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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改革重点 实现重大突破
深入学习贯彻胡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指示精神之四

"

省委召开会议向省级老同志传达
胡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指示精神

本报香港专电 !记者万川明"

!

月
"#

日下午# 豫港服务业合作

发展恳谈会圆满结束之后#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来到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会晤了特区

行政长官曾荫权%在融洽友好的气

氛中#双方就豫港两地进一步密切

联系$扩大交流$加强合作进行了

亲切的交谈%

徐光春首先代表河南省委$省

政府和全省人民对香港各界人士

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对河南经济社

会发展的关心$ 支持表示衷心感

谢#并对香港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的突出成就表示祝贺%

徐光春说#此次来香港举办豫

港服务业合作发展恳谈会#一是为

落实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对

河南的殷切希望而来&二是为加强

豫港两地合作交流而来&三是为加

快河南经济社会发展而来% 近年

来#!下转第二版"

徐光春会晤曾荫权
就豫港两地进一步扩大交流加强合作进行磋商

本报讯 !记者田宜龙"

!

月

"$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朱之

鑫来河南就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和做

好下阶段工作进行专题调研% 省委

副书记$代省长郭庚茂#省委常委$洛

阳市委书记连维良陪同调研%

朱之鑫先后深入到洛阳中硅高

科$中信重工$中国一拖等企业#了解

企业生产销售$产品研发情况#并召

开座谈会# 听取洛阳市工作汇报和

部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介绍%

朱之鑫说#今年以来虽然我国

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困难#但在

党中央$ 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先

后战胜了南方冰冻雪灾$四川汶川

地震等自然灾害#并成功举办了北

京奥运会#经济仍然实现了平稳较

快发展#总体形势是好的 #局面确

实来之不易% 各级各有关部门和企

业要高度重视当前经济运行中已

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问题#坚定信

心#迎难而上#全力以赴做好当前

工作% 要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做好当

前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采取有效

措施#做好宏观调控工作 #突出抓

好保增长$控通胀$节能减排和结

构调整等工作 # 保持政策的稳定

性 $连续性 $针对性 #做到适时适

度$有保有压#保持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态势%

郭庚茂说# 今年以来# 特别是

七$八两个月#我省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决策部署# 通过采取有针对性措

施# 解决了一些影响经济运行的突

出矛盾和问题#经济协调性$稳定性

明显增强#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主要

表现为'八增一降(#就是城镇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新开工项目增长#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出口增长#

发电量$用电量增长#各项贷款余额

增长#外商投资增长#利用省外资金

增长#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幅度回落% 这充分说明我们今年以

来采取的措施是有效的%同时#经济

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新问

题% 主要表现) 一是市场需求在减

弱&二是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三

是财税增幅回落明显% 对此# 一方

面#我们要反应敏锐#正视困难和问

题# 防止对外部不利因素影响与自

身矛盾交织所产生的问题认识不

足$准备不足#!下转第三版"

保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态势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朱之鑫来豫调研 郭庚茂陪同

今年
!

月
""

日#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对平煤集

团管理体制改革作出重要批示 %

&体制改革有利于生产力解放#祝

愿平煤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

!!!题记

#

月
"$

日上午# 平煤集团总

部大院#碧空如洗#秋风习习%

隆重简朴的仪式# 喜庆欢快

的鞭炮# 宣告平煤集团电力事业

部$装备事业部正式成立% 这标志

承载着省委$省政府的殷切嘱托#

备受广大干部职工关注的平煤管

理体制改革# 已经基本划上了句

号%

对平煤而言# 在举国上下纪

念改革开放
%&

周年之际# 率先在

全省国有企业启动这场建矿以来

规模空前$ 力度最大的管理体制

改革#不仅意义特殊#而且意味着

对自己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革

命% 面对企业内外部各种机遇挑

战#平煤人以到中流击水的勇气#

通过扎实工作$ 稳步推进体制改

革# 谱写了改革与发展的崭新篇

章% 目前#一个全新的管理体制框

架已经形成#'大动作(管理体制改

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管理体制改革势所必然

采访中#平煤集团董事会裴新

政对记者说)'体制改革是平煤现

任领导班子长期思考和关注最多

的问题之一% (平煤的领导为什么

这么重视管理体制改革呢*

'&&!

年以来# 平煤集团大气

魄$多途径推进企业大发展#企业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四年来#

煤炭产量由
'&&&

多万吨到
!&&&

多万吨# 营业收入由
(&

多亿元增

加到
%))

亿元&产业布点国内东到

上海#西到陕西#北到内蒙#南到湖

北# 并正在积极推进国际化进程&

产业结构得到根本性调整#煤$盐$

电$焦$化$建多业并举#协调发展#

成功实现了跨行业$跨区域$跨所

有制和跨国经营%

'&&(

年煤炭产

量居全国第七位#营业收入居煤炭

行业第六位#在全国企业
)&&

强中

排名第
"%#

位#比
'&&!

年前移
*)

位% 今年预计煤炭产销量
!)&&

万

吨#营业收入超过
)&&

亿元#利税

总额超过
$&

亿元%

'平煤集团的目标很明确#就

是要建立基业常青的百年平煤#打

造千亿级的企业集团% (面对记者

采访#陈建生语气坚定% 他说)'我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经过
)&

年

的发展#平煤的资源保障能力明显

提高#产业领域空前拓展#经济总

量大幅攀升#行业涉猎越来越多#

但传统的管理体制影响或制约企

业发展的问题日益显现% 目前我

们正加快大煤炭$大焦化$大化产$

大电力$大物流五大建设#形成支

撑千亿级企业集团的五大支柱产

业% 这种情况下#平煤最需要研究

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

带着这个思考#平煤集团领导

班子走访了很多企业和研究机构#

其中国电集团让他们触动很大%

作为国内最大的发电集团之一的

国电集团#总部机关仅百余人# 管

理层级设置非常科学# 运转效率

很高% 这使得他们的思路更加清

晰#也更坚定了管理体制改革的信

心%

管理体制改革促生全新平煤

平煤新的管理体制框架是什

么样呢*

原来以经营管理为主$高度集

中控制的集团公司总部#转型为以

战略管理和投资管理为主#对主营

业务适度控制的企业集团总部&直

线职能型和经营控制型混合控制

的管理模式#调整为以战略控制为

主的管理模式&建立以子 !分 "公

司$事业部制为主#专业化管理与

区域化管理相结合的组织结构 #

形成权责明确$控放适度$运转高

效$管理科学的组织体系%

新一轮的整合后#下属
(%

个

单位归并为平煤股份$建工集团$

医疗集团
%

个专业化公司#物业$

化工$电力$装备
!

个事业部 #平

禹$瑞平$蓝天$长安
!

个区域公

司&总部机关由原来的
!&

个处室

重组为
(

部
"

室 # 机关人员由

"'&&

多人减少为
%%%

人# 最终形

成'

%!!*

(的管理格局% 此外#在北

京注册成立了平煤国际公司 #搭

建起国际化发展平台%

新的管理体制又给平煤带来

哪些变化呢*

平煤集团董事长$ 党委书记

陈建生告诉记者# 集团总部通过

下放管理权限#管理幅度减少了#

不再对原来的
(%

个单位直接管

理#但管理更科学$更规范 $更有

效了# 新组建的几大战略业务群

都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新的活

力%

对于陈建生的这番话#平煤集

团新成立的化工事业部总经理孙

长贵感受颇深#他说#化工事业部

下属有天宏焦化$飞行化工$蓝天

化工等十多家化工企业%通过内部

资源优化重组#将业务相近$互为

依托的单位聚合在一起#实现了人

才$技术$资金等要素的充分发挥#

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今年前
*

个月化工事业部营业收入
""&

亿

元#实现利润
*

亿元#全年营业收

入将突破
'&&

亿元% 根据规划#到

'&"&

年# 化工产业营业收入要突

破
!&&

亿元#在全国化工领域占据

更加重要的位置#成为平煤集团公

司建设新型能源化工集团的重要

支撑力量%

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层价值

平煤管理体制改革是对
)&

年

传统的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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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煤集团"大动作#推进管理体制改革纪实

本报记者 聂世超 本报通讯员 王纪元

徐光春会见香港贸发局总裁林天福
并与香港工商业界人士畅叙友情恳谈合作

本报香港专电 !记者万川明"

!

月
%$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徐光春应邀来到香港贸易

发展局办公大楼#会见贸易发展局

总裁林天福及部分香港工商业界

知名人士%新老朋友在一起畅叙友

情$恳谈合作#气氛十分热烈%

徐光春简要介绍了河南省情

和一周前胡锦涛主席视察河南时#

对河南工作的充分肯定和对河南

未来发展的殷切希望%徐光春介绍

说#当前#河南的农业基础进一步

巩固和强化# 工业发展势头强劲#

食品加工业$装备制造业$能源原

材料行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相

比而言#河南的服务业发展相对滞

后#孕育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

潜力%希望香港的有识之士把投资

兴业的目光更多地瞄向河南省#在

支持河南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展示

自己的才华# 实现企业的壮大#收

获丰厚的利润%

林天福说#今年以来#国际国

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香港

企业在沿海发达地区的投资也遇

到了诸多挑战#贸易发展局正在积

极组织香港企业界人士把发展的

重点向内地转移% 河南在消费市

场$资源能源$区位交通等方面具

有巨大的优势#发展服务业条件十

分优越#对香港企业和企业家有着

强烈的吸引力% !下转第三版"

本报香港专电 !记者万川明" 中秋时

节#香江之畔#天高云淡#丹桂飘香%

!

月
"$

日上午#由河南省商务厅主办#香港贸易发

展局$凤凰卫视协办的豫港服务业合作发展

恳谈会在香港君悦大酒店成功举办% 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作了题为+在

优势互补中加强合作#在携手发展中共创双

赢,的主旨演讲#指出现代物流$文化$旅游$

金融$商贸$会展$航空$商务服务是河南发

展服务业的重点# 也是香港的优势领域#豫

港合作机会难得$空间广阔% 徐光春纵横捭

阖的精彩演讲引起了与会人士的浓厚兴趣

和热烈反响%

位于香港会展中心西翼的君悦大酒店

鲜花盛开#高朋满座% 上午
"&

时许#恳谈会

在热烈的掌声中隆重开幕#中联办副主任郑

坤生#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金利来

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香港贸易发展局总

裁林天福#香港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香港中华总商会

会长霍震寰以及香港工商业界知名人士$商

会会长和各大新闻媒体的高层人士共
"'&

余人出席了恳谈会#并围绕加强两地服务业

合作发展这一主题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和

交流%

省委常委$ 秘书长曹维新参加恳谈会%

刘长乐主持恳谈会%

在热烈的掌声中#徐光春就加强豫港服

务业发展问题作了主旨演讲%

徐光春开宗明义地说#这次到香港来举

办恳谈会有三个原因)一是为落实胡锦涛主

席和温家宝总理对河南的殷切希望而来% 党

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河南的工作% 十六大

以来#胡锦涛主席四次到河南视察#要求河

南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实现中部崛起中发挥

重要作用#!下转第二版"

豫港服务业合作发展恳谈会在香港成功举办

徐光春香江之畔畅谈豫港服务业合作大计
郑坤生曾宪梓林天福刘长乐霍震寰以及香港工商业界知名人士$商会会长$各大新闻

媒体的高层人士 "!&余人出席恳谈会

#

月
"$

日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来到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会晤了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

!(

本报记者 陈 伟 摄

#

月
"$

日#河南

选手任桂香庆祝胜

利 ) 当日 # 在北京

'&&*

年残奥会乒乓

球女子团体
-!.)

级

决赛中# 中国队以
%

比
"

战胜德国队 #夺

得金牌) 新华社发

##

月
"$

日上午#由河南省商务厅主办#香港贸易发展局$凤凰卫视协办的豫港服务业合作发展恳谈会在香港君悦大酒店

举行)

!%

本报记者 陈 伟 摄

$#

月
"$

日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在豫港服务业合作发展恳谈会上#作了题为*在优势互补中加强合作#在

携手发展中共创双赢+的主旨演讲)

!%

本报记者 陈 伟 摄

本报讯 !记者李 铮"

!

月
%$

日#省委副书记陈全国#省委常委$

组织部长叶冬松# 副省长史济春$

徐济超#省政协副主席张亚忠等年

会组委会领导同志前往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实地检查了中国科协年

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陈全国在随

后召开的年会预备会上强调#要以

贯彻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河南时的

重要指示精神为动力# 抓紧时间#

集中精力#高标准做好最后的准备

工作#确保年会圆满成功%

陈全国一行现场察看了年会

博览会预展#实地考察了经济技术

合作和招商引资项目的签约大厅$

年会开幕式和大会报告会主会场#

看望慰问了辛勤工作在筹备工作

一线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认真检

查了各项筹备工作任务的落实情

况%

随后 # 年会组委会召开预备

会#对年会最后的准备工作进行安

排部署% 陈全国在会议上强调#要

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河

南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为动力$为指

导#抓紧时间#集中精力#对年会各

项筹备工作任务逐项进行最后的

检查$落实#!下转第三版"

陈全国在检查中国科协年会筹备工作时强调

以高标准办好科协年会的实际行动
为谱写中原崛起新篇章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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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创新型河南支招
---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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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河南食品大省发展战略论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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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论坛为企业"搭台#促交流

"今日导读

第十届中国科协年会今日开幕

河南选手
又添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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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积极应对"雷曼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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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快餐进驻中原高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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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讨论中深入学习贯彻
胡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指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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