意味着需要大
力优化能源供给结构。省电力公司不
断提升区外供电比例，去年吸纳省外
电量 444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
的 13%，并连续多年全额消纳省内清
洁电源，未发生弃风、弃光、弃水现象。

“治污和发电同为燃煤电厂的责
任，配合电力调度部门实施‘绿色’排
放，早已成为我们的工作重点。”河南
华润登封电厂负责人梁文亚表示。

据介绍，电力部门以燃煤发电机
组排放监管等作为重点，持续实施绿
色调度。来自省电力公司调度控制中
心的一组数据显示，去年，全省统调燃
煤电厂三项大气污染物的平均排放浓
度分别仅为规定值的 25.6%、48.8%、
63.8%，均远低于国家规定的超低排放
浓度，绿色调度成效显著。

打好组合拳，治污方彻底。利用
相关政策，省电力公司积极推进燃煤
自备电厂高效替代工程，配合政府部
门完成落后煤电机组年度关停任务，
配合发电企业完成 980万千瓦机组升
级改造，优化供热机组监控工作，确保
治污供暖两不误，切实保障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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