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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噪音，通电几分钟就能采暖

记者从气温 7摄氏度的室外，走进开封市祥
符区中心供电营业厅，明显感觉到一阵温暖。
环顾大厅墙壁，发现有 14 块厚度不足 3 厘米的
白板镶在上面，营业员告诉记者，那就是他们最
近安装的碳晶电采暖器。

对于碳晶电采暖，百度百科给出的答案是：

在碳素微晶颗粒中加入远红外发射剂以及限温
剂等，以特殊工艺制成的低温辐射碳晶电热板，
从而形成的电采暖系统。据了解，该营业厅原
来用两台柜式空调采暖，室温也只是比室外略
高一点，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碳晶电采暖器一旁的温控器显示，室温为
17摄氏度。“由于大厅有玻璃墙，还有一部分无法
安装，厂家正设计活动支架，等全部启用后效果
会更明显。”中心营业厅负责人徐欢说，通过温控
装置可以设定温度，达到温度后会自动断电。

在该区范村供电营业厅，前来办业务的村
民孙振良一进门便脱掉了外套。这个营业厅装
了 14块碳晶电采暖器，室温保持在 19摄氏度以
上。“它很薄很美观，镶在墙上也不占地方。无
噪音，通电几分钟就能采暖了，房间里热乎乎
的。”范村供电所副所长李鹏说，以功率为 350瓦
的碳晶电采暖器供 5平方米计算，一个卧室装 3
块就行，比其他电采暖成本费用低，感觉更舒
适，封闭空间采暖效果更好。

国网河南节能服务有限公司给出的一份可
行性研究报告显示，碳晶电采暖器由装饰层、发
热材料、保温层组成，具有升温速度快、便于安
装等众多特点，电磁辐射几乎为 0，是手机辐射
的 1/375，无任何甲醛、苯、苯酚排放，环保健康。

为什么要示范推广碳晶电采暖

在有集中供暖的城市，采暖很方便。而在
广大农村地区，除了用空调、电暖气的居民外，
还有相当一部分居民靠烧煤、烧柴采暖，虽然这

种传统方式带来了暂时的温暖，却在安全、环保
方面埋下了隐患。

据媒体报道，2014年 12月 1日，到济南打工
的一家四口因用煤球炉采暖，引起一氧化碳中
毒，致两人死亡；11月 29日，合肥一对中年夫妻
因用煤球炉采暖，引起一氧化碳中毒，致一死一
伤。每年冬季，此类悲剧在我国北方时有发生。

除了安全问题，用煤采暖还带来了环保问
题。据中国环境科学院副院长柴发合介绍，北
方采暖季的污染季节性分布特别强，大气污染
程度与平时比相差 2至 3倍，采暖季污染防治一
直是各地大气污染防治的核心问题。

问题如何破解？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立足
人口大省、农业大省的实际，以乡镇供电营业厅
为载体，决定在农村示范推广碳晶电采暖技
术。该公司调研发现，该技术相对于煤、柴以及
电暖气、发热电缆等采暖方式，具有安全环保、
经济高效、舒适便捷等优势，加热的同时还能释
放对人体有益的远红外线。

记者进一步得知，目前开封市祥符区范村
乡、兰考县红庙乡等 10 个乡镇供电营业厅已
安装应用，涉及豫中、豫北 14 个市 1200 余个
乡镇供电营业厅的碳晶采暖示范工程有望年
底前完成。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供电营业厅
碳晶电采暖器受关注程度较高，很多人咨询
哪里有卖。

“我们不卖设备，只是对环保技术、理念的
示范推广，乡镇供电营业厅扎根农村、布点较
多，其示范引领作用显而易见。”国网河南省电
力公司营销部市场处副处长武玉丰坦言，雾霾

让人们环保意识越来越强，有了安全环保的新
采暖技术，公众感兴趣也在情理之中。

用电采暖是发展的大方向

示范工程首先在开封乡镇供电营业厅铺
开，开封的杜先生在供电营业厅看到碳晶电采
暖器后，第二天就到市里买了一套送给住在乡
下的父母，他说：“用煤不干净、不安全，用电多
省心呢，父母也上年纪了，让他们享受享受吧。”

而洛阳市民牛先生是从新闻报道中得知的
消息，他只能到某购物网站查询，他查到的某品
牌碳晶电采暖器 3块售价 668元，总功率 1千瓦
到 1.5千瓦不等，承诺使用寿命 10万小时。“家里
暖气开口费都得不少钱，碳晶电采暖器省多
了。不过我最担心质量，因为是新产品，还没人
用到 10万个小时。”他说。

眼见为实，见了实物更放心，这是人们的普
遍心理。“我们示范推广的目的，就是借助供电
营业厅这个平台，满足人们了解新技术的需求，
从而使‘以电代煤’理念深入农村，让大家受益，
让环境更好，也算是尽一份社会责任吧。”这场
公益之举的推动者武玉丰说。

“一个家庭烧煤采暖的排放量有多大很难
看出来，但家家户户放到一起就厉害了。脱硫、
脱硝、除尘等环保技术在煤电厂的应用，使电厂
燃煤的单位排放量比直燃煤小得多，而且风、
光、水发电比重在逐年提高。”河南电科院工学
博士李敏的研究方向是电厂热能动力，他认为
用电采暖是发展的大方向。

热点

近年来，平煤神马集团在省委省政府和
省政府国资委的正确领导下，紧密结合行业发
展趋势和企业实际，始终立足煤、延伸煤、超越
煤，围绕煤炭就地转化增值做文章，坚持以煤
焦化工、尼龙化工、盐化工“三化”结合促转型，
逐渐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煤炭企业转型发
展新路径。

以发展战略引领转型

有了前瞻性的战略，才能成就跨越式发展。
上个世纪末，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煤炭下游行业
需求萎缩。由于产业结构比较单一，过于依赖煤
炭产业，平煤神马集团生产经营受到巨大冲击。

2004 年起，该集团把发展战略丰富完善为
“以煤为本，相关多元”，开始推进结构调整、延

伸产业链条，大力发展煤焦、煤电、煤盐等下游
产业，逐步改变了单一煤炭产业格局，非煤产业
收入比重占到全集团三分之二以上。2008年，
抓住平煤、神马重组机遇，对接整合煤焦、尼龙
产业优势，打通了全球独一无二最完整的煤基
尼龙产业链，从原煤等低端产品一直延伸到高
性能纤维、改性切片等高端产品，使高端尼龙产
品产能占到了全球第一。

“十二五”以来，随着集团产业体系逐渐完
备，进一步提出“三个转变”战略构想：即加快由
规模增长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由传统产业向
传统产业提升与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并重转变，
由实业经营向实业与资本双轮驱动转变。这一
战略构想，对于企业产业升级、转型发展起到了
重要引领作用。

以优化布局促进转型

优化产业布局是整合资源要素、加快转型
发展的重要前提。在结构调整过程中，该集团
统筹推进煤焦化工、尼龙化工、盐化工等产业协
同发展，实现全部焦煤和 30%以上电煤内部转

化，有力应对了近两年来经济下行的冲击。
一是大力调整煤炭产业布局，着力开发有质

量、有效益的煤炭，推动煤炭由以燃料为主转向
了燃料与原料并重，走安全高效、绿色发展之路。

二是根据集团以焦煤、电煤为主的煤种资
源特点，向煤炭下游发展煤焦化工、尼龙化工、
盐化工、煤电等产业，构建起多业并举、协同发
展的新格局，使结构比例更趋合理、产业体系日
益完备。

三是坚持有进有退，有序关闭重组煤矿、衰
老矿井和采区，退出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产业领
域，把一些长期亏损，产能、产品、工艺落后的企
业，转产搬迁到产业园区，发展高端精细化工产
品，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四是积极壮大战略新兴产业，重点发展光
伏电站、高纯度硅烷、改性切片、锂电池负极材
料及特种石墨等项目，有序承接传统产业转
移。下一步，集团将下功夫补齐煤电产业“短
板”，加紧筹备推进瑞平电厂二期 2×60万千瓦、
姚电新厂 2×100 万千瓦等项目，建成后能够实
现电煤全部就地转化。

以链式发展深化转型

“实践证明，产业链式发展是深化企业结构
调整、推进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董事长梁铁山表示，以资源梯次开发利
用为目的，推动产业向下游延伸，发展高端精细
化产品，不断提高附加值，打造了从煤炭到焦
化，再到尼龙、炭素、高纯度硅烷等多条全煤行
业一流的特色煤基化工产业链。其中，与上海
交大合作建成 1000吨氢气制硅烷项目，开发出
的硅烷法生产多晶硅工艺，打破了国外技术垄
断，把产业链延伸到了太阳能、电子材料、半导
体材料等领域，实现传统煤化工与新材料新能
源产业对接。

另一方面，以系统集成与多项目联产为依
托，强化产业链互联互通，大力建设平顶山尼龙
化工、许昌首山焦化、开封精细化工等产业园
区，最大限度放大资源价值功能。其中，许昌首
山焦化产业园实现焦化副产品、余热、煤气等资
源的综合利用，焦炭直接出售，焦化副产品全部
循环利用，实现煤炭资源循环增值、吃干榨净。

□本报记者 宋 敏

平煤神马集团坚持煤焦化工、尼龙化工、盐化工“三化”结合

走出特色转型发展新路径

关注“农网改造 迎峰度冬”

观察

固始县是河南省第一人口农业大县，每
年春节有 60 多万外出务工人员集中返乡回
家过年，但由于电网基础较为薄弱，春节期
间低电压尤为严重，给度冬保电工作带来了
严峻挑战。固始电业局积极打造坚强电网，
通过强电网、治配网、优服务“三项举措”一
起做，破解度冬难题，确保全县 180万人民群
众在冬季用电安全可靠。

“只有电网坚强，服务提升，才能为迎峰
度冬保电提供有力保障。”1月 19日，固始电业
局局长张锦辉与 42个一线生产单位负责人签
订了迎峰度冬保供电承诺书，一场早已谋划好
的迎峰度冬保电攻坚战在固始悄然展开。

去年底，先后完成对洪埠 35千伏简易站
和陈集 35千伏变电站的主变增容，主变容量
分别增加了 3150 千伏安和 6000 千伏安。1
月 8 日，固始 110 千伏杜营变电站主变增容
结束，主变容量由 31500千伏安增加到 63000
千伏安，供电能力增长一倍。“这次主变调整
是今年迎峰度冬工程中最大的一次战役，今
年冬天就不用再担心各变电站主变过负荷
了。”该局生技部主任叶先明说。

2014年，固始电网建设工程总投资 2.74
亿元，建设固始南 220千伏变电站 1座，陈淋
子 110千伏变电站 1座，方集、武庙 35千伏变
电站 2 座，10 千伏工程项目 59 项，供电能力
和可靠性大幅提高。

“天气越来越冷，可新装的空调就是不启
动，这下不怕了，装了变压器冬天用电踏实了！”
1月 14日，电业局为城郊乡东庙村民组新装一

台容量为100千伏安的配电台区，解决该区域低
电压问题，村民王建业在施工现场高兴地说。

城郊供电所负责人陈健康介绍说，该村民
组原来使用的配电台区位置偏南，居住在村北
方向的这几十户人家电压偏低，一到用电高峰
季节，大功率的家用电器都不能用，如今在村北
位置新安装一台变压器，缩短了供电半径，线径
也增粗了，供电能力和稳定性都有显著提升。

近年来，固始电网主网结构得到较大改
善，但是局部配网基础薄弱状况仍未改变。
对此，该局 2014年投入自有资金 1810万元，
新建改造 10 千伏线路 45.9 千米，新建 0.4 千
伏线路 112.3 千米，对农村 326 个低电压区
域，城网 94 个低电压区域新建配电台区布

点，增加配变容量 43040千伏安。
为保障企业迎峰度冬期间可靠用电，固始

县电业局开展了“技术帮扶进企业”走访活动。
走访中，他们深入援生制药、捷盛达公司、居一
机械制造等46家重点企业，查看供电设备的运
行情况，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帮助企业提高
安全用电意识，为企业提供专业技术服务。

为让居民用上稳定电、优质电，固始县
电业局组织党员服务队深入各乡镇积极做
好供电服务和安全用电知识宣传。同时制
定加强电网设备运维管理、提高配网抢修效
率、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等 10项具体措施，提
升供电服务质量，用实际行动让客户感受到
贴心的供电服务。

碳晶电采暖 效果怎么样
——河南示范推广应用碳晶电采暖情况调查

固始：“三举措”破解度冬难题

左图：组装构建。
上图：高空组装。

去年我国生产近8.4万辆新能源汽车
本报讯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郑

立新近日表示，2014年新能源汽车得到了快速发展，全年
共生产了 83900辆新能源汽车，呈现非常好的发展势头。

据介绍，为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我国充电桩建设、
充电站的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已经建成了 723
座充电站，28000个充电桩。同时，国家也采取了一些支持
政策，比如从2014年9月1日开始，免征新能源汽车的购置
税。从 9月到 12月份，一共有将近四万辆新能源汽车享受
了这个政策，行业发展呈现出非常好的势头。 （中 报）

国内首个复杂水网火成岩勘探项目启动
本报讯 由中国石油东方物探辽河物探处 2147 队

承担的辽河坳陷东部凹陷红星地区火成岩三维勘探项目
近日顺利启动，这是国内火成岩勘探首次在复杂水网区
进行震源施工。该项目满覆盖 150平方千米，共计 5万多
炮，工区遍布 21个乡镇，地表分布水田、村镇、鱼池、河流
等，施工生产不仅要面对复杂地质条件的挑战，而且要应
对环境保护的严峻考验。

据悉，该项目目前完成震源 5321炮，完成总工作量
的 10.35%，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石 文）

孟州

周密部署保春节供电
本报讯 2月 9日，记者从孟州市电力公司获悉，截至

目前，该公司各项春节保电工作已全部准备就绪。
据了解，今年春节期间，该市电网最高负荷可达12.5万

千瓦，较去年同期增长 5.93个百分点。为确保全市人民过
好年，该公司制订详细周密的安全供用电方案及应急预案，
实施领导干部包村驻乡制度，做到职责明晰，责任到人。同
时，加强对辖区 17座变电站、电网设备、企业自备变的巡视
力度，确保线路、设备的健康、稳定运行。目前，该公司已对
重要线路、高危客户用电设施进行了一次全面排查,及时排
除各类安全隐患，并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解决，切实将
保电工作落实到每一条线路、每一个用户。 （陈欢欢）

巩义

贴心服务返乡农户春节用电
本报讯 2月 10日，巩义市供电公司鲁庄镇供电所员

工深入到该镇偏僻山村——五顶坡村，义务为该村返乡
人员检查用电线路、插座、开关和电器设备，消除安全隐
患，确保春节期间用电安全可靠。

随着新春佳节临近，大量返乡农民工回家过年，农村用
电负荷激增。为确保客户用电，该公司组织各供电所人员
深入乡村，对供电线路、配电变压器进行细致检查，在及时
发现消除用电隐患的同时，掌握各村用电负荷情况，以便
科学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并合理调配资源，对重载、超载变
压器进行更换。同时还对每一户家中的室内线路、插座、
开关等用电设备进行仔细巡查。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到
246户返乡人员家中开展专项服务，帮助处理用电隐患及
故障130余次，发放安全用电画册200余份。 （柴进峰）

淮滨

多措并举保电网度冬物资安全
本报讯“线圈直流电阻值在合格范围内，绝缘电阻

值大于一万兆欧，耐压合格……”2月 9日，淮滨电业局物
流分中心对电网迎峰度冬应急物资进行全面“体检”。

为确保电网迎峰度冬应急物资及时可靠供应，淮滨
电业局采取三步保养法确保度冬物资健康安全。一是测
试，对室外存放的变压器、配电柜、电缆等应急物资进行
绝缘和耐压测试，确保设备有个好“身体”。二是预防，对
横担、角铁等金具采取垫垛方式进行防潮、防锈处理，预
防安全隐患发生。三是保养，所有迎峰度冬物资均指派
专人管理，定期进行清扫和保养，以最优状态待岗，以备
急用。 （吕 玲 孙 擎）

核心提示
今年冬季最寒冷的季节即将过去，但有

关采暖的话题依然为很多人所关注。与有集
中供暖的城市不同，在我国北方农村地区还
有许多人靠煤炉采暖，由此引发的一氧化碳
中毒事件、大气污染事件令人担忧。最近，有
一种叫“碳晶电采暖”的技术，因其独特的安
全、环保优势，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什么是碳晶电采暖？实际效果怎么样？本
月初，记者赴碳晶电采暖示范应用地——开封市
祥符区（原开封县）部分供电营业厅展开调查。

□本报通讯员 高 伟/文图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

做稳做优煤炭产业
本报讯 截至 1月 31日，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新疆公司

龟兹矿业圆满完成当月的生产任务，共生产原煤 34 万
吨，再创历史新高，实现了羊年首月安全生产“开门有
喜”。龟兹矿业实现“开门红”只是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做
稳做优煤炭产业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将积极克服煤价低位徘徊、部分矿井限产或被迫停
产导致量价齐跌等不利影响，努力通过提质增效实现煤
炭产业做稳做优，做稳即“生产稳”和“销售稳”，做优即

“产品优”和“产业优”。 （徐景涛）

三门峡戴卡轮毂

产销率和回款率均达 100%
本报讯 2月 10日，从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传来喜讯，

其旗下三门峡戴卡轮毂制造有限公司 1 月份生产销售
轮 毂 34.35 万 只 ，同 比 增 长 94.99% ，完 成 计 划 的
118.42%，再创历史新高，实现了新年首月开门红。由
于其强化内部管理，以创新驱动降本增效，产销率和回
款率均达 100%，实现利润 406.28万元，成为河南能源化
工集团装备制造产业的一大亮点。该公司生产的铝合
金轮毂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出口到北美、欧洲等国际
市场，是北美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主机厂配
套轮毂境外定点制造商。 （高玉金 杨春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