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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Ⅰ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Ⅰ———贯彻落实四川省委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讯 渊记者 李代广 李葳冤 9月 18
日, 河南省优秀企业家表彰大会在郑州隆重
举行，获奖企业家们身披绶带，胸佩红花，为

丰收的金秋再添喜色。

河南省委常委、副省长费东斌出席表彰

大会并讲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党组书

记、厅长张国伟宣读“2020耀2021年度河南省
优秀企业家”表彰决定，大会由河南省企业联

合会、河南省企业家协会（简称省企联）会长、

河南能源集团董事长梁铁山主持。

河南省委常委、副省长费东斌，省政府副

秘书长魏晓伟，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党组

书记、厅长张国伟，省政府国资委党委书记、

主任李涛，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寇

武江，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杨蕾，省工

商联副主席赵纯武，省企联会长、河南能源集

团董事长梁铁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

书记、总经理张光辉，省企联副会长田富军为

马相杰、姚红超等 50名优秀企业家颁发奖杯
和证书。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焦

承尧，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马相杰，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梁西正，河南中钢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

事长姚红超等 4位获奖企业家作交流发言，
他们分享了企业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以及作

为新时代企业家的担当和作为，表示将继续

发扬企业家精神，脚踏实地，持续创新，勇担

责任，努力在新发展阶段为河南经济社会发

展再立新功。

费东斌代表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

政府，向受表彰的优秀企业家表示热烈祝贺

和诚挚感谢。他指出，企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力量，企业家是最宝贵的财富。今年

以来，面对国际局势变化和国内疫情多点散

发等超预期挑战，助企纾困政策密集出台，有

力应对困难挑战，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延续稳

定向好态势。

费东斌指出，全省企业家要认清形势、正

视困难，充分发挥战略地位、区位交通、市场

潜力和综合竞争优势，抢抓产业政策机遇，带

领企业战胜当前困难；要开拓进取、争创一

流，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和绿色低碳转型战

略，提质量降成本增效益，打造大中小企业梯

次并进的创新发展矩阵。

费东斌要求，各级政府部门要主动作为、

用心服务，着力在优化营商环境、解决企业实

际困难等方面下功夫出实招，为激发企业家

才能和企业发展活力提供坚强有力保障。

“2020-2021河南省优秀企业家”评选是
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省政府国资委、河南省企业联合会和河南

省企业家协会组织开展的评选表彰活动，旨

在鼓励和表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突

出贡献的企业家，营造尊重、支持、关爱企业

家的良好氛围，增强企业家荣誉感和责任感，

以进一步激发企业家干事创业精神，推动企

业实现更好发展，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更大

贡献。该评选活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代

表性和权威性，备受社会各界瞩目。

据悉，本次优秀企业家评选具有代表性

广、创新能力强、分布结构优、社会贡献大等

特点，其中有 10家所属企业牵头组建了省级
产业研究院，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 29家。受
表彰的 50位全省优秀企业家在推动企业转
型升级、提质增效、绿色发展及履行社会责任

等方面做出了优异成绩，为推动河南省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是河南省企业家

的杰出代表和先进模范。

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安阳、鹤壁、新

乡等地市企联（企协）代表，安钢集团、建业集

团、卫华集团、新蒲建设、仰韶酒业、双汇发

展、天瑞集团、万基控股等副会长单位代表，

以及受表彰的优秀企业家代表参加了会议。

又讯 9月 18日，河南国资国企改革创新
研究院举行揭牌仪式，河南省委常委、副省长

费东斌为河南国资研究院揭牌，河南企业联

合会、河南企业家协会会长、河南能源集团董

事长梁铁山主持揭牌仪式。

河南国资研究院是河南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受省政府国资委委托设立，通过汇聚省内外

国资国企研究资源和高端学术资源，为全省国

资国企改革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信息

支持和资源支持，推动全省国资国企锚定“两

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更好发挥全省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方面军、顶梁柱作用。

按照省委省政府、省国资委的工作部署，

河南国资研究院将重点打造改革发展政策研

究、企业管理创新咨询服务、前沿理论研究与

实践培训“三个平台”，主要承担政策研究、

企业咨询、专项培训三大职能，以国资国企改

革成果为河南高质量发展汇聚新动能。

■ 邓虹

近日，成都市郫都区各重大在建项目，工

地上吊臂升腾、机械齐鸣，一派热火朝天、大

干快上的火热景象。此时的郫都，一手抓防

疫，一手拼经济，生产生活秩序加速恢复。

“36.5益，体温正常。”9月 15日上午，在
郫都区一中改扩建项目施工现场，查验 24小
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测温、扫码后，工人陆

续进场，有序作业。篮球场上，数名工人正戴

着口罩进行篮球场围网基础施工；教学楼内，

工人们正在进行室内抹灰等工作。

作为全区的民生工程、重点项目，郫都区

一中改扩建项目自建设伊始便备受郫都区市

民关注。该项目建筑面积 109911.87平方米，
建设内容包含教学综合楼、学生宿舍、体育

馆、大礼堂、岷阳书院、地下停车场等，及相关

配套工程。

“9月 12日一早就开始着手准备复工，
并按照当前疫情防控的要求，迅速组织郫都

区域内工人进行复工，目前有 77名工人。”该
项目副经理王苓说，接到复工复产的通知后，

项目指挥部统一安排，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责

任。一方面坚持闭环管理，对现场每位进出场

人员“一扫三查”，定时上报健康状况。另一方

面实行错时分散就餐制度，严控人员聚集。不

仅如此，还对员工工作和生活场所定时清洁

消毒、通风换气，有效保障疫情防控和项目安

全顺利推进。

据了解，项目分为三期建设。其中，一、二

期工程已完成竣工验收并移交，目前正进行

第三期工程建设。“三期工程于今年 7月开
工，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2%，预计今年底
完工。”王苓表示，当前已完成 4号教学楼和
食堂建设，正进行 5号教学楼、4号宿舍楼以

及总平施工。整个改扩建项目施工完成后，将

进一步缓解郫都区中学学位紧张问题，不断

增强市民教育获得感和幸福感。

疫情期间，全区各重点项目施工进度均

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复工以来，各重点项目建

设者科学规划施工流程，加大施工人员、设备

投入力度，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落下的进

度补起来，抢工期赶进度，确保各大项目建设

平稳有序推进、按时保质完工。

在犀浦街道双林村安置点二期 (一标段)
项目现场，远远就能看到该项目几栋施工中

的楼宇正“拔地而起”。工地内，头戴安全帽、

身着工作服、戴着口罩的施工人员正在紧张

有序地忙碌着。

据了解，犀浦街道双林村安置点二期(一
标段) 项目总用地面积 60.4亩，总建筑面积
177954.77平方米，项目于 2022年 3月 1日
正式开工，将建 8幢高层住宅和 2幢低层商
业及配套设施，预计能为 1680家庭提供住
房。本轮疫情发生后，项目进入闭环管理状

态，300余名工人和项目管理人员坚守在工
地，随时为复工做好准备。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本项目作为

重大项目建设工程，已于 9月 12日开始陆续
复工，目前复工作业人员已达 300余人。复工
前，已严格落实好疫情防控及相关安全环保工

作各项要求。”项目执行经理阳作鹏坦言，受疫

情影响，项目的建设进度比原定计划有所延

迟。安置点项目是保障安置涉征村庄村民的安

居工程，为了让涉征村庄村民早日搬进新居，

项目团队坚持“疫情防控与科学复工两手抓”

的原则，高效推进复工复产工作进度。

“项目开工已有半年。9月停工了 10多
天，我们现在要追赶进度。”阳作鹏说，重大项

目工期紧、任务重，每一天都不能懈怠。所以

停工数日后，工地如今正在“开足马力”。

“目前地下结构基本完成，正在进行主体

结构施工。”阳作鹏表示，正式复工后，多方经

过磋商协调，迅速调整了工作计划，倒排工

期，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赶工期抢进

度，力争项目早日完工。“下一步，所有工作面

的区域逐步增加人员，增加机械，在保证工程

质量安全的情况下，加快工程进度，确保如期

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国资委新规
推动央企加强合规管理
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印发《中央企业合规

管理办法》，推动中央企业加强合规管理，切

实防控风险，有力保障深化改革与高质量发

展。办法自 2022年 10月 1日起施行。
为进一步健全合规管理组织体系，办法

在充分借鉴世界一流企业先进经验的基础

上，明确提出中央企业应当结合实际设立首

席合规官，不新增领导岗位和职数，由总法律

顾问兼任，对企业主要负责人负责，领导合规

管理部门组织开展相关工作，指导所属单位

加强合规管理。

办法提出，中央企业应当将合规审查作为

必经程序嵌入经营管理流程，重大决策事项的

合规审查意见应当由首席合规官签字，对决策

事项的合规性提出明确意见。业务及职能部

门、合规管理部门依据职责权限完善审查标准、

流程、重点等，定期对审查情况开展后评估。

根据办法，中央企业应当建立违规问题整

改机制，通过健全规章制度、优化业务流程等，

堵塞管理漏洞，提升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

在监督问责方面，办法明确，中央企业应

当对在履职过程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应当

发现而未发现违规问题，或者发现违规问题

存在失职渎职行为，给企业造成损失或者不

良影响的单位和人员开展责任追究。渊王希冤

深圳已认定
43家跨国公司总部企业
由深圳市商务局主办的 2022年深圳市

跨国公司总部企业颁牌仪式，9月 16日在福
田以“线上+线下”形式举办。普华永道、伟创
力等 25家深圳市跨国公司总部企业代表出
席本次活动。

记者从深圳市商务局了解到，截至目前，

深圳共组织了三批跨国公司总部企业认定工

作，沃尔玛、华润万家、凯为医疗、麦克韦尔、

普华永道等共计 43家外商投资企业被认定
为深圳跨国公司总部企业。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

约 58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11%。包括瑞士
ABB集团旗下电动交通中国总部、西门子
（深圳）磁共振有限公司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地、飞利浦深圳创新中心等一批世界 500强
企业及项目陆续落地深圳。 渊印朋冤

报告显示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
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党的十八大以来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据世界银

行数据，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
美国，之后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2020年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达 28.5%，
较 2012年提升 6.2个百分点，在全球工业经
济增长中的驱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根据报告，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稳步改善，

工业经济展现强大韧性；工业结构不断优化，

发展模式持续转变；工业新兴产品快速增长。

2021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
入 128万亿元，比 2012年增长 37.7%，年均增
长 3.6%；实现利润总额 8.7万亿元，比 2012年
增长 40.7%，年均增长 3.9%。 渊魏玉坤冤

成都市郫都区：
防疫复产“双向发力”重大项目按下“加速键”

河南省优秀企业家表彰大会隆重举行
河南省委常委、副省长费东斌出席会议并为优秀企业家颁奖

荫河南省优秀企业家表彰大会现场

荫河南省委常委、副省长费东斌为河南国资
研究院揭牌

荫优秀企业家获得表彰

荫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马相
杰代表优秀企业家在大会上发言

荫工人们正在各自岗位上紧张忙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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