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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五大理念 引领发展

▶▶8版·国内·国际

在中国梦指引下昂首奋进
——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出三周年之际

稳增长 保态势 抓落实

省委号召，动员全省各方力量，齐心协力、顽强拼搏，打赢稳增长、保态势
攻坚战，实现河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国家全局作出更大贡献。

——摘自省委书记郭庚茂在全省重点工作推进落实座谈会上的讲话

本报讯 （记者马禄祯 通讯员时 达）中国平
煤神马集团近期两次与“国家级”联在了一起：

9月 30日，炼焦煤国家重点实验室落户该集
团，原因是“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在炼焦煤资源开发
及综合利用方面走在了国内同行的前列”，实现了
河南煤炭工业国家重点实验室“零”的突破。

11月 19日，集团全资公司——平煤股份公司
入选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成为全国煤炭行业
第二家入选企业，入选理由是平煤股份公司掌握
了必要的核心技术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整体技
术水平在同行业中居于领先地位。

“这都是创新给企业带来的成果。”集团董事
长、党委书记梁铁山 11月 29日说，“眼下我们也正
在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吹响推进转型升级的冲
锋号，实现突围脱困。”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是一家以能源化工为主的
国有特大型企业集团，煤炭、化工等传统产业比重
较大，产业结构调整、企业转型升级的任务十分艰
巨。如何调、如何转？这家集团开出了“处方”：紧
紧依靠创新，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同时大力发展新
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煤炭产业是该集团的“当家”产业，他们就紧
扣煤炭就地转化增值做文章。从 2004年开始，集
团强力进军焦化产业，逐步拉长煤炭产业链条。
目前集团建设了包括首山焦化公司在内的 7家焦
化企业，焦炭产能达 1600 万吨，位居全国第一，
集团 80%以上的精煤在内部消化。“集团焦化板块
企业已能够生产超过 30 种的高附加值精细煤化
工产品。特别是以氢气、煤焦油和煤气产品为中
介，构建了煤基尼龙化工产业链、煤基炭素材料产
业链和光伏新材料产业链，有力推动了转型升
级。”集团规划发展部负责人介绍说。

“往高端走，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则是平煤神马集团发展的又一大特色。
2014年 10月，首山焦化公司年产 600吨高纯度硅
烷项目建成投产，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和相关产
品依赖进口的历史。集团子公司河南易成新能源
股份公司近年来累计申报专利 209 项，使得这家
公司的产品质量、成品率均居行业领先水平。近
年来，该集团子公司生产的树脂金刚线、碳化硅精
细微粉、超高功率石墨电极、十八酰氯等产品市场
占有率持续保持国内领先，碳化硅精密陶瓷制品、
光伏电站规模快速增长。“十二五”末，新兴产业营
业收入将达 200亿元。

此外，在国内己二酸全行业开工率连年不足
40%的情况下，平煤神马集团坚持差异化生产战
略，积极抢占国际高端市场，全力攻关高品质己二
酸，产品出口逆势劲增。作为新郑国际机场二期工
程参建单位中唯一的河南本土企业，该集团还成功
承建了 93.5米高的航管楼塔台，创出了“滑框提模”
施工、超高盘扣式脚手架施工等 8项新技术、新工
艺，交出了首次挺进航空工程领域的圆满答卷。

“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已融入集团生产经
营的方方面面。每年我们都按销售收入的 3%足
额提取科研费用，形成了强大的科技创新体系，拥
有两个博士后工作站、两个国家级技术中心和 6
个省部级创新平台，多项科研成果荣获国家级、省
部级科研进步奖。”梁铁山说。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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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董 娉 实习生
闵 玥）11 月 28 日上午，千名“旅
客”从四面八方陆续涌入郑州机
场 T2航站楼，每人持有一张黄色
特殊任务卡，凭此卡加上身份证
明就能办理郑州到昆明、北京、兰
州、首尔、香港等地的登机牌、行
李托运、过安检等乘机手续，并

“离开”郑州机场……这是郑州机
场二期工程举行的首次转场投运
综合演练真实场景，除了没有客
机，其他流程均按照真实航班模
拟设计，目的是为确保今年年底
正式投运积累经验。

经过 2 年多的辛勤建设，郑
州机场二期工程接近尾声，11月
28日，总面积相当于 70个标准足
球场的 T2航站楼、第二跑道等各
个系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转场

投运综合演练，共模拟了国内、
国际和地区进出港航班 20个（18
个国内航班、2 个国际和地区航
班），共有 1000 名志愿者作为旅
客参加模拟演练，这些志愿者共
携带行李 1000件，按照真实航班
进行全流程模拟。

上 午 9 时 30 分 ，千 名 出 港
“旅客”陆续进入本次 T2 航站楼
A至 G值机岛、部分安检通道、出
入境值机大厅、隔离区办理各种
手续，中转旅客根据指引再次登
机，进港旅客前往行李大厅提取
行李。与此同时，行李和货邮进
出港、航空器保障、设施设备系统
运行、空防、治安防控等各个系统
同步运行。本次还专门增加了防
爆、医疗急救等模拟演练，整个模
拟流程顺利完成。③6

千名“旅客”深度参演 批量行李转运到位

郑州机场T2航站楼
举行首次综合演练

本报讯（记者刘 洋）世界博物
馆普遍使用的理事会制度首次进入
我省国有博物馆。11月 27日，河南
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在郑州成立。
这不仅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一大步，也是我省深化
文化体制改革的最新探索。

翻开河南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
成员名单，这 11 人由省文化厅代

表、省文物局代表、省有关机构代
表、河南博物院管理层代表、文博专
家、社会知名人士代表、社会公众代
表、企业界代表及本院职工代表等
多方代表组成，形成了由河南博物
院理事会行使决策权和监督权、博
物院管理层负责执行和管理的法人
治理运行模式。

“河南博物院管理层在理事会

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充分体现了公
共事业社会办；管理层作为理事会
的执行机构，向理事会负责并报告
工作，则充分体现了博物馆法人的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本届理事会
会长、河南博物院院长田凯说。

理事会制度之所以能在岁末进
驻河南博物院，源于省文化厅根据
中央和我省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
部署，在年初就确定河南博物院等
9家单位为我省公共文化机构法人
治理结构试点单位。不到一年时
间，河南博物院秉持着“社会化、现
代化、国际化”的发展理念，积极探
索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

机制，迅速、高效完成了理事会的
建章立制。本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
说：“这不仅展现了‘河南速度’，也
彰显着河南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
决心。”

此次改革更重要的是为非国有
文博单位开辟了新的路径。据了
解，世界很多博物馆普遍采取理事
会制度。对国有博物馆来说，理事
会是体现博物馆属于“公共财产”的
具体象征；对私立博物馆来说，理事
会是“化私为公”的手段。“通过理事
会制度，使我国目前普遍处于‘私人
收藏展示馆’阶段的非国有博物馆

逐步转化为符合国际水准的公共博
物馆，实现社会化管理、运营，对我
省文博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省文
化厅副厅长李霞说。

未来，河南博物院第一届理事
会既要负责该院发展规划、重大业
务、财务预算以及内设机构设置等
决策事项，还要依照相关规定，履行
其监督职能，理事会主要采取理事
会会议的形式开展工作，以此推动
博物馆各项工作的可持续发展，使
其遵循“发扬固有文化，提倡学术研
究，增长民众知识，促进社会文明”，
进一步扩大中原文明的传播与影
响。③6

理事会制度首进我省国有博物馆
河南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在郑州成立

本报讯 （记者王 映 通讯员
宗永刚）11月 27日，走进濮阳市华
龙区濮东产业集聚区东方龙石油
机械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加班加点
组织生产，厂区内一排排石油机械
摆放整齐，满载的大货车整装待
发。上月，这家公司在第二届中原

（濮阳）油气技术装备展览会上，与
美国亚普能源公司签订了 1.2亿元
合同，这批货物即将启程运往大洋
彼岸。

在华龙区举行的第二届中原
（濮阳）油气技术装备展览会，吸
引了来自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客
商，其中包括壳牌、BP 英国石油

公司、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等海外
知名企业，以及来自中东、拉丁美
洲、南太平洋地区世界主要产油
国 家 的 石 油 、石 化 装 备 采 购 商 。
展览会成果丰硕，共签下贸易订
单 5.58 亿元、招商引资协议金额
106.9亿元。

“濮阳是中原油田所在地，华
龙区油气装备制造产业伴着中原
油田的开采而形成，随着中原油田
的发展而壮大。”华龙区副区长王
瑞刚告诉记者，近年来，该区确立
了打造能源装备产业基地的发展
思路，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每
年列支 3000万元工业发展专项基

金，对现有企业进行整合，招大引
强实现战略重组，鼓励企业自主创
新，不断促进产业升级，初步形成
了集装备研发、制造、技术服务及
产品销售于一体的油气装备制造
产业体系。去年，华龙区油气装备
制造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34.9
亿元。

为发挥产业集聚辐射带动作
用，华龙区在面积近 20 平方公里
的濮东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了油
气装备制造配套产业园，被省政
府列为“全省首批特色装备制造
产业园区”，在财政、金融、科技等
方面获得了更多的政策支持。目

前，华龙区共有油气装备制造企
业 149家，占濮阳市装备制造企业
总量的 80%，其中 104家企业入驻
产业园区，产品涉及钻井、采油、
动力、炼化、物探、测井、海洋等 8
大装备 2300 多个品种，基本覆盖
了油气上、中、下游全产业链业务
领域。

近日，位于华龙区的中原总机
石油设备有限公司又传来喜讯，该
公司生产的高品质游梁式抽油机
被世界最大石油公司壳牌“相中”，
经过两年时间的“考验”最终成为
其指定供应商。

“科技创新是企业日益显现

‘国际范儿’的‘密码’。”据华龙区
工信局局长宋法增介绍，该区设立
了专项资金重奖油气装备制造企
业和科技创新项目，组织引导企业
与石油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建立科
研基地，目前已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28 家，研发高新技术产品 129 项，
获国家专利 1340 项，并根据不同
国家油区的特点形成了一批“专、
精、特”产品。其中，中原特车有限
公司主持承担了多个石油装备行
业标准的起草；中拓石油工程公司
在 6个国家设有分公司，其油管非
开挖修复光固化技术达到了国际
先进水平。③6

本报讯 （记者郭 戈 通讯员
万若曦）11月 27日，记者从中国出
口信用保险公司河南分公司获悉，
截至目前，该公司风险保障已覆盖
全省的 749家出口企业，短期出口
信用保险金额突破 25亿美元。其
中 ，累 计 服 务 支 持 小 微 企 业 509
家，同比增长 55.2%，对小微企业
累计承保额达 2.59亿美元。

据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负责
人介绍，在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项
下，该公司已累计向全省企业和银
行支付赔款 554万美元，指导企业
自追或为企业追回海外欠款超过
2064.38万美元。

今年 10 月下旬，河南世纪香
食用菌开发有限公司向中国信保
河南分公司通报：该企业通过承兑
交单的方式向意大利买方出口一
批价值 6.9 万美元的绿芦笋，应付

款日到期后，意方以各种理由拖
延，始终没有回款。企业提出正式
索赔申请后，中国信保迅速介入展
开勘查及追讨。在贸易背景真实、
债权确立的前提下，该企业 7天后
便收到了赔付通知书，中国信保帮
助企业及时化解海外拖欠风险，提
升了其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

“在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支
持下，我省的小微企业正在迅速成
长，不断打开国际市场，并获得广
阔的发展空间。”中国信保河南分
公司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公司将
继续创新产品、提升服务，并加强
与商务部门的沟通协作，继续以政
策性金融助力全省的小微企业走
出国门，持续参与国际竞争。

据了解，今年以来中国信保河
南分公司共采取五项措施支持小
微企业发展，（下转第二版）

华龙区油气装备秀出“国际范儿”

政策性信用保险助
749家豫企走出国门

小微企业受益数量同比增长 55.2%

▲11月26日，内乡县国宇密封公司的员工在生产汽
车发动机隔热罩和密封垫。该公司去年收购了德国塔机巨
头威尔伯特集团，今年又与德国的J&S合作新上年产500
万套汽车发动机隔热罩和无石棉密封垫项目，产品直接为
奔驰、宝马等知名汽车品牌提供配套。⑤3 张中立 摄

▶11月 26日，位于社旗县产业集聚区的河南华纬
弹簧有限公司，工人们在生产弹簧。该项目总投资 5
亿元，生产汽车减振器悬架弹簧，已成为多家汽车制
造商和汽配厂的一、二级供应商。⑤3 李 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