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孙静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我们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
场监管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结合全省工
作实际，将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转化为行动
纲领和实施方案，推动理论学习和工作实
践不断往心里走、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努
力开创全省市场监管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8月 19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

记马林青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马林青表示，市场监管工作与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紧密相关，必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主题教育成果
转化成推动市场监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具
体行动，牢牢把握“优化环境、规范竞争、促
进发展、提升质量、高效监管、守住底线”的
总要求，推动河南创新创业活力迸发，让人
民群众吃得放心、穿得称心、用得舒心。

在“优化营商环境”上，通过流程压缩
和简政放权，推动市场营商环境不断提升。
目前，全省各类企业开办时间已压缩到4.5
个工作日以内，全省市场主体总户数快速增
长，达631.3万户，“我们正在全力打造企业

开办‘一网通’平台，届时群众创业将真正实
现足不出户全程办妥。”马林青说。

在“切实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上，
认真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严把从农田到
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突
出在网络订餐、集体聚餐等重点渠道，校园
及周边、农村地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春雷”
行动专项整治，推动全省食品药品安全形
势稳中向好。今年，全省校园食堂“明厨亮
灶”覆盖率将达70%以上。

在“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上，大力
实施质量强省战略，发布河南省地方标准
115项，主导和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83项，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郑洛新）建设稳步

推进。以知识产权综合运用提升产品和服
务质量，目前，全省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3.6万件，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 69.1万件，
同比增长41.2%。

马林青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也是
全省市场监管系统机构改革后的开局起步
之年，开展好主题教育意义重大。全省市
场监管人要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
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劲动
力，做到整体工作上台阶、单项工作争第
一，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③4

厅局党委（党组）书记
访谈

奋力开创市场监管工作新局面
——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马林青

□本报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永乐 本报通讯员 段永强

一个多月前，新乡市长城机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乡长城”）承建的韩国浦项
年产 30万吨矿渣生产线成功投产。这条
生产线每年可“吃”掉几十万吨矿渣，可回
收数百吨废钢用于工业生产，有效解决了
工业矿渣资源化利用这个世界行业难题。

乘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河南开放
带动战略的东风，截至目前，新乡长城已成
功与60多个国家达成合作，建成126条工
业废渣微粉总包生产线。

“制造+服务”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位于辉县市孟庄镇的新乡长城始建于
1958 年，2002 年由乡镇企业改制为股份
制企业。2007 年，新乡长城调整产品结
构，成功开发出国内先进的具有显著节能
效果的新型 GRM 系列立磨机。不过，好
产品却迟迟打不开大市场。

怎样才能将自己的新型立磨机更好地

推向市场？公司借鉴国际先进经验，2010年
投资 5000万元，利用自产的 GRMS46.41
矿渣立磨机作为主机，建成了国内同行业
第一条年产 60万吨矿渣微粉示范培训基
地，让客户直观明白地看到了效果。

这条示范生产线各项运营指标均处于
国内先进水平，企业也借助示范培训基地，
短短 3年时间，便成功实现了由单纯制造
向“制造+服务”的转型升级，成为国内知
名的粉磨系统综合服务商。

走出国门享誉海外

2015年，新乡长城苦练内功，加强对
立磨机的各种技术的研究，立磨粉磨物料
由生料、矿渣延伸到水泥、钢渣、石粉等多
种物料；产品规格由年产 20 万吨发展到
120 万吨；技术指标先进，先后获得近 40

项国家专利。
好产品如何才能占据市场“C位”？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给企业带来灵感：瞄准国际
市场这块“大蛋糕”。2015年，新乡长城正式
成立了国际贸易部，制定市场开拓目标，积极
参加国际展会。同时，企业还开发制作了英
语、俄语、西班牙语等6种语言的官方网站，大
力开展网络营销，及时获取客户的需求。

2016年年初，乌兹别克斯坦一家企业
在网络上了解到新乡长城后，专程来新乡进
行考察，不到10天双方就签订了日产1000
吨水泥生产线项目合作合同。外方负责人
表示，是新乡长城的技术实力和良好的业界
口碑让他们最终选择了“长城方案”。

目前，新乡长城已先后与印度米塔尔、
塔塔等钢铁行业巨头，与法国拉法基等知
名水泥企业合作，产品远销德国、美国、日

本、秘鲁等60多个国家。

“经营者模式”助力换挡提速

直面国际市场的新乡长城如何才能真
正与世界接轨？在一次考察中，新乡长城董
事长王纪中见证了丰田经营管理模式的力
量，随即与上汽集团合作，在企业推行“以人
为本，使人人成为经营者”的管理模式。

该管理模式的核心是运用企业综合管
理信息系统软件，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
司，将公司内部划分成若干个经营体，根据
每月经营成果奖罚兑现，使员工实现了由

“被动节约”到“主动节约”、由“被动创新”
到“主动创新”的巨大转变。

王纪中对记者说，新乡长城总包生产
线正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跨界整合。下
一步，将在经营者模式的基础上利用互联
网大数据，对生产线各个环节进行智能化
分析、诊断、调参、决策，全面提升系统集成
的智能化水平，成为名副其实的粉磨系统
综合服务的先行者，为世界提供更加智能
化的钢渣治理高效方案。③9

治理钢渣有“绝技”国际市场占“C位”
新乡民企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长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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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龙
飞）8月 19日，副省长戴柏华到安阳市调研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及文物保护工作。

戴柏华先后来到滑县大王庙文化园、运河遗产监测
中心、西纸厂工业遗存保护利用项目、道口古镇历史街
区，殷墟宫殿宗庙遗址，详细了解大运河滑县段整治利用
及文旅产业发展情况，实地察看殷墟周边环境整治效果，
询问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进展和殷墟文物安全人
防、技防工作情况。

戴柏华强调，要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传承保护和开发
利用，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把文物资源优势转化为产
业发展优势。要切实保障文物安全，充分发挥人防、物
防、技防相结合的综合防控力量，保持严厉打击文物犯罪
的高压态势。要加快推进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殷墟
遗址博物馆各项工作进程，擦亮世界文化遗产“金名片”，
促进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③6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
冰）截至 8月 20日，信阳明港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 50万
人次。此时距该机场 2018年 10月 28日正式通航尚不
足10个月。

明港机场通航以来，通过不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加
大市场开拓力度、大力提升保障服务水平，保持了机场平
稳运行，实现旅客吞吐量持续快速上升，至今已陆续开通
至北京、佛山、上海、重庆等城市的 13条航线，周航班量
达 168架次。截至 8月 20日，明港机场累计保障各类航
班安全起降5212架次，最高日输送旅客2513人次，平均
客座率达81.01%。

信阳明港机场的通航，使信阳市成为我省少有的同
时具备航空、航运、铁路、公路和管道 5种运输模式的城
市，为信阳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推力，助力持续推进
开放招商，以大开放引领大发展。1月至 6月，信阳市共
新增签约招商项目 150个，合同金额 570.5亿元，其中落
地项目124个，合同金额423.1亿元。8月 13日，2019年
上半年国内城市GDP排行榜发布，信阳市以上半年生产
总值1214.08亿元排在第100位，首次跻身全国百强，成
为我省7个入选百强榜的城市之一。③8

本报讯（记者 李林）8月 20日，为期两天的第三届中
国服务型制造大会在郑州拉开帷幕。本届大会由工业和
信息化部、中国工程院、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指导。副省
长刘伟出席大会。

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趋势越来越
明显，服务型制造是两业融合发展的产物，更是推动两业
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本届大会围绕“先进制造，现代服
务”主题，以专题论坛、专家研讨、发展实践展、企业考察
调研等形式，总结服务型制造发展经验和成果，分享实践
创新经验，研讨进一步推动服务型制造深入发展的政策
措施。来自全国政、产、学、研、用、金各领域的代表共计
1500余人出席了大会。

近年来，我省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促进工
业稳定增长的重要抓手，积极开展智能制造引领、重点技
术攻坚、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培育四大行动。2018
年，郑州市入选首批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城市，标志着
郑州服务型制造发展迈入新的阶段。③5

让文化旅游成为
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名片

第三届中国服务型制造大会
在郑开幕

通航不到10个月 旅客吞吐量突破50万

明港机场助推老区大发展

8月 19日晚，郑
州市郑东新区商务核
心区灯火通明，千玺
广场举行了“盛世如
意”光影表演，一幅璀
璨的梦幻世界呈现在
市民眼前。

据了解，郑州市
景观提升工程已施
工完毕。夜空下，32
条道路，近2000栋楼
宇一起点亮夜空，郑
州夜色已成为郑州市
的一张新名片。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讯（记者 陈慧）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
根本。记者8月20日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为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高
质量发展，我省将以优质小麦、优质花生、优质
草畜、优质林果为重点，发挥优势，突出重点，建
设一批规模化优势特色农林产品生产基地，为
河南十大优势特色农业发展按下“提速键”。

大家都知道河南的小麦、花生享誉全国，其
他特色产业发展如何呢？近年来，我省“四优四
化”加快发展，优质专用小麦、优质花生种植面
积均居全国第一位，苹果、茶叶优势区特色明
显，食用菌总产量居全国第一位。但是，整体来
看，优势特色农业发展仍较为滞后，存在着产业
结构、农林牧渔业结构、品种结构等不协调的问
题，表现在二三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畜牧业、林业、渔业占比较低，高档、优质、专用
产品少，品牌不响、效益不高等方面。

为了进一步发掘农业资源潜力，发展优势
特色农业，更好满足市场需求，促进农民增收，

我省将在优质小麦、优质花生、优质草畜、优质
林果等“四优”的基础上，发展优质小麦、花生、
草畜、林果、蔬菜、花木、茶叶、食用菌、中药材、
水产品等十大优势特色产业。这十大产业中，
河南都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其中小麦、花生、
草畜、蔬菜、食用菌、中药材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申延平表示，省政府办
公厅近日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大力发展优势特色农业的意见》，是
我省着眼于发挥河南农业的比较优势，推动高
效种养业转型升级、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
力的具体抓手，也是实现粮食安全和现代高效
农业相统一的有力举措。

数据显示，2018年，全省优势特色农业产值
4343亿元，“粮经饲”比例为65.9∶33.0∶1.1。我
省提出目标，通过优势特色农业基地建设，到2025
年，全省十大优势特色农业产值达到6500亿元，

“粮经饲”比例调整到59.1∶38.5∶2.4，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实现农业

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其中，全省优质专用小麦
发展到 2000万亩左右，优质花生面积发展到
2500万亩左右，新增优质肉牛160万头、优质生
鲜乳140万吨、肉羊300万只左右，优质饲料作物
面积发展到600万亩左右，苹果、猕猴桃、核桃、油
茶、杜仲、油用牡丹面积分别发展到280万亩、60
万亩、450万亩、110万亩、120万亩、90万亩左右。

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了加快十大优势特色农业基地建设，我
省将从强化政策扶持、创新金融服务、吸引工
商资本、加强园区建设、加快主体培育等10个
方面给予具体保障措施。“每个产业的发展均
有目标、有措施、有范围，基地的布局具体到
县。目前，省级财政已整合涉农资金超过 20
亿元，重点支持十大基地建设。”该负责人说。

同时，十大优势特色农业基地建设将纳入
乡村振兴考核指标体系，考核先进的地方，省
级在分配资金时给予适当激励，对考核落后的
予以通报批评。③5

我省重点建设十大优势特色农业基地
2025年产值达6500亿元，基本实现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基本实现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

到2025年
全省十大优势特色农业产值达到

6500亿元
“粮经饲”比例调整到

59.1∶38.5∶2.4

十大优势特色产业

小麦

花生 草畜 林果 蔬菜 花木 茶叶

食用菌 中药材 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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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郑
美丽夜

（上接第一版）充分展现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万众一心、共同奋斗的美好愿景。

喻红秋强调，要聚焦问题，加强演练、细化完善方案，
强化保障、提高组织水平，紧密衔接、确保无缝无隙，以
万全准备实现零失误，以万全之策实现零差错，以万无
一失实现零缺憾。要强化领导，严格落实责任，实现责
任链条清晰、责任逐层压实、任务到人到岗；坚持深入
一线，做到干部工作在一线、决策落实在一线、问题解决
在一线；加强协调配合，注重相互补台，真正做到优质协
同高效，以运动会的圆满成功举办，为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增光添彩。

孙守刚、徐立毅、舒庆、戴柏华等参加观摩并进行点
评。③3

全心全力 决战决胜
确保盛会安全出彩圆满成功

（上接第一版）切实增强农村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会上，武国定介绍了有关工作情况，表示要认真吸纳

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重点做好村庄规划管理、农村垃圾
和污水处理、畜禽养殖废物资源化利用、农村“厕所革
命”、提升村容村貌等方面的工作，把河南农村建得更
美。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和省生态环境厅负责同志
介绍了有关情况。李柳身、陶蕾、魏蒙关、刘艾莉、郭祖
良、杨珺等同志作了交流发言。针对省政协委员张振臣、
赵立华、牛培玲提出的问题，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作了解
答。③9

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言献策
助推我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截至8月20日，明港机场累
计保障各类航班安全起降
5212架次，最高日输送旅客
2513 人次，平均客座率达
81.01%

5212
架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