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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实体经济。
而作为国之重器和实体经济重要组
成部分的装备制造业，必须坚持创
新，努力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健康
可持续发展。

汤玉祥认为，当前，国家正在推

进高质量发展，建设“一带一路”，
正是装备制造业大有可为之机。国
内制造业经过多年的培育，在技术能
力、服务能力、质量品质方面都得以
不断提升。同时，海外市场将是可持
续增长的重要支撑和落脚点，也是推

动国内自主品牌同国际先进水平和
标准接轨，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
值链中高端，从而跻身国际装备强国
的重要渠道和舞台。

作为中国客车龙头企业，宇通
客车近年来加快“走出去”步伐，把
海外市场作为重点，目前已经累计
出口大中型客车超过 6.4 万辆。值
得一提的是，宇通不仅向海外市场
输出产品，还成功输出了技术和品
牌。“在海外市场，‘宇通模式’中
不仅有产品，还有现代化的营销团
队和管理团队。”宇通相关负责人
表示，在不少海外市场，宇通都配
有“一站式”售后服务体系，有专门
的技术经理负责提供技术支持，也
有专人负责统筹当地的营销、服务
团队，“提升宇通的品牌价值”。

“装备制造业应以广阔的全球
视野和卓越的战略远见，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居安思危，主动
迎接全球化挑战和发展浪潮。”汤
玉祥如是总结。

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大有可为

宇通客车：加快推动优势装备制造业走出去

□本报记者 杨凌

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一体化

形势下，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必须把握

优势，乘势而为，做强做优做大，加快

“走出去”布局海外市场的步伐。

“志之所趋不可阻，穷山距海不

能限。”郑州宇通客车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汤玉祥认为，在国家政策的指导

支持下，国内装备制造业需要主动拥

抱变化，推动国内自主品牌同国际先

进水平接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产

能升级，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

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

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向世界传递中

国品牌正能量，最终实现加快建设制

造强国的战略目标。”

可喜的是，宇通客车在“走出去”

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不俗的业绩，目

前，宇通客车已在“一带一路”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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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客车，刷新了中国品牌在海外市

场的新能源客车订单纪录；2018年

俄罗斯世界杯期间，服务赛事车辆数

在所有服务世界杯的客车品牌中数

量排名第一。

作为连续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汤

玉祥始终对国家宏观大计和交通运

输业发展持续关注，今年全国两会，

基于对国家大力发展实体经济、装

备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新兴产业

加快发展以及践行“制造强国”战略

等方面的观察与思考，他更是提出，

要进一步加快推动优势装备制造业

“走出去”。

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可
能一蹴而就，都是在曲折中
不断前行。

汤玉祥认为，尽管以宇
通为代表的国内装备制造业
优势企业，目前已经通过多
年的海外市场拓展积累了一
定的经验，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包
括：在一些海外重要目标市
场进展缓慢，与海外竞争对
手在项目竞标方面处于劣
势，海外市场拓展的深度和
广度都有很大不足，还未形
成真正的品牌效应。

他认为，制约我国装备
制造业深入拓展海外市场的
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
许多海外国家设置重重贸易
壁垒，市场准入复杂繁琐，传
统的贸易政策不能有效进行
支撑。二是主要的海外目标
市场经济均相对落后，缺乏
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融资能力有限。

结 合 宇 通 的 实 践 和 经
验，汤玉祥为加快“走出去”

开出了“三剂药方”：一是国
家有关部门聚焦海外市场，
出台有针对性的出口支持政
策，培育装备制造龙头企业
做大做强。二是国家出台有
别于一般商业贸易的、相对
于国际其他国家金融机构具
有竞争力的融资支持政策，
加快融资审批效率，解决企
业“走出去”过程中“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三是国家
建立装备制造龙头企业优质
项目库，并给予出口专项融
资、“两优”贷款融资、审批等
政策支持，确保优质产能输
出，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业形
象及国际竞争力。

“先进装备制造业走出
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汤玉
祥表示，尽管面临种种困难，
但他坚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不可阻挡。“我们要坚定信
心，主动拥抱全球化，积极做
全球互利共赢合作的参与
者、推动者、引领者，敢于弄
潮，才能乘风破浪、穿云破
雾，抢占先机。”

“三剂药方”
加快推动制造业“走出去”

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宇通客车服务赛事车辆在所有服务世界杯的客车品牌中数量排名第一

2018年 12月，宇通客车向智利出口100辆纯电动客车，刷新了中国
品牌在海外市场的新能源客车订单纪录

2018年 11月，宇通出口非洲的第15000辆客车在宇通
新能源工厂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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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团审议和视察指导河南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3月
9日上午，焦作市委召开常委会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

焦作市委书记王小平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涵盖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方方面面，
是立足我国“三农”工作进入新
阶段作出的重要论述和重大部
署，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指导
意义，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指明
了路径方向，提供了科学的思想
遵循和工作方法。焦作市各级
各部门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
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实质，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统一思想、凝聚力量，迅
速行动起来，奋力开创乡村振兴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大好春光正是干事创业的
好时候。大家一致表示，当前焦
作全市上下一定要按照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的要求，只争朝
夕，真抓实干，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深入实施打赢脱贫攻坚
战三年行动计划，加快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要着力稳定农业
生产，全面落实粮食安全行政首
长责任制，加快建设高标准粮
田；加速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合
理调整“粮经饲”结构，壮大蒙
牛、伊赛、博农等龙头企业，推动
四大怀药规范化种植、规模化经
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
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实施
乡风文明建设行动，培育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加强基
层组织建设，推动生产、生活、生
态协调发展，让焦作在中原更加
出彩中出重彩、更精彩。③9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3 月 11
日，南阳市召开市委中心组学习
暨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

大家一致认为，南阳作为农
业大市，做好“三农”工作，意义尤
为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为南阳市进一步做好“三农”
工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
根本遵循。

会议要求，各级党员干部要
迅速行动起来，组织开展好专题
学习活动，确保把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和对河南广大农民群众的
关心关爱传达到基层一线、传播
到田间地头。要快速行动，对南
阳市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深
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行深度研
究，拿出真招实招，谋划好当前和

今 后 一 个 时
期的“三农”工
作；要夯实乡村
治理根基，运用好

“四议两公开”工作
法，发挥农村党支部书记“领头
雁”的作用，推广大比武经验，激
发其内生动力；要深化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
置”制度，激发乡村振兴内生活
力；要清醒地认识到南阳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与先进地市相比，还
存在较大差距，强化问题导向，树
牢底线思维，咬定目标、尽锐出
战，坚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这
个硬仗。

对确保粮食安全、补齐农村
基础设施短板等重点任务，要理
清思路，早规划早启动，不断在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上取得新进
展，推动新时代南阳“三农”工作
再上新台阶。③4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风娇）3 月 11
日，鹤壁市召开市委常委会（扩
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

与会成员结合实际深入交
流了学习体会，大家一致认为，
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的具体实践，作为推动鹤壁市

“两个高质量”建设的重大机遇，
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做好“三农”
工作、脱贫攻坚工作的指示要
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
话精神上来。

要做好“三农”工作，以乡村
振兴的新气象展现鹤壁的新担

当新作为。当天的会议提出，建
设高质量富美鹤城，必须把“三
农”这个短板补齐，要把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工作放
在“两个高质量”建设全局中统
筹谋划和推进，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为总抓手，立足“稳”、加快

“转”、擦亮“绿”、补齐“短”、夯实
“基”、深化“改”，即：扛稳粮食安
全这个重任，加快农业转型升
级，擦亮绿色发展品牌，补齐基
础设施短板，夯实乡村治理根
基，深化农村改革，不断在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上取得新进
展。特别是要在农村产业发展
方面做到县有主导产业、乡有特
色产业、村有特色产品，努力在
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城乡融合发展等
方面走在全国前列。③9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3月10日，
三门峡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
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三门峡市委书记刘南昌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
想深刻、内涵系统、要求具体，是这
次全国两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最新成果。特别是总书
记深刻阐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做好“三农”工作的一系列重大问
题，既是思路把脉，也是任务重申，
既是理论升华，也是实践指引，具有
极强的思想性、理论性、战略性和针
对性。三门峡将对标讲话要求，围
绕果、牧、菌、菜、烟、药、林等特色产
业，不断延长产业链条，加快品牌打

造，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把优势做
优、特色做特，建设特色农业强市。
同时，加强美丽乡村和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持续
深化“三年强基工程”及“四议两公
开”“一征三议两公开”工作法，全面
深化农村改革，激活乡村振兴内生
动力，进一步唱响加快乡村振兴、
建设温馨家园的时代旋律。

与会干部纷纷表示，要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实
践，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指导河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
起来，更加自觉地把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放在突出位置，加力探索以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
发展新路子，把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③6

围绕特色产业 建设农业强市三
门
峡

稳定农业生产 促进结构优化 拿出实招 推进乡村振兴

补齐“三农”短板 擦亮绿色品牌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3月

11日，许昌市委召开常委会（扩
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把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把学
习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视察指导河南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和
许昌创新实践结合起来，做到学
习有信仰之力、贯彻有敬畏之心、
落实有实干之功。

会议提出，要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做
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理
清工作思路，找准问题短板，强化
工作措施，把学习成果转化成实
践成果和工作成果。要对粮食生

产、耕地保护、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基层基础等工作进行认真
研究，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深
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持续完
善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夯实乡村
治理根基，高质量做好脱贫攻坚
工作。要着力抓好经济运行监
测、郑许一体化发展、三大攻坚
战、重点项目建设、“四个一百”专
项行动、春季造林绿化、安全稳定
等工作，确保实现首季度开门红。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围
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敢于担当，求真务实，开
拓创新，坚持不懈抓好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和新时代“三农”工作，
真正把总书记讲话精神落到实
处，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绩，为中
原更加出彩贡献力量。③8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3 月
11日，信阳召开市委常委会（扩
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
讲话和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
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信阳
市委书记乔新江表示，信阳是农
业大市，正处在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交汇推进的关键时刻。学
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必
须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

“三农”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中统筹谋划和推进，努力实
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在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展现新担当、
新作为。

会议提出，信阳是粮食生
产大市，粮食产量连续 11年稳
定在 110 亿斤以上，占全省的

十分之一左右，必须持之以恒
抓好粮食生产，为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作出更大贡献。要坚持
以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增加
农民收入为主要目标，扎实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把
信阳建成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
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实现
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的跨越。
要充分发挥信阳生态优势，坚定
不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强
化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扎
实推进全域旅游和农村人居环
境 整 治 ，大 力 发 展“ 乡 村 旅
游+”，把田园变公园、民房变民
宿、特色变特产、劳作变体验，推
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切
实找准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
持续加大投入，推动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良性互动，
使农业、农村尽快驶入高质量发
展“快车道”。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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