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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宁讯 （记者谭 勇）10
月 15 日上午，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义
煤公司年产 2 万吨甲醇蛋白联产酶
制剂项目在青海省西宁市南川工
业园区正式开工建设，揭开了河南
能源化工集团打造青海煤电化生
多联产基地的序幕。

2003 年，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义
煤公司青海义海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成立，公司目前拥有两座大型现

代化露天煤矿和一个井矿——大
煤沟露天矿、木里露天矿以及大煤
沟井矿，最高年产煤炭量突破 600
万吨，成为义煤重要的经济增长
点。为积极响应青海省产业开发
政策，今年 6 月，义煤公司与青海签
订了煤电化生多联产项目的合作
框架协议，实施煤炭就地转化，促
进当地资源开发和煤炭清洁利用
互补互利。

根据合作框架协议，青海煤
电化生多联产项目建设内容主要
包 括 2× 300 兆 瓦 热 电 联 产 项 目、
100 万吨甲醇项目、6 万吨聚甲醛
项目、3×2 万吨蛋白项目、80 万吨
甲醇燃料项目等，总投资约 144 亿
元，年产值约 92.3 亿元，年净利润
约 11.5 亿元。项目全部建成后，全
年消耗煤炭 465 万吨，提供就业岗
位 3500 余个。

“甲醇蛋白联产酶制剂项目
是国家重点鼓励扶持产业，技术
由义煤公司自主研发，填补了我
国此项技术空白并获得国家技术
产权保护，打破了国外对此项技
术的垄断局面。”义煤公司副总经
理、青海义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魏世义介绍，项
目总投资 30 亿元，分三期建设，一
期年产 2 万吨甲醇蛋白联产酶制

剂项目计划工期 24 个月，计划投
资 10.98 亿元。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相关负责
人表示，青海煤电化生多联产项目
符合青海省煤炭资源就地加工转
化、促进青海省产业结构调整的政
策，对推动青海省煤化工产业和煤
炭清洁生产互补发展，实现资源、
环境、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
义。③9

本报讯 （记者杨凌 通讯员
刘玉姣）10 月 15 日，河南中孚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传出消息，继去年被
工信部认定为“清洁生产示范企
业”后，近日，该公司又被省环保厅
评为 2013 年度首批“河南省企业
环境信用 5A 级企业”。

“这是中孚实业在绿色发展中
取得的又一硕果。”该公司负责人
表示，作为煤、电、铝及铝精深加工
一体化的大型现代化企业，中孚实
业近年来始终以“高、精、尖、节能、
环保、可持续”为发展方向，依靠科
技创新加快由传统产业向高端铝
合金精深加工领域转型升级，大幅
降低能源消耗，闯出了一条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之路。

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新
型工业化道路，从 2002 年开始，
中孚实业在巩义市高起点、高标
准开工建设了以“山水园林企业、
环保生态工厂”为目标的豫联工
业园区，其中的高性能铝合金特
种铝材项目采用德国西马克、西门
子等国际一流装备和技术，为该公
司打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

业提供了可靠的硬件基础。
同时，中孚实业积极响应国

家节能减排号召，主动关停 17 万
吨电解铝落后产能，现有 75 万吨
电解铝产能已于今年 4 月全部入
围铝行业首批“红名单”，均符合
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的产业政策
要求。

依靠科技创新加强节能降耗，
通过实施“低温低电压铝电解新技
术”，使吨铝直流电耗由 13235 千
瓦时降低到了 11819 千瓦时，在全
行业推广后年节电 275 亿千瓦时，
该技术目前已被科技部在全行业
推广；实施“高温超导电缆示范工
程”，探索未来大幅降低铝电解电
流输送损耗新方向。一系列科技
创新举措，使中孚实业在能耗、物
耗、污染物排放指标方面均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

目前，中孚实业清洁生产全部
通过河南省或郑州市环保部门的
验收，已在发电-碳素-电解铝-铝
深加工整个产业链形成了良好的
清洁生产机制，成为同行业屈指可
数的清洁生产标杆企业。 ③9

本报讯（记者卢 松）10 月 14
日，记者从全省肉牛基础母牛扩
群增量项目工作部署会议上了解
到，今年中央安排 1.4 亿元支持我
省肉牛产业发展。尉氏、洛宁、新
野等 23 个项目县（市）内肉牛基础
母牛存栏 10 头以上（含 10 头）的
饲养场户、合作社，以及全省肉牛
基础母牛存栏 500 头以上的饲养
场户，均可在自愿申报的基础上，

享受到我省肉牛基础母牛扩群增
量项目补贴。

去年 8 月，国家发改委、财政
部、农业部制订出台的《全国牛羊
肉生产发展规划（2013—2020年）》
中将我省确定为全国牛羊肉生产
重点规划和扶持区域。今年中央
下达资金 9.4 亿元，在 15 个省市启
动肉牛基础母牛扩群增量项目，我
省安排资金占资金总额的 15%。

目前，我省 2014 年肉牛基础
母牛扩群增量项目已启动。补贴
资金实行以母牛存栏定主体，新
增犊牛定资金，即根据存栏肉牛
基础母牛数量确定补助对象，根
据新增犊牛数量确定补贴资金数
量。项目补贴标准根据我省基础
母牛存栏、母牛繁殖成本、中央财
政安排补助资金规模，确定每头新
增犊牛补助标准为 1000元。③9

本报讯 （记者高长岭）10 月
15 日，省国土资源厅召开会议，安
排部署全省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
价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国土资源
部门全面查清可开垦土地、可复
垦采矿用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的面
积、类型、权属和分布情况，并开
展二次调查中“不稳定耕地”和新
增耕地调查，逐级建立耕地后备
资源调查评价综合数据库。

这 次 耕 地 后 备 资 源 调 查 评
价，以县为统计单位，以二次调查
和 2012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结果为
基础，结合土壤普查、农业普查、

全省国土规划纲要、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土地整治规划、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等成果和资料信息，综
合考虑区位、交通等开发条件，调
查评价可开垦土地和可复垦采矿
用地的宜耕性。

同时，各地要以 2009 年二次
调查标准时点数据库为基础，以
二次调查中各省辖市报送的“不
稳定耕地”面积作为参考，经实地
核定类型、位置、范围、质量等级、
利用状况等，进行上图入库形成

“不稳定耕地”调查结果。对于在
二次调查中增加的耕地，经实地

核定位置、范围、质量等级等，形
成单位和个人自行开垦的新增加
耕地面积调查结果，实现对这部
分新增耕地的上图入库。

据介绍，所谓“不稳定耕地”，
就是指处于林区、草原以及河流湖
泊最高洪水位控制范围内和受沙
化、荒漠化等因素影响的耕地。

上一轮我省耕地后备资源调
查与评价工作完成于 2001 年，十
多年来我省耕地后备资源已经发
生了很大变化。摸清耕地后备资
源情况，对于我省经济和社会发
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③10

甲醇蛋白联产酶制剂项目正式开工

河南能源打造青海煤电化生多联产基地

中孚实业

加快转型升级走绿色发展路

中央1.4亿元支持我省肉牛产业

我省开展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

本报讯 （记者李 铮 通讯员
封 德）10 月 15 日记者获悉，国务
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
了关于表彰全国社会扶贫开发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省委统
一战线“同心”实践行动联席会议
办公室等 6 个单位荣获“全国社会
扶贫先进集体”称号。

据了解，经国务院批准，自今
年起，每年 10 月 17 日被确定为“扶
贫日”。今年 10 月 17 日，为全国首
个“扶贫日”,为了表彰先进，倡导
互助友善新风，动员社会各种力量

积极参与扶贫攻坚，国务院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全国社会扶
贫 先 进 集 体 和 先 进 个 人 予 以 表
彰。除省委统一战线“同心”实践
行动联席会议办公室外，我省荣获

“全国社会扶贫先进集体”称号的
单位还有：省纪委驻西华县定点扶
贫工作队、河南省宛西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河南省福润食品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老区建设促进会、洛阳市
扶贫开发协会，牧原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秦英林等 6 人荣获“全
国社会扶贫先进个人”称号。③7

我省6单位荣获
“全国社会扶贫先进集体”称号

关注扶贫日关注扶贫日 共建新生活共建新生活

与世界 500 强企业港华集团
签订引进烯气正式合同，到明白河
治理现场查看，组织 20 多家企业
参加扶贫日的捐赠扶贫行动……
10 月 14 日，省政府办公厅定点扶
贫栾川县合峪镇柳坪村的驻村队
员白付强，忙碌而充实地工作着。
和往常一样，他每天不在扶贫项
目的现场，就在争取扶贫项目的
路上。

柳坪村有 338 户 1487 人，其中
139 户共 392 人处于贫困线以下。
2012 年 10 月 8 日，白付强到柳坪
村后的第一天起，便把自己当成了
柳坪村人，一心要为乡亲们办点儿
实事。

熟悉情况，扶贫才能事半功
倍。白付强走村串户、摸底调研。
一次，他到村里一对贫困聋哑夫妇
家走访，看到他们的困境心里无比
难受，便经常抽空走访，想尽办法
帮扶。扶贫先扶智，为让这家的孩
子 得 到 良 好 教 育 ，他 先 后 资 助
2000 元钱供孩子上学。这对夫妇
每次见到白付强，都激动地用手比
画，非要拉着他到家里坐坐。

“扶智慧、扶志气、扶产业”，这
是白付强经过 3 个多月挨家挨户

调研，磨烂 3 双袜子，走烂一双鞋
后得出的扶贫思路。

“扶贫工作不仅仅是为当地百
姓修一条路、架一座桥、改善一些
基础设施，还要让百姓转变旧观
念，增强脱贫致富的信心，让群众
发挥自身的‘造血’功能。”白付强
说。

柳坪村是一个以林果业为主营
的专业村，1600亩耕地中 1300亩栽
的都是桃树。每年鲜桃集中上市，
都会因为量大而积压受损。白付强
为此多次到省农科院、省林科院邀
请专家，对桃树品种进行更换、改
良。同时，借助栾川县旅游优势，逐
步把柳坪村建成融观光、休闲、采摘
为一体的农业生态园区。

如今的柳坪村，桃花开罢梨花
开，梨花过后菜花开，5 月到 9 月，
月月有鲜桃出售，引得一拨又一拨
游客纷至沓来。冷清多年的小山
村，一下子变美了，热闹了，先后荣
获省整村推进示范村、洛阳市卫生
村和美丽乡村、栾川县扶贫开发工
作先进村等称号。

驻村以来，白付强先后为柳坪
村争取引进资金近 2 亿元，带动周
边 200 多户农民致富。富裕起来
的村民纷纷对他竖起大拇指：“俺
村来的扶贫干部真靠谱！”③9

俺村来的扶贫干部真靠谱
——记省政府办公厅驻村队员白付强

□本报记者 卢 松

本报讯 （记者吴 烨）10 月 10
日至 11 日，全省推进农村妇女进
村“两委”示范培训班在三门峡市
举行。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妇联领
导、村“两委”女干部代表、女大学
生村干部和妇女骨干代表 150 余
人参加培训。

会议指出，各级妇联要把妇女
进“两委”作为当前妇女工作的头
等大事，加强领导，周密部署，稳步
推进，落实“三个确保、一个提高”
的总体目标，即：确保村委会中至

少有一名妇女成员，确保村妇代会
主任进村“两委”，确保妇女村民代
表占村民代表会议组成人员的三
分之一以上；提高村党组织书记、
村委会主任中的妇女当选率，力争
每个乡镇至少有一名女村党组织
书记和一名女村委会主任。

培训期间，有关专家教授就妇
女参选参政的有关精神和政策规定
作了解读。会议还通过经验交流、模
拟演讲的直观方式，为农村妇女进
村“两委”搭建竞选演练平台。③9

我省举办农村妇女进
村“两委”示范培训班

本报讯 （记者郭海方）10 月
14 日是世界标准日，当天，质检总
局、国家标准委公布了 2014 年度

“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获奖名单，
我省参与和主导的三个项目分获
一、二、三等奖。

中 国 标 准 创 新 贡 献 奖 是 我
国标准化领域最高奖项，主要对
技术水平和编写质量高、实施后
经 济 社 会 效 益 突 出 的 标 准 项 目
的 主 要 完 成 单 位 和 完 成 人 给 予
奖励。2014 年度“中国标准创新

贡献奖”共有 56 项标准获奖，其
中一等奖 7 项，二等奖 20 项，三
等奖 29 项。

获奖项目中，河南工业大学参
与起草的 ISO7970:2011 《小麦-规
格》获得一等奖；洛阳万顺建材有
限公司参与起草的 GB/T 26748—
2011 《水泥助磨剂》获得二等奖；
汤阴县佳多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主导起草的 GB/T 24689.2—2009

《植物保护机械 频振式杀虫灯等
7 项标准》获得三等奖。③7

2014 年度“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公布

我省三项目分获一二三等奖

视觉 新闻

10 月 15 日，武陟县大封镇大封村农民在采摘茶菊花。
该镇千亩茶菊迎来采收旺季，菊农们加紧采摘、晾晒、销售，
田间一派繁忙景象。⑤4 冯小敏 摄

10 月 14 日，内黄县张庄村棉农在采摘棉花。该县张
庄村千亩棉花迎来收获，当地农民抓住晴好天气采摘新
棉。⑤4 刘肖坤 摄

10月 14日,同学们在汝阳县青少年科学工作室安装机器人。由中
国科协投资兴建的河南首家青少年科学工作室在深山区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汝阳县实验初中建成并对外开放。⑤4 康红军 摄

10月 14日，灵宝市海纳菌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在对
菌种进行翻整。该公司采用高标准实验室培育菌种，为当地
菇农提供优质的香菇菌种和技术服务。⑤4 孙 猛 摄

本报讯 （记者徐东坡 马禄
祯）10 月 15 日，第五届华侨华人中
原经济合作论坛（简称华合论坛）
在平顶山举行，本届华合论坛共发
布招商项目 1931 个，吸引了来自
3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 多名客商
和代表参会。

本届华合论坛共安排 21 项内
容，在往届活动内容的基础上，今
年新增河南省情及产业合作专题
推介会，地市专场、海外华文媒体
助推中原经济区座谈会、不锈钢产
业对接会等活动。

论坛围绕高层次、高规格的海
外侨胞、专家和世界 500 强、国内

100 强企业代表，发布招商项目，
通过外出洽谈和网站公告等多种
形式，共发布省内外各类招商项目
1931 个，招才引智岗位 2752 个，涉
及能源化工、装备制造、食品及农
产品加工、基础设施、文化旅游、建
材机电等多个领域。目前，共有来
自包括美国、瑞典、泰国、新加坡等
3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 多名客商
和代表参会。湖北、辽宁、山东、江
苏等省份也组团参会并签约，论坛
辐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本届论坛上，预计签约金额
754.94 亿元，将超过上届的 557.15
亿元。③9

本报讯（记者马禄祯 徐东坡
温小娟）10 月 15 日下午，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储亚平、副省长李亚、
省政协副主席邓永俭在平顶山分
别会见了参加第五届华合论坛的
嘉宾。

储亚平会见的嘉宾有：欧洲中
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代表团嘉宾、海
外华文传媒合作组织高层看中原
采风团嘉宾、法国欧瑞泽基金和法
国欧中联合商会代表团嘉宾、马来
西亚槟城州拿督林秋雅一行。李
亚会见的嘉宾有：中国德力西控股
集团总裁胡成虎一行、台湾富创得
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明发

一行。邓永俭会见的嘉宾有：中国
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京文一行，河南省海外交流协会
海外理事代表团，河南同乡会代表
团，美中经贸投资总商会会长周茳
钐钧一行。

储亚平、李亚、邓永俭分别向
嘉宾们介绍了河南省情，并希望参
加本届华合论坛的嘉宾们积极抓
住河南发展的大好机遇，到河南投
资兴业，实现合作双赢。河南将为
广大侨商和各类人才创造优越的
投资环境和良好的创业条件，为他
们扎根河南投资兴业提供更大的
平台。③7

省领导会见与会部分嘉宾

逾千名客商齐聚华合论坛

夏邑县徐马庄村 30 岁的农
民王飞 2010 年和爱人一起学习
现代种植技术，并开始在承包的
30 亩土地上搞种植试验。今年，
他们小夫妻领取了家庭农场营
业执照，并双双领到了“新型职
业农民”证书。王飞说：“靠科技
能使土地效益提高，再有半年，
俺投入的 85 万元就要全部收回
来了！”⑤4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王飞种的晚秋黄金梨今
年已进入盛果期。

◀他在抢种小麦。

新型农民巧种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