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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前沿经济前沿··能源能源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李振江 介清峰

关注

观察

“我们兄弟四个的名字都跟‘国’字有关系，老
大叫‘爱国’，老二叫‘保国’，老四叫‘卫国’，我是
老三，生于 1964年 10月 1日，所以父亲给我起名
叫‘国庆’。”谈起农村用电变化，家住新安县铁门
镇玉梅村的窦国庆以这样的开场白打开了话匣
子。

“几十年的日子过起来很长，但过去了又很
短。如今回头一看，变化还真的不小！”经历过煤
油灯年代的窦国庆感慨地说，新安县曾是国家级
贫困县，直到上个世纪 70年代初才用上电。

“刚开始办电时，群众自筹资金，排队等候，

那时的电工真吃香！”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窦国庆
说，“现在我还记得一清二楚，那时的灯泡一般都
是 15 瓦的，虽然不咋亮，但总比点煤油灯强，因
此群众还是很兴奋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河南农村发生了很
大变化，农村用电增长很快，河南各地兴起电网
建设热潮，窦国庆所在的玉梅村也把配电变压器
由 10千伏安换成了 30千伏安。但由于县级电网
电量有限，加上线路老化等原因，村民用电电价
高、管理乱、无保障，毫无服务可言，供电说停就
停，根本不用预告和通知，群众意见很大。

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河南开始实施大规
模的农村电网改造，全省于 1997 年 10 月实现了
村村通，农户通电率达到 94%，农村用电质量得
到明显提高。与此同时，新安县铁门镇玉梅村也
重新立杆架线，并再次更换大容量变压器，群众
用电“一户一表”。全省“城乡同网同价”后，玉梅
村群众更是从中受惠，电视机、洗衣机、VCD、电
风扇等家用电器越来越多地走进普通农家。据
铁门供电所农电工马营介绍，玉梅村 1998 年农
村电网改造前每月用电量还不足 500度，现在每
月用电量已超过 8000度。

“过去一只 15瓦的小灯泡都舍不得用，每月
只交一两块钱电费，城里农村执行同一电价后，
农民不再心疼用电了，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窦国庆自豪地说，那时他家也能每月用上几十度
甚至上百度电了。

“现在更不一样了！我家每月就能用上一两
千度电，分商业和照明两大块儿。”见我们怀疑，
窦国庆领着我们参观起他家的电器化：新盖的楼

房装修成家庭宾馆，上边一层供客人住宿，十几
个客房都配备有空调、电视；下边一层供客人就
餐、休闲；宽敞明亮的大厨房里摆放着冰箱、消毒
柜及电磁炉、电饭锅等厨具；楼房外边承包两个
大鱼塘，每个鱼塘里装有自动增氧机和鱼食自动
投放机……

“我还承包了村里十多亩地作苗圃，也要用
电浇溉。”提起用电与自家的生活，窦国庆感慨万
千地说，“现在的农村，你再说谁家电视、冰箱、空
调、电脑、电饭煲、电磁炉、微波炉一应俱全已不
是什么新闻了，重要的群众不仅用上了电，而且
能用起电、用好电，服务也很到位，真是太舒心
了！”

窦国庆所说的用电舒心，其实是有背景的。
自 2006年以来，河南各地供电企业大力实施“新
农村、新电力、新服务”的发展战略，确立了“用上
电、用好电、用同价电”的工作目标，启动了农村
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努力践行“你用电 我用心”
的优质服务理念，使全省所有县域全部实现了
110 千 伏“ 双 电 源 ”供 电 ，供 电 可 靠 率 达 到 了
99.8%以上，全省农村用电量呈逐年上升态势。

据统计，“十一五”至今，河南农村居民用电
量年均增速为 15.6%。2013年，河南农村全社会
用电量达到 1726 亿千瓦时，占全省全社会用电
量的 59.5%。窦国庆所在的新安县目前乡乡都有
变电站，有的乡镇还不只一座变电站，全县网供
电量超过了 10 亿千瓦时，其中农民生活用电量
每年增幅都在 16%以上，比 2010 年增长了近一
倍。

从农民集资办电到国家出钱办电，从只有一

只灯泡到各式家电一应俱全，从舍不得用电到大
胆舒心用电，从只有生活用电到生产致富用电，
新安县农民窦国庆所经历的用电变化，其实就是
新中国成立 65年来农民用电变化的一个缩影！

生于 1964年 10月 1日的窦国庆经历过煤油灯年代，新中国成立 65年来的用电变
化成了他难以忘怀的记忆——

农网升级照亮农民幸福路

最近一段时期，我国煤炭“救市”政策频出。
与此同时，神华集团宣布：从本月 10日起全线上
调下水动力煤煤价，中煤集团也将各煤种价格上
调 15元/吨。

受此影响，上周动力煤 1501合约价格出现难
得的反弹，截至上周五，该合约收报 525.6元/吨，
以 1.04%的周涨幅位居大宗商品涨幅榜前列。

这是否意味着告别煤炭“黄金十年”后的“第
二春”已经到来?

困难重重期待政策利好

今年以来，全国煤炭市场持续低迷。数据显
示，截至 9月底，全社会煤炭库存已经连续 34个
月超过 3亿吨。从企业效益看，前 8个月，全国煤
炭行业利润同比下降 46%，大中型煤炭企业亏损

面近 70%，部分省份甚至全行业亏损，一些企业
经营严重困难，资金周转十分紧张。

尽管我省官方还未发布相关数据，但一位省
内某煤业集团人士预计，在煤企陷入大范围亏
损、煤炭行业供需矛盾尖锐的背景下，我省包括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以及郑煤
集团等的三季报也未必亮丽。

根据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认定困难企业做好帮扶工作的通知》，对我
省境内 2014年遇到暂时困难但具有发展潜力的
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包括企业集团）继续实施
帮扶政策，在这 117家困难企业名单中，就包括郑
煤集团以及河南能源义煤和焦煤下属煤矿在内
的 9家煤炭企业。

煤炭“救市”打出组合拳

10 月 8 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关
于调整煤炭进口关税的通知》，自 2014年 10月 15
日起，取消无烟煤、炼焦煤、炼焦煤以外的其他烟
煤、煤球等燃料的零进口暂定税率，分别恢复实

施 3%、3%、6%、5%、5%的最惠国税率。
10月 9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又联合发布

《关于实施煤炭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自 2014年 12
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
革，结合资源税费规模、企业承受能力、煤炭资源赋
存条件等因素，将税率幅度确定为 2%～10%，由省
区市政府在此幅度内拟定适用税率，现行税费负
担较高地区要适当降低负担水平。

10 月 10 日，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再次
下发《关于全面清理涉及煤炭原油天然气收费基
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在
全国范围统一将煤炭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降为
零，停止征收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取消煤炭可持
续发展基金（山西省）、原生矿产品生态补偿费

（青海省）、煤炭资源地方经济发展费（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煤企解困仍任重道远

进入 10 月，政府频频打出煤炭“救市”组合
拳，煤炭市场暖意已现。但这是否真的意味着煤

炭市场的“春天”已经到来？
有观点认为，煤炭关税政策实施的目的在于

限制煤炭进口，缓解国内供应压力，但这一救市
政策不足以改善整个市场。煤炭资源税从价计
征后，眼下，煤炭企业最关心的是煤炭资源税的
税率如何确定。

10 月 11 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
局、国家煤矿安监局、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联合举
行的煤炭行业脱困情况新闻通气会披露，我国将
把控制煤矿违法违规建设生产、超能力生产和不
安全生产行为，作为近期推进煤矿脱困工作的重
中之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运行局巡视员许之
敏认为，煤炭行业面临严重困难，既与市场需求
下降、供求失衡有关，也有行业转型升级滞后、相
关改革不到位、税费负担与历史包袱重等因素，
但产能过剩问题尤为突出。

“如今，市场需求低速增长与产能结构性过
剩、进口煤保持高位的矛盾仍将是我国煤炭的常
态，煤炭企业解困仍任重道远。”省煤炭协会的一
位人士这样说。

利好频出能否解煤炭市场困局
□本报记者 谭 勇

图①②③ 10 月 12 日上午，随着一阵急促的警报声，河南油田采油一厂井下作业工程部的 18 支抢险分队快速进入井
控演练“战备”状态。为了有效预防和控制油井射孔作业时发生井喷等重大安全事故，该部积极进行模拟井控实战演练，
提高岗位操作人员的应急反应能力及井控操作技能。 庞先斌 王 磊 摄

本报讯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
来，淮滨县电业局切实抓好基层规范化管理，不断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将服务的提升落到实
处。一方面，严格按照工作标准、管理标准和技术
标准规范员工的行为，摒弃“以前就这样做”以及
把“习惯当做工作标准”的思想理念；另一方面，针
对不同时期的供电特点和客户的用电需求，加强
对供电基础设施的巡查和特查，推行特殊客户的
个性化服务，提供安全优质可靠的电能；此外，着
力提高员工素质，重塑服务窗口形象，培养窗口服
务人员提升语言应变能力，不断锤炼业务技能。

（吕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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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国土资源部发布公告称，为充
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煤
炭行业平稳运行和持续健康发展，国土资源部决
定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受理新设煤炭探矿权申请。

与此同时，国土资源部要求：省级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要加强矿业权出让管理，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以招标拍卖挂牌市场竞争方式公开出让煤炭矿
业权，需要协议出让的，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
理。此外，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还应严格按照
规定做好矿产资源规划和矿业权设置方案的编制
工作，根据资源赋存状况、地质构造条件等因素，
合理划分探矿权勘查区块和采矿权矿区范围，作
为新设煤炭矿业权的依据。 （郄建荣）

新设煤炭探矿权申请恢复受理

本报讯 中石油上海寰球工程有限公司日前
透露，该公司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天然气转化合
成气制油技术工艺目前已通过行业专家评审，具
备工业化应用条件。

天然气转化合成气制油技术，是在催化剂作
用下将合成气转化为汽油、柴油，以及合成蜡、润
滑油等高附加值产品。采用这项工艺产出的汽柴
油产品具有无硫、无芳烃、无重金属等特性，污染
物排放量可大幅减少，对大气污染防治将起到积
极作用。

业内人士表示，这项工艺技术是世界首套特
殊固定床反应器技术，主要技术指标达到世界先
进水平，并具有以下六大特点：一是采用高合成气
转化、特殊固定床反应器技术；二是采用高通量列
管式反应器，单台设备的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三是
采用高活性催化剂组合，对原料气的适应性更广；
四是采用深度脱硫技术，延长催化剂寿命；五是生
产的柴油产品具有高清洁、高十六烷值的特点；六
是副产的高纯蜡产品具有高熔点、高收率特点。

（李亚彪）

天然气转化合成气制油
技术获突破

本报讯 9月 28日，我省首座电动汽车充换电
站——郑州市商都路充换电站正式送电成功，目
前已进入试运营阶段。

根据郑州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和
国家电网公司的项目规划，郑州市商都路换电站
是在原有充电站的基础上扩建而成，新增加 2个
换电工区，为 158路、916路、14路纯电动公交车提
供换电服务，整个过程用时 10分钟。按照站内满
负荷服务能力测算，每年将售出超过 800 万千瓦
时的电量。据悉，到 2015年，郑州市将建成 4座大
型电动汽车充换电站、3座小型充换电站，共有充
电桩 2800个，全市电动客车充换电服务网络将初
步形成。郑州市计划到明年新增各类示范电动汽
车 5500 辆，已开放私人充电桩申请，市民可到供
电营业厅申请报装。 （刘 杰 柴进峰）

本报讯“内罗线 35 号杆至刘沟支线末端短
路故障。”10月 9日下午，汝阳县电业局配电抢修
班班长张少楼第一时间收到了来自 10 千伏配网
线路故障定位系统的手机短信。

为确保当地群众可靠用电，汝阳县电业局从
2012年起开始在部分 10千伏配网线路上安装故
障定位系统，当供电线路发生故障后，该系统能够
准确定位，并在 4分钟内通过短信方式自动发出
通知，帮助抢修人员迅速判断故障点，大大提高了
线路故障查找效率。汝阳县电业局负责人表示，
为全面提高配电网智能化水平，该县计划在 2016
年以前在 10 千伏线路上全部安装这种故障定位
系统。 （宁学丽）

淮滨电业局：

抓“三基”管理 促服务提升

汝阳排查供电故障有“帮手”

我省首座电动汽车充换电站试运营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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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为村民安装新型变压器。
徐 强 摄

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架设电缆。徐 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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