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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向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
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坚决遏制
水泥、平板玻璃行业新增产能。

上半年，水泥、平板玻璃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3.6％、4.7％，同比增幅明显下降。但总产能仍在
增长，全行业产销率走低，特别是少数地区仍然存
在盲目新上项目的现象。

工信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坚决遏制水泥、平
板玻璃行业新增产能。通知提出，坚决遏制新建
扩能项目，防止产能边化解边增加。各级工信部
门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不得以任何理
由和名义核准或备案水泥、平板玻璃行业新增产
能项目，从源头遏制新增产能，促进结构优化。

此外，加快项目清理，提出违规项目处理方
案，引导企业加大对脱硫脱硝治污减排、余热利用
节能降耗、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深加工延伸产业链
等强化内生增长的投资力度。 （工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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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谭 勇 本报通讯员 张新军

热点

观察

8 月 6 日，立秋的前一天依然闷热，知了不停
地鸣叫。在光山县南向店乡陈畈村 05 号舒畈台
区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现场，吊车轰鸣、人来
车往，该县电业局电力工程安装公司施工 2 队正
在 10 千伏南 4 线路 34 号至 36 号电杆之间紧张有
序地竖立 12 米电杆，施工队 7 名队员是该局近年
来接收的清一色的复转军人。与此同时，同样由
复转军人组建的施工 1 队、3 队正全力奋战在另
外两个施工现场。

据了解，光山县 2014 年农网改造升级工程
10 千伏及以下工程共 37 项，新建 10 千伏线路
43.4 千米，新建 0.4 千伏线路 33.2 千米，新建台区
34 个 8.24 兆伏安，计划投资 1099 万元。为确保
以上工程按照时间节点安全有序推进，光山县电
业局将农网改造升级工程施工项目部设在该局
电力工程安装公司本部，并将工程项目按东南
片、西南片、北片实行划片管理，三大片工程任务

分别由三个施工队承担。每个片区分别设有分
管领导、片区负责人、队长、安全员，施工队员全
部由复转军人组成。“通过加强理论学习和参与
农网工程施工，通过摸爬滚打等全方位多层次的
历练，意在把这些年轻的复转军人打造成一支崭
新的光山电建铁军……”在如火如荼的舒畈台区
施工现场，同样是行伍出身的该局电力工程安装
公司支部书记曹祖俊一语道出锤炼电建铁军的

“秘籍”和途径。
“公司现有 25名复转军人，2名负责资料及其

他日常工作，其他 23名全部在施工一线。”望着施
工现场中那群汗流浃背的身影和黝黑坚毅、稚嫩
纯真的面庞，光山县电业局电力工程安装公司经
理上官绪镇深有感触地说道：“从军人转变为电力
员工后，他们依然发扬吃苦耐劳、艰苦拼搏和自觉
奉献的精神，他们是一群普通的、可爱的电建工
人，他们更是一支敢打硬仗的电建铁军！ ”

◀复转军人孔虎在指挥立杆。 刘 杨 摄

在 7 月底国家能源局河南监管办公室主持召开的河南省电力
行业 2014 年上半年厂网联席会议上，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发布了
上半年电网运行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河南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全社会用电量呈现低速增长态势。特别是进入二季度以后，
各月用电增速逐步回升，4—6 月份增速分别为 2.15%、5.49%、
5.94%。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完成 1435.67 亿千瓦时，比去年
同期增长 65.14 亿千瓦时，增速为 4.75%，增幅居华中第四名（江西
9.68%、湖北 6.32%、重庆 6.13%、四川 3.55%、湖南 2.56%）。

第三产业用电增速加快

据统计，上半年三大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同比分别增
长 -4.74%、4.63%、12.96%和 2.13%，增速较去年同期分别提高
1.86、5.4、3.32 和-5.75 个百分点。其中，第三产业同比增加电量
16.13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增量的 24.8%。

报告中称，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家用电器的快速
普及，前半年居民生活用电量已占到省网全社会用电量的 15%。
伴随而来的是降温负荷呈逐年攀升的态势，预计 2014 年夏季降温
负 荷 较 2013 年 增 加 150 万 千 瓦 ，达 到 1700 万 千 瓦 ，同 比 增 长
9.7%。分析认为，下半年第三产业用电量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所占比重也将进一步增大。

大工业负荷增速放缓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在第二产业中，工业用电量完成
1034.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48%，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了 5.34个
百分点。第二产业同比增加电量 46.32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
量增量的 71.1%。

报告同时指出，受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占工业电量一半的
四大高耗能行业用电合计同比增加电量 17.75 亿千瓦时，增幅为
3.5%，保持低速平缓增长态势。

据统计，截至 2014 年 6 月，河南省网电解铝、钢铁、化工、水泥
四大高耗能工业负荷约 1120 万千瓦，占 6 月份省网平均最大用电
负荷 3580 万千瓦的 31.3%，同比去年减少 42 万千瓦，降幅 3.8%。
其中电解铝负荷减少 70 万千瓦，降幅 14.1%；其他三个行业有不
同程度增长，钢铁行业增加 15 万千瓦，增幅 5.4%；化工行业增加
10 万千瓦，增幅 3.8%；水泥行业增加 3 万千瓦，增幅 3.8%。分析人
士指出，电解铝和钢铁行业将在较长一段时间面临价格低、下游
需求疲软的严峻形势，下半年用电增长形势仍不容乐观。

聚焦农网迎峰度夏

光山：“铁军”冲锋助农网升级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张 磊 赵 赫

2013年度各地节能考核结果公布

资讯

读图

豫企抢滩青海煤炭资源“高地”

□本报记者 陈学桦 实习生 张 媛

变废为宝
连日来，河南油田集输大队双河

联合站干部职工顶着酷暑，从除硫塔
清理出的废料堆中挑拣出 20 吨“宝
贝”，这些颗粒均匀的催化剂可以重复
使用，丝毫不会影响除硫效果，直接节
约成本 7 万元。

高志刚 摄
图①从废料堆中挑拣催化剂。
图②“尽量挑选颗粒均匀的催化

剂，这样脱硫效果才好！”一位员工捧
起自己挑拣的催化剂向大家介绍道。

图③倒换流程进行塔料更换。

鹤壁
首家光伏发电客户并网结算百万元

本报讯 鹤壁金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近日
收到了鹤壁供电公司电力逾百万元的并网结算
费用。据悉，金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兴建了
鹤壁市首家投入运行的光伏发电项目，这也是目
前鹤壁规模最大的光伏发电项目，采用自发自
用、余电上网的运行模式，发电项目总容量为
3300wp，多晶硅电池组件 14200 块，每个并网单元
最大功率为 235wp。自 2013 年 7 月投运至今，已
经并网电量 245.56 万千瓦时，并网结算费用共计
1046713.11 元。 （张娇莉 田培）

漯河电力
连续十年获全国“安康杯”竞赛殊荣

本报讯 近日，漯河供电公司再次被中华全
国总工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授予全国

“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这是该公司连续十年
获得该项竞赛殊荣。“安康杯”竞赛活动是中华全
国总工会联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开展
的以安全生产为主题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多年
来，漯河供电公司采取职工喜闻乐见的活动形
式，开展多种形式的安全竞赛活动。同时，该公
司在各专业班组推行“微型安全课堂进班组”活
动，贴近一线班组日常工作实际，提高了他们的
自我防护技能。 （宋 然）

省电线电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电线电缆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河南华泰特种电缆有限公司
召开。省质监局有关负责人宣读了河南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关于批准成立河南省电线电缆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的批复文件。近年来，我省电线电
缆行业发展势头迅猛，规模不断壮大，省电线电
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成立，为我省标准化工作
掀开了新的一页。 （华 泰）

本报讯 经国务院审核同意后，发展改革委
8 日正式公布 2013 年度全国 31 个省（区、市）节能
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目标完成情况和措施落实情
况评价考核结果。

2013 年，北京、河北、上海 3 个省（市）考核结
果为超额完成等级；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吉
林、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
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
西、甘肃等 22 个省（区、市）考核结果为完成等级；
安徽、海南、重庆、青海、宁夏等 5 个省（区、市）为
基本完成等级；新疆因新上项目多、新增能耗大等
原因为未完成等级。

按照国务院要求，各地区节能考核结果将作
为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评价考核的
重要依据，纳入国务院对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重
要内容。 （安 蓓 赵 超）

工信部

坚决遏制水泥平板玻璃新增产能

本报讯 为切实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陕西
省发改委和省环保厅日前发布《关于陕西省大气
污染防治成品油质量升级的通告》，决定从 10 月 1
日起，全省供应车用燃油全部实施国Ⅴ标准。

据了解，与国Ⅳ汽油质量标准比，国Ⅴ最大
的优点就是硫含量的降低。升级为国Ⅴ汽油后，
机动车等排放到大气中的硫含量将比国Ⅳ汽油
降低 80％左右。 （张晨俊）

陕西年内将推国Ⅴ标准车用燃油

中原与高原，从来就不曾隔断往来。
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原与青海的天路通道，两

地之间经贸往来频繁。进入 21 世纪，西部大开发
的号角吹响，一批中原儿女抱着对未来的美好期
冀，来到美丽富饶的柴达木盆地，扎根海西，奉献
青海，鏖战高原，促进了豫青两地经济大发展。

在今年 6月份结束的第十五届中国·青海绿色
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上，我省唯一本土世界 500强
企业——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与青海省政府签下
144亿元大单，豫青合作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西部开发 豫企挺进青藏高原
作为西部大开发涉及的 12 个省份之一的青

海省，煤炭矿产资源丰富，柴达木盆地北缘成矿
带便以贵金属、有色金属、煤炭为主。

“2003 年 6 月，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号召，
义马煤业集团出资兴建了国有独资公司——青
海义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中原到青藏高原
开发煤炭资源的探路者。”7 月 31 日，在位于青海
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首府德令哈市的公司
总部，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义煤公司青海义海能源
董事长、党委书记李凌杰回忆说。

李凌杰介绍，从最初的几个人和几顶帐篷起
步，克服高原缺氧、环境恶劣等种种不利条件，十
多年来，青海义海能源在青海省打造了两座大型

现代化露天煤矿和一个井矿——大煤沟矿、大煤
沟露天矿和木里露天矿，分别位于海拔 3500 米的
柴达木盆地千里戈壁无人区和海拔 4200 米的天
峻高寒草甸牧区。

据概算，大煤沟矿尚有可采储量 600 多万吨，
按照每年 60 万吨计算，还可采 10 年左右时间。木
里煤田煤炭资源十分丰富，总储量占青海省整体
煤炭储量的 80%。如今，青海义海能源已经由一
个年产 8.24 万吨的小煤窑，发展成为最高年生产
能力突破 600万吨的煤炭企业，连续十一年实现安
全生产，在青藏高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翻阅纳税记录，青海义海能源由最初年上缴
税费 14.4 万元提升到 8.1 亿元，连续三年成为青
海省的纳税支柱企业，排序第五位，并曾以 12.18
亿元品牌价值、青海省 50 强企业第 11 位的业绩
载入史册。

“不仅如此，在全国煤炭市场不景气的背景下，
青海义海能源还为义煤公司带来数亿元的收入，成
为义煤公司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前不久由大煤沟矿
矿长调任青海义海能源总经理的候留月说。

鏖战高原 多项纪录填补空白
8 月 1 日，记者乘车从德令哈市区出发，沿

315 国道一路向西，沿途茫茫戈壁一眼望不到边，
一丛一丛的骆驼刺倔强地挺直脊梁对抗着干
旱。“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氧气
吃不饱。”正是这里鲜明的写照。

大约 4 小时后，记者来到位于柴达木盆地千
里戈壁边沿的大煤沟矿。在露天矿坑口观景台
上，记者看到露天采场呈梯田状层层叠叠，远处白
云挂在山间，在青藏高原特有的褐红色山体映衬
下，整个矿坑犹如一幅气势恢宏的中国水墨画。

对于大煤沟矿创造的多项青海省“第一”，候
留月如数家珍：青海省首家一级质量标准化矿井
和瓦斯治理示范矿井；青海省首个国家级安全质
量标准化矿井，填补青海省煤炭行业空白；青海
省唯一完成安全避险六大系统的煤矿，其中煤矿
救生舱被称为青海省“第一舱”……

指着大煤沟矿堆积的“煤山”，副矿长王二勤
说，全国煤炭形势持续低迷也波及到了大煤沟
矿，目前矿上滞销的煤有 30 多万吨，当务之急是
把这些煤销售出去，也趁此机会让工人放假休
息，与家人团聚团聚。

“巍巍木里山，海拔超四千，高寒又缺氧，百
里无人烟。”8 月 2 日一早，蒙蒙细雨中，在青海天
峻县城经过 3 个半小时车程，记者来到世界海拔
最高的煤矿——木里矿区。“这里空气中的氧气
含量相当于内地的 70%，就像在内地背负 25 公斤
重的重物行走。”青海义海能源副总经理、木里矿
矿长徐敬民笑道。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2013 年被誉为“青海
第一铲”木里矿 12 立方米电铲一次试车成功，在
青藏高原上创造了一个新的奇迹，在国内也属首
例，木里矿步入了清洁生产的崭新时代。

2014 年 3 月，温暖行·中国梦“义海温暖工程”
正式启动，青海义海能源未来五年内向海西州中
小学校、敬老院、儿童福利院、困难职工捐赠 2.5
万吨、价值 750 万元的煤炭，这成为青海省目前时
间跨度最长的公益资助项目。

调整结构 拉长煤炭产业链条
6 月 10 日至 13 日，第十五届中国·青海绿色

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青海
义海能源的“东家”——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与青

海省政府签署了《煤电化生多联产项目合作框架
协议》，投资 144 亿元在青海省建煤-电-化-生多
联产基地，主要包括 2×300MW 热电联产项目、100
万吨甲醇项目、6 万吨聚甲醛项目、3×2 万吨甲醇
蛋白产品项目、80 万吨醇醚燃料等项目，建成后
可安置就业 5000 余人。

“煤-电-化-生多联产项目主要以青海义海
能源大煤沟煤电煤和木里低质煤为原料煤和燃
料煤，建成后可年消耗煤炭达 390 万吨，将实现青
海义海能源大部分产煤就地消化。”河南能源化
工集团一位内部人士分析说。

目前，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旗下煤生化公司是
国内唯一一家掌握规模化生产煤制甲醇蛋白的
企业。“青海现有 180 万吨的气头甲醇产能，甲醇
蛋白和聚甲醛项目可以选购当地甲醇作为原料，
不仅可与青海省的油气资源利用形成资源互补、
相互配套，而且有利于柴达木地区经济和生态的
循环发展。”一位研究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
验区的学者说。

在这位学者看来，作为一种调整传统能源结
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新型替代能源，河南能
源化工集团推广应用典型低碳能源燃料甲醇，不
仅可以盘活青海省甲醇资源，带动相关行业发
展，同时可以带来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依托资源优势和产业基
础，以煤为基础、以高端化工和新材料为方向，加
快矿产资源由燃料向材料转化、产品从大众化向
精品化发展、产业链从低端向高端延伸，加快青
海煤-电-化-生多联产基地建设，倾力打造有较
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际一流大型企业集团。”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肩担大义，聚水为海。立马昆仑，巍巍壮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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