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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行南水北调中线行
之焦作见闻

本报讯 ﹙记者谭 勇﹚记者 11
月 10 日获悉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
政部联合公布了 2014 年国家技
术创新示范企业名单 ,全国有 72
家企业入选 ,我省焦作市风神轮
胎股份有限公司榜上有名。截至
目前，全省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
业增至 9 家。

风神轮胎是我省首批国家知识
产权体系建设示范单位,已申报国
家专利 297 项。据悉，这是风神轮

胎继获得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全国工业企业
质量标杆、国家级知识产权优势企
业后获得的又一殊荣。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的认
定每年组织一次，认定标准有严格
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对
于入选的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实行动态管理，每 3 年复核评价一
次，对合格的示范企业予以确认，
不合格的予以撤销。③9

2014年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名单出炉

风神轮胎入选

本报讯 （记者高长岭）11 月 8
日至 11 日，由国家紧缺矿产资源
勘查协同创新中心、国家“大型—
超大型矿床”计划项目办公室举办
的“资源·环境·经济论坛”在栾川
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赵鹏大、莫
宣学、王成善等矿业专家分别作了
专题报告或发言。

栾川钼金属储量 206 万吨，位

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据介绍，
2010 年 1 月，栾川县政府与中国地
质大学、河南省地质调查院联手建
设栾川矿产资源与地质环境产学
研基地。矿业经济占全县 GDP 的
80%以上。产学研基地建成后，一
大批科研项目落户栾川，在找矿靶
区实现找矿重大突破，发现大型以
上铅锌银矿产地 4 处。③6

本报讯 （记者王 映 通讯员
管庆义 刘洪坤）记者 11 月 10 日获
悉，濮阳县产业集聚区作为我省唯
一的创建示范区，近日被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确定为全国电
光源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濮阳县把发展光电产业作为
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重要切入点，多次赴珠三角、长
三角等电光源产业发达地区招商
引资；在该县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

了 4.5 平方公里的光电产业园，吸
引 57 家电光源企业入驻园区，资
产总额 12.9 亿元，其中亿元以上企
业 9 家。

同时，濮阳县政产学研各方密
切合作，搭建了一批技术创新、产
业协作的公共服务平台，为濮阳县
实现光电子科技产品就地研发、就
地实验、成果实现就地转化，为电
光源产业抢占全国战略制高点提
供技术支撑。③9

濮阳县产业集聚区特色凸显
被确定为全国电光源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资源环境经济论坛”栾川开讲

背景素描
焦作市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唯一穿越中心城区的城市，工程全
长 76.41 公里，途经温县、博爱、修
武等 7 个县（区），17 个乡（镇）、办
事处，98 个行政村；工程占用永久

用地 1.57 万亩，临时用地 1.58 万
亩；共拆除各类建筑 74 万平方米，
安置搬迁群众 4368户 1.67万人。

南水北调总干渠穿越黄河以
后，蜿蜒北去，在太行山下穿焦作
市中心城区而过。在该市中心政
二街跨越南水北调总干渠上，有
一座造型如一弯新月的钢结构桥

梁，建设者给起了一个好听的名
字——“新月临江”，行人从拱桥上
走过，总是会慢下脚步，透过白玻
璃幕墙，欣赏脚下那一渠玉虹般的
碧波。

“南水北调工程在焦作中心城
区全长 8.82公里，与 10条主干道和
4条河流相交，建有 7座跨渠桥梁和
4 处倒虹吸、两个退水渠。”南水北
调焦作城区段负责人范杰介绍说。

中线总干渠自南而北全线自
流，由于地形原因，焦作城区段需
要对地势低洼渠段高填方填筑。
为保证干渠和城市安全，焦作段对
高填方段的渠堤加宽、渠道内部衬
砌加厚，大堤中间、地下增设混凝
土截渗墙等。如此一来，在焦作市
区的中线渠道，许多地方呈现的是

“地上悬河”景观。
焦作城区南北高差近 100 米，

穿城而过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
渠宽约 100 米，左右将各建设 100
米宽的绿化带及 30 米左右的道
路。“这提高了城市绿化率，给城市
生态建设、旅游升级带来了新机
遇，但对城市防洪带来了挑战。”焦
作市水利局总工程师杜新生说。

2013 年年初，借助南水北调
工程建设，焦作市推出“立足于防
洪、灌溉、补充地下水、生态建设、
休闲旅游、宜居城市打造等功能需
要”的城市水系建设规划，南水北
调工程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通过施工，城区 6 条纵向河道
与南部的新河、大沙河、蒋沟河、引
黄入焦干渠以及灵泉湖、东湖等河

库交织贯通，形成贯穿城区、全长
150 公里的城市循环水系。沿河
修筑亲水平台，培栽花草树木，打
造滨河生态景观环境。

如今，焦作市城市水系建设正
由蓝图化为现实：已完成大沙河迎
宾路两侧 50 年一遇防洪工程，形
成了 5.4 公里长，120 米宽的景观
水面；灵泉湖水库 1000 亩水面成
了天鹅和鹭鸟的天堂；引黄入焦干
渠将黄河水引入大沙河，新增引黄
灌溉面积 158.5 万亩，在今年夏季
抗旱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了水的焦作变得更美。位于
南水北调干渠与大沙河交汇处的大
沙河湿地，水映蓝天，秋虫鸣叫，风吹
芦苇翻起白浪，鹭鸟掠过之间，不时
传来休闲市民们开心的笑声。③9

丹江玉虹醉怀川

□本报记者 李建华

本报讯 （记者李 林）继
新密裕中电厂热源入郑后，11
月 11 日记者从郑州市城市管
理局获悉，郑州再添泰祥热电
厂引热入郑新线，今冬即可供
暖服务百姓。

“引热入郑工程是今年供
热管网建设的创举，此项工程
的建成投用有效地提升郑州
市的供热能力。”郑州市城市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密

裕中电厂热源入郑工程可为
郑州市南区提供 1100 万 m2 供
热能力。目前裕中电厂首站
到南郊热源厂段 20 公里供热
管网铺设等工程已完成，今冬
可实现与南郊热源厂联合向
郑州市南部供热，结束了南部
城区没有大热源的历史。

新增的引热入郑新线为
泰祥热电厂热源入郑工程，其
投用后可为郑州市西区提供

260 万 m2供热能力。目前该工
程铺设供热管网 12.6 公里，已
完成了从泰祥热电厂和市区
中原路与秦岭路交叉口既有
管道的对接等工程，今冬可实
现向郑州西区供热，将缓解郑
州西区热源紧缺的问题。

另悉，郑州市还计划建设
荥阳国电热源入郑工程，预计
2015 年可投用，届时可提供
1400 万 m2供热能力。③9

《郑州市公用事业资产整
合实施方案》透露，郑州市现
有的两家集中供暖企业将“合
二为一”，这对百姓生活会有
什么影响？11 月 11 日，记者
采访集中供暖部门相关负责
人，替市民打探究竟。

分合曲折

郑州市政府新近出台的
《郑州市公用事业资产整合实
施方案》，提到将中原环保拥
有的郑州市西区热力资产出
售给郑州市热力总公司，实现
后者对郑州市供热建设运营
管理的大统一、大集中。

此次“大统一”，几乎应验
了“分久必合”的俗语。

2007 年冬季，郑州集中供
暖酝酿“一分为二”，到 2008 年
1 月，以郑州市京广路为界，南
从长江路北至西站路的范围，
由中原环保负责供暖。郑州
市其他地方的供暖仍由郑州
市热力总公司负责，郑州集中

供暖完成了“东西分治”。
时隔 7 年，郑州市集中供

暖又开始面临“合二为一”，实
施统一调配、整盘运作。

利弊纷扰

郑州市集中供暖“合二为
一”的消息不胫而走，记者调
查发现支持与反对的市民各
有想法。

“城市 集 中 供 暖 随 着 环
保 要 求 的 提 高 ，在 不 断 取 消
原 有 的 燃 煤 热 源 厂 ，并 通 过
长 途 引 进 外 域 热 源 ，这 样 一
来 供 热 企 业 越 大 ，规 模 效 益
越 突 出 ，所 以 合 二 为 一 有 利
于城市集中供暖的长远发展
与需求。”从事教学工作的市
民王宏山说。

网友“爱操心”认为，要消
除供暖管网末梢的低温情况，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形成城市
供热管网的一体化，打破人为
壁垒，让老百姓家里都暖和起
来，所以支持“合并”。

采访中，也有市民感到困
扰，担心“合二为一”后，缺失

竞争压力，供暖部门的服务质
量会下滑。

民生为先

“企业形式的变化不会改
变服务的初衷。”11 月 11 日，
郑州市热力总公司新闻发言
人孙晓泉表示，集中供暖关乎
百姓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将
以服务民生为先。

他说，郑州市热力总公司
正在推行“大热源、大联网、大
调度、大客服、大维护”，目的
就是为发挥规模效应，尽最大
可能消除供热管网末梢的低
热现象，同时发挥企业整盘统
一的优势，引进外热，改善郑
州市环境状况。

“为提升服务，今年公司
成 立 了 34 支 服 务 维 修 小 分
队，对责任范围内的管网漏水
故障，在接到指令后 30 分钟
内赶到现场进行处置；建立重
大事项预告制度；开展供热网
格化服务，以热力站为单位，
实施专人专区负责。”孙晓泉
说。③6

引热入郑再添新线

郑州市供暖东西分治现状将改变

集中供热“欲合”百姓增暖几多
□本报记者 李 林

11月 11日，宁陵县刘楼乡郑庙村农民在编织笆斗。该村的白条编
织手艺已有 150 多年历史，如今这项传统手艺成了当地农民致富的好
门路。⑤4 吕忠箱 摄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穿焦作城区而过。⑤4 赵耀东 摄

本报讯（记者任国战 通讯员
张丁方）11月10日，安钢转型升级重
点工程——冷轧连退、镀锌生产线正
式动工。该项目建成后，将填补我省
不能生产高端冷轧产品的空白。

此次开工建设的冷轧连退、镀
锌生产线是由产业链低端向产业
链高端的延伸，预计于 2016 年 6 月
底投产。该项目设计产能 120 万
吨，产品定位高端家电板、建筑板
和汽车用结构板等，可满足包括商
业级、深冲级、超深冲级等不同深
冲性能和高强度级别等使用要求。

安钢集团冷轧有限责任公司
是由河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集
团有限公司与安钢合资组建的一
家国有控股公司。冷轧工程是河
南省重点工程项目，也是企业加快
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工
程。

安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
该项目整体进展顺利，所生产的冷
硬卷、热轧酸洗板卷等冷轧产品受
到加工钢企的充分认可。截至 10
月底，已累计生产 10 万余吨，产销
基本实现平衡。③10

安钢冷轧生产线开工

黄河，作为孕育人类灿烂文明
的大河之一，中游流经黄土高原
后，成为世界上泥沙含量最高的河
流；穿越豫西山区，冲积塑造了辽
阔的下游平原，此谓黄河中下游地
区。历史上，该地区得益于黄河水
利，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长期处
于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她又深受黄
河水沙危害，特别是千年来下游

“地上悬河”的泛滥，导致环境恶
化，发展急速逆转。近几十年的改
革开放催生了该地区振兴，这里已
是我国重要的交通枢纽，能源、新
材料、装备制造和粮食生产基地；
但人口、水土资源、环境压力巨大，
工业化、城市化与资源、环境之间
矛盾日趋尖锐，“地上悬河”的危险
尚未彻底消除。如此奇特的地表
作用过程、特殊的地理环境构成了
中国独有的陆地表层系统——黄
河中下游人地系统。

坐落于黄河中下游、古城开
封，地学研究历史悠久、积淀深厚
的河南大学，肩负起黄河中下游独
特地域的科研任务，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责无旁贷。在此背景
下，河南大学黄河中下游数字地理
技术实验室应运而生。

实验室以黄河中下游人地系

统为研究对象，以地理学理论为基
础、数字模拟方法和空间信息技术
为手段，研究资源开发利用与自然
环境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相互作用
的规律与机理，解决区域发展中面
临的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领域
的关键科学问题，为区域可持续发
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

10 月 17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郭庚茂到河南大学调
研期间考察了该实验室，对实验室
的建设给予高度评价并提出了指
导性建议，使实验室科研人员深受
鼓舞。

助力中原城市群与
中原经济区建设

河南大学的人文经济地理学
科在国内位居前列地位。

上世纪 50 年代，著名城市历史

地理学家李长傅教授，采用文献挖
掘与实地考证的方法，研究千年来
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发表
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学奠基之作

《开封历史地理》。改革开放后，河
南大学原校长李润田教授研究中国
农业地理、中国资源地理，倡导复兴
我国人文地理学，赢得学界认可。
上世纪 80 年代，李润田教授等提出
了中原地区城市群体构建的设想。

进入新世纪后，该实验室一批
专家在建构中原城市群“内聚、外
联”整合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顺势而
为，参与到中原经济区发展战略研
究当中，如王发曾教授作为省政府
专题研究组长、秦耀辰教授作为省
委统战部无党派专家组长、国家万
人计划首批人文社科领军人才苗长
虹教授等参与中原经济区的战略设
计与论证，系统研究了中原经济区

空间边界、主体区现代城镇体系建
设问题，提出了“组团+圈层+轴线”
的城镇空间结构优化重组模式。

该团队产出的一大批研究成
果，如《基于地理信息技术的我国
经济区域划分与功能定位》《中原
经济区科学发展研究》《中原经济
区主体区现代城镇体系研究》等，
受到国家发改委和省委、省政府的
关注，对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
略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小建教授研究小组从《公司
地理论》到《农户地理论》、从产业
集聚区再到《中部农区发展》，取得
一批创新成果，推动了国际经济地
理学新方向的形成与发展。

创新地理信息分析
和应用关键技术

实验室充分发挥产学研有机

结合优势，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虚
拟现实、污染治理等新技术，为地
方文化传承、资源优化、环境保护
提供技术转让、咨询与合作。

自 1999 年以来，实验室参与科
技部科学数据共享工程“地球系统
科学数据共享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建立了多学科的地球系统科
学数据库，形成了完善的数据共享
服务体系，持续开展了无偿的数据
共享服务。该成果于 2013 年获得
河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实验室长期致力于农村信息
化研究。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
院名誉院长孙九林院士提出了“河
南农村农业信息化示范省建议”，
在省委、省政府领导的直接推动
下，河南省被确定为国家农村信息
化示范省第二批试点。秦耀辰、秦
奋等教授承担了河南省新型农村

信息化建设重大专项。由实验室
自主研发的新型农村产业集聚区
终端系统，覆盖全省 180 个农村产
业集聚区，集查询、管理、数据统计
等功能于一身，直接应用于我省农
村信息化示范省建设。

实验室运用虚拟地理信息系
统研发完成的“郑开大道两侧功能
规划虚拟系统”受到省委、省政府
的高度重视。运用该技术，实验室
还对黄河流域的核心腹地、郑开大
道的核心规划进行了模拟，并参与
了上海世博会“清明上河图”三维
动态景观的制作，广受好评，在社
会各界引发强烈反响。

为区域生态安全提
供原创性理论技术支撑

实验室还致力于黄河中下游
自然地理格局与生态过程研究，发

现其独特的地表过程及调控机理，
为保障该地区“生态安全”与“粮食
安全”提供原创性理论与技术支撑。

该研究以黄河中下游典型地
区的景观生态系统为对象，以景观
生态学、自然地理学和环境科学的
现代理论为基础，利用定量遥感、
野外调查和 GIS 空间分析的方法和
技术，宏观尺度上研究该地区的景
观格局及其动态规律，微观尺度上
揭示景观格局及其地理——生态
过程的机制；同时注重该区域不同
景观背景下多时段、多尺度上景观
生态系统的类型和分布格局、动态
过程及其机理研究，寻求维持稳
定、健康、高效及可持续的流域景观
生态系统的人类干扰与环境响应之
间的平衡点，为区域受损或退化自
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的调控
提供科学依据，以确保该地区的生
态安全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省委书记的指示是鼓励，更是
鞭策。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
院长、黄河中下游数字地理技术重
点实验室主任秦耀辰表示，实验室
将进一步追踪科学前沿与国家战
略需求，为我国地理科学研究、中
部崛起和我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做
出更大贡献。

为区域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
——河南大学黄河中下游数字地理技术实验室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惠婷 本报通讯员 史周宾

供热运营模式

较往年相比，郑州市今冬集中供暖提前
启动热网冷运，以此确保15日供暖温度达标。

以热电联产为主导、区域锅炉房调峰为辅助

新增1000万㎡

1800万㎡
经开区、高新区等部分地区由
区域热力公司和单位自供热

郑州市热力总公司

3900万㎡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已达5885万㎡

郑州市区供热面积及各热力公司供暖面积

联系方式

郑州热力总公司 68890222 （24小时）

郑州市城管局 67172000
郑州市供热质量监督办公室 67182023（8:30—18:00）

郑州热力总公司短信平台 037160533336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4001856677 （24小时）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短信平台 106573371366

郑州热力总公司客服邮箱 zzrlkf@163.com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微博：

@中原环保西区供热
市城管局：

@城管微博

制图/党 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