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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采访报道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做法和成效

省直媒体走进郑州讲述民企好故事
全省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将于近日召开，为给全省民营企业发展寻方子、找路子，昨日，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统
战部组织的河南省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采访团走进我市，就郑州民营企业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经济创新发展等
方面的做法和成效进行集中采访报道。本次省直媒体集中采访活动旨在通过聚焦创新创业，讲好河南民营企业创业故事，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弘扬企业家精神，为河南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集中采访活动为期三天，采访团先
后赴新乡市长垣县、郑州市、许昌市开展集中采访活动。 记者 董艳竹

中钢网：提升竞争力快速解决用户痛点

宇通客车：技术和产品创新是核心原动力

近年来，我市民营企业取
得了快速发展，已成为推动全
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也是
促进我市经济快速上行的主要
动力。昨日，采访团走进我市
互联网企业、
物流企业、
农产品
加工企业和汽车制造企业等，
对我市优秀民营企业在自主创
新发展、
转型升级、
提升企业竞
争力等方面进行深入采访。
在河南中钢网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采访团提出，作为
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中钢网
在钢铁电子交易服务平台方
面建立了哪些模式？在企业

“创新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管理改革、技术创新、产品
创新是宇通发展的核心原动力，
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客车新产品
持续不断地投入市场、
占领市场，
产品竞争力和企业影响力持续提
升，推动宇通达到领先地位。”对
于企业创新，郑州宇通客车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汤玉祥说道。在
产品创新上，宇通客车特别注重
前瞻性布局和长期钻研；在技术
创新上，宇通客车始终保持高投
入、
高标准和前瞻性，
宇通每年投
入 3%左右的销售收入用于技术
创新和研发，目前，宇通已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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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中有何做法？中钢
管理从粗放式转向精细化，精
网是一家全国性大型钢铁互
准分析用户需求，快速解决用
联网企业，现位列“中国互联
户痛点，朝精细化、定制化、增
网百强企业第 46 位”，是目前
值化的方向前行，才能具备很
河 南 省 最 大 的 互 联 网 企 业 。 难撼动的竞争力。
”
据中钢网董事长姚红超介绍，
在河南宇鑫物流集团有限
中钢网主要采用了“小团队＋
公司，采访团深入采访该公司
大平台”的模式，让业务特种 “互联网+”、运输模式创新、供
兵冲在前线，平台做好支援基
应链服务创新等情况。宇鑫物
地，还要连横合纵结盟友，以
流网络覆盖河南、陕西、湖北、
此更好地激发团队活力，充分
山东等省市，其业务涵盖一体
满足客户需求。
“ 在移动互联
化陆运网、城市共同配送、3PL
网时代，企业最核心竞争力是
仓配一体化运营、电子商务后
品牌和服务，以及与消费者关
端整合服务、
供应链金融物流、
系的密切程度。只有将数据
物流标准化应用等方面。

监察法关于回避制度有哪些规定？

问：日前，陈甲来到某区
纪委监委信访室找到工作人
员陈乙，反映其所在村党支部
书记非法将村务资金挪作他
用的问题。陈甲和陈乙系同
胞兄弟，生活在同一个区。陈
乙说按照监察法规定，他俩有
近亲属关系，需要回避，要陈
甲向同科室的刘某反映。陈
甲不乐意了，说：
“有啥可回避
的，你就是怕得罪人。
”陈甲的
看法对吗？监察法关于回避
制度有哪些规定？
答：我国多部法律都对回
避制度作了相应规定，回避制
度广泛应用于我国的司法机
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机关事
业单位当中，纪检监察机关也
不例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在第五十八条对监察人
员需要回避的事项作了明确
规定。
监察法第五十八条规定
了四种应当回避的情形：一是
是监察对象或者检举人的近
亲属的；二是担任过本案的证
人的；三是本人或者其近亲属
与办理的监察事项有利害关
系的；四是有可能影响监察事
项公正处理的其他情形的。
其中第四种“有可能影响监察
事项公正处理的其他情形”，

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是监察对
象、检举人及其他有关人员的
朋友、亲戚；与监察对象有过
恩怨；与监察对象有借贷关系
等。适用回避制度的监察人
员主要是指调查人员，但线索
处置、日常监督、审理等各部
门人员如果存在可能影响相
关工作等情形的，也应当予以
回避。监察人员回避后，不得
参加有关调查、讨论、决定，也
不得以任何形式施加影响。
对于监察人员应当回避而拒
不回避的，监察机关要对其进
行提醒教育，情节严重的，要
依照法律法规处理。陈乙与
陈甲是近亲属，所以他主动申
请回避是正确的。
■监察法相关条款
第五十八条 办理监察事
项的监察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应当自行回避，
监察对象、
检
举人及其他有关人员也有权要
求其回避：
（一）是监察对象或者检举
人的近亲属的；
（二）担任过本案的证人的；
（三）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
办理的监察事项有利害关系的；
（四）有可能影响监察事项
公正处理的其他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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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技术专利 1400 余件。
在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采访团被其企业文化和技
术创新所吸引。好想你已实现专
卖、
商超、
电商、
流通、
进出口全网
覆盖，
销售网络遍及全国，
并积极
依托互联网思维，探索线上线下
连通的云商模式，致力于全渠道
营销。好想你董事长石聚彬表
示，
作为中国农业品牌的标杆，
好
想你要带头搞好一二三产融合，
要做强一产、做优二产，做活三
产，
做长红枣农业产业链条，
为农
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发挥
出更大的品牌引领作用。

监察机关在职务违法犯罪案件调查终结后
如何对被调查人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

问：日前，金水区监察委员
会在办理一起职务违法犯罪案
件过程中发现，被调查人罗某、
张某等人在调查过程中，真诚
认罪悔罪，不但如实供述了自
己涉嫌的违法犯罪事实，又检
举揭发了他人多起涉嫌职务违
法犯罪的线索。监察机关经过
调查，罗某、张某等人反映的问
题线索已查证属实。在本案件
调查终结后，调查人员应当如
何对被调查人提出从宽处罚的
建议呢？
答：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
案件要体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的精神，坚持惩戒与教育相结
合，宽严相济的原则。对于被调
查人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配合调
查工作，主动认罪认罚，积极检
举揭发的行为，监察机关可以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
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依
法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
首先，调查人员要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
认定被调查人在案件办理过程
中是否存在主动认罪认罚、自
首、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再结
合被调查人有无退赃、退赔、一
贯表现等情形认定被调查人是

否存在酌定量刑情节。
其次，调查人员要以事实为
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出具对被调
查人从宽处罚的报告，经本级监
察机关领导人员集体研究通过
后，
再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
最后，办案机关要参照《国
家监察委员会移送最高人民检
察院职务犯罪案件证据收集审
查基本要求与案件材料移送清
单》的要求，在移送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时，随卷移送被调查人
存在从宽处罚的法定量刑情节
和酌定量刑情节的证据材料。
前述案例中，调查人员应当
按照以上程序和要求，对被调查
人罗某、张某等人提出从宽处罚
的建议。
■监察法相关条款
第三十一条 涉嫌职务犯
罪的被调查人主动认罪认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监察机关经领
导人员集体研究，并报上一级监
察机关批准，可以在移送人民检
察院时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
（一）自动投案，真诚悔罪悔
过的；
（二）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如
实供述监察机关还未掌握的违法
犯罪行为的；

（三）积极退赃，
减少损失的；
（四）具有重大立功表现或者
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等情形的。
第三十二条 职务违法犯
罪的涉案人员揭发有关被调查人
职务违法犯罪行为，
查证属实的，
或者提供重要线索，有助于调查
其他案件的，监察机关经领导人
员集体研究，并报上一级监察机
关批准，可以在移送人民检察院
时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
■刑法相关条款
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
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
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
犯罪较轻的，
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
如
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
其他罪行的，
以自首论。
第六十八条 犯罪分子有
揭发他人犯罪行为，
查证属实的，
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
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
表现的，
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
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记者 董艳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