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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吴学清

河南中材环保有限公司，在当下全国
大气环保除尘领域已是当仁不让的“腕儿”。

“国内大型大气环保除尘项目招标，如
果中材环保不参与，就会被业内认为招标的
档次不够。”9月5日，中材环保公司有关负
责人提及公司在行业中的影响十分自豪。

这个地处平顶山，致力于大气除尘研
究、产品开发、设备制造和安装的企业，在国
内机械行业普遍求生存时，一步一步完成了
从寂寂无闻到“声名大噪”的华丽蜕变，走上
国内建材环保领域龙头老大的位置。

一次极富远见的转型

中材环保的前身是原建筑工业部工业
设备安装公司第一工程处，本与除尘设备
挨不上边儿。

1972年，在那个“烟囱冒烟”就是“生
产红火”的年代，中材环保就极富远见地瞅
准了当时国内鲜有人注意的环保市场，生
产电除尘器，成为我国建材行业首家制造
环保除尘设备的企业。

通过最初的技术引进和后来的消化吸
收，中材环保的除尘设备产品不断升级换
代。企业也由除尘设备生产的“门外汉”，慢
慢成长为行业知名的研发和制造“专家”。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是亚洲最
大的水泥生产企业，也是中材环保稳定的合
作伙伴。10余年来，海螺公司大大小小上
百条生产线的环保除尘设备全部使用的是
中材环保的产品，合同总额达10多亿元。

除海螺公司外，山水、华新、冀东、天
瑞、亚泰、祁连山等国家重点支持的大型水
泥集团都是中材环保的客户。

目前，中材环保的产品已出口到美国、
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60多个国
家和地区，在世界日产10000吨新型干法
水泥生产线环保市场上，占有率达50%，在
国内同一市场占有率超过80%。

去年，中材环保国际市场销售收入基
本和国内市场销售收入持平。今年以来,来

自欧美发达国家的订单显著增多，国际市场
销售收入更是呈现出“一骑绝尘”之势。公
司总经理助理吴翔预计，全年国际市场销售
收入占公司全部销售收入70%以上。

一场时隔数年的重逢

中材环保职工总数不到 700人，就有
技术研发人员近 80人，其中教授级高工、
高级工程师30多人。

企业依托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和省工业
除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这两个科技创新平
台，持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在本领域积极
与国内、国际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交
流合作，极大地提高了企业对行业共性、关
键和前沿性技术的开发能力，先后主持和
参与制定国际、国家、行业标准4项，申请
专利 20多项，并有 30多项科研成果获国
家和部级奖励。

郭相生是中材环保公司总经理助理、技
术研发中心负责人。1998年，公司出口德国
鲁奇公司两台价值100多万欧元的电收尘
器产品。Erich.walther作为德国鲁奇公司
的技术设计人员，由此认识了郭相生。

后来，鲁奇公司被世界 500 强德国
GEA公司重组。2009年，已成为GEA公
司项目经理的Erich.walther，来中国考察
产品，在中材环保又见到了郭相生。

了解到中材环保的技术研发团队仍是
郭相生等一帮人马，又想到当年的那两台
电收尘器产品性能优异，仍在高效、稳定地
运行，Erich.walther当即就与中材环保敲
定了价值100多万欧元的产品采购合同。
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GEA公司每年都要
和中材环保签订上百万欧元的合同。

一份失之交臂的订单

对创新的孜孜以求，已成为中材环保
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上，闯关夺隘、凯歌高
奏的“不二法门”。

2011年，美国一家水泥生产企业给中
材环保发来一份订单，设备给出的参数是

粉尘排放浓度2毫克/立方米。10毫克/立
方米就属超洁净排放，效果如同“烧天然气
的锅炉”。在当时国内粉尘排放浓度标准
不断收窄且严格到30毫克/立方米的情况
下，中材环保能够做到向市场提供排放浓
度为 10毫克/立方米的除尘设备，但还做
不到2毫克/立方米。

面对这份失之交臂的订单，郭相生说，
“既然市场上有要求，我们的技术研发就要
跟上。”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时任公
司副总经理的侯广超，带领研发团队奔赴
全国各地，了解现有除尘设备运行情况，掌
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设备结构、清灰机理、滤袋和本体的配
合、滤袋材料的纺织和缝制……一个个子课
题在理论上被成功攻克后，研发团队又开始
了一次又一次极其枯燥、单调的试验……整
个技术研发历时一年多。

2013年，中材环保终于基本上掌握了粉
尘排放浓度进一步下降的核心技术“密码”。

一举登上行业巅峰

京津冀对大气环境质量的要求一贯较
高。为改善大气质量，石家庄曾以壮士断
腕的决心爆破拆除了大批水泥厂，在全国
引起轰动。

地处石家庄市鹿泉区的河北鼎鑫水泥
有限公司，是中材环保的客户之一。对这家

“特殊客户”，中材环保在供货时曾给予“特
殊待遇”，合同上设备粉尘排放浓度是30毫
克/立方米，实际上是10毫克/立方米,“执
行着高于国家的排放标准”。去年又对先前
售出的30多台除尘设备进行升级改造。

今年6月1日，国家环保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受中材环保委托，对改造后的鼎
鑫水泥除尘设备进行检验。6月 12日，检
验报告出炉，受检三种型号的袋式除尘器
粉尘排放浓度均为1.23毫克/立方米。

“这意味着所有扬尘点排放出来的空气，
比我们正常呼吸的空气还干净。”郭相生说。

中材环保的除尘技术，也由此在国内
一举登上行业巅峰。

目前，中材环保已拥有16大系列186
个规格型号的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水泥、电
力、化工、冶金、石膏等行业的物理和化学
除尘，其中主导产品袋式除尘器、电除尘器
通过欧盟CE认证。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占产品全部销售收入的比重高达81%。

“毋庸置疑，未来企业的环保门槛会设
置得更高,企业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可视
为是环保的竞争。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
中材环保在帮助别的企业描摹蓝天白云美
丽风景的同时，将收获更多属于自己的风
景。”公司党委书记李海平富有诗意地说。

本报讯（通讯员 师红军）9月 3日上午，鲁山县2016年
度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发布会在郑东新区举行，
20多家金融机构和60多家企业负责人共聚一堂、共话友谊、
共商合作、共谋发展。

发布会上，鲁山县共筛选出31个PPP项目，投资总金额
171亿元，涵盖基础设施、交通设施、市政设施、文化产业、安
居工程等多个方面，其中3个项目入选财政部PPP项目部，2
个项目入选省财政厅PPP项目库，为各方资本投资鲁山提供
了巨大的商机和广阔的发展平台。

PPP项目是新常态下国家推行的一种新的投融资模式，
可以有效缓解政府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同时为民营资本进入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领域，提供途径，拓展发展空间，
实现政府、社会、企业多方共赢。

鲁山县委书记杨英锋表示，将秉承为投资者服务、让投
资者盈利、促投资者成功的宗旨，以最优惠的政策、最优越的
环境、最优质的服务，为项目建设提供最有利的条件，让所有
来鲁山投资的朋友尽情施展才华和抱负，使双方合作结出丰
硕成果。

本报讯（通讯员 任怡先 赵鹏）日前，平顶山舞钢市被国
土资源部评为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宝丰县、郏县、叶
县也先后被省国土资源厅评为节约集约模范县。近年来，平
顶山市国土资源局积极探索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新路子，创新
实施“四变四要”措施，不断提高国土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了
节约集约用地。

变“分散”为“集中”，向增减挂钩要土地。针对辖区内居
民居住点分散的特点，舞钢市国土部门灵活运用增减挂钩政
策，上报当地政府调整城乡建设整体规划，形成了中心城区—
中心镇区—中心社区的三级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节余土地
指标4.33万亩。

变“低效”为“高效”，向盘活存量要土地。平顶山市持续
开展对批而未征、征而未供土地的限期清理工作，累计清理
出批而未征国有建设用地 17220 亩，累计盘活存量土地
13568亩，连年超额完成省定目标。

变“无序”为“有序”，向合法利用要土地。建立国土资源
执法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完善联合执法共同责任机制，深入
开展土地违法违规专项整治行动，先后完成煤矿企业兼并重
组116家，保留40家，扭转了矿业“多、小、散、乱”的局面。

变“荒地”为“良田”，向加强整治要土地。平顶山连年提请
以政府名义下达补充耕地任务，积极推动北汝河沙河土地开发
整治。多年来，该市累计争取到位土地规模整治项目6个，落实
有效投资5.4亿元，建设总规模达48.04万亩。

鲁山县PPP项目在郑发布
发布31个合作项目 总投资171亿元

平顶山国土资源局

探索土地节约利用新路

信息速递

华合论坛 鹰城欢迎你

河南中材环保

“风景”在创新中独好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张宏怡 吴双

天空更蓝了、城市干净了、道

路通畅了……伴随着第六届“华侨

华人中原经济合作论坛”越来越近

的脚步，鹰城市民欣喜地发现身边

环境越来越美丽，中原名城平顶山

正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作为对外开放的一张重要名

片，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

门对办好此届“华合论坛”高度重

视。市长张国伟强调，要将其作为

对全市投资环境和对外形象的一

次集中展示，作为促进开放招商、

城市建设与管理、文明城市创建、

市民素质提升的有效抓手，精心筹

备、突出亮点、打造精品。

河南中材环保引进的德国BS930电除尘器。

“我家大门常打开
开放怀抱等你”

前五届“华合论坛”的成功举办，让鹰
城走向了世界，也让世界走向了鹰城。处
在爬坡过坎、转型攻坚的关键时期，平顶山
以举办第六届“华合论坛”为契机，将开放
招商作为成功实现转型的根本出路。

8月22日，“华合论坛”推介会从中原腹
地平顶山走到全国最具创新和发展活力的
国际交往中心北京。在这次京津冀地区（北
京）招商活动暨第六届“华合论坛”推介会
上，82个项目被隆重推出，成功签约了40
个合作项目，投资总额达539亿元人民币。

7月以来，平顶山市、县（区）主要领导
先后深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闽东南
等地区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对接招商活动，
通过集群招商、以商招商、亲情招商等方
式，努力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度
大、市场前景好的项目。截至目前，全市共

签约合同项目190余个，合同投资总额约
1000亿元，邀请参会客商482名。

“华合论坛”是一场经济盛会，同时也
是引智引技的重要舞台。作为“华合论坛”
的一个主题活动，“中原论坛”备受关注。
以“万侨创新·新机遇·新产业·新模式”为
主题，海内外华侨华人代表、国际机构代
表、港澳台代表等千余名与会者，在这里碰
撞观点、交融思想、共享信息。此外，本届

“华合论坛”将开办中新（新西兰）青年论
坛、“华合论坛”杯创新创业总决赛、跨境电
商与传统产业对接会、科研机构与工业企
业研发对接会等8个专项活动，成为引智、
引技、引资、引才的重要平台。

“画意诗情绽放魅力
迎接这个日期”

“太好了，变化很大。”平顶山市民李大

海谈及市区环境集中整治前后的情景连连
赞叹。

绿草金柳共生、姹紫嫣红点缀。如今
的鹰城，到处绽放着画意诗情的魅力。全
市围绕“华合论坛”开展了街景美化整治
工作，在市区广场、主干道和道路交叉口，
多种造型巧妙组合而成的景观花卉吸引
着路人的目光。全市还实施湛北路西延
苗木移植、新华路孟平铁路引线改造苗木
移植、建设路与东环路东北角游园改造等
8项绿化工程，清理更新非法灯箱、破烂门
头广告等有碍观瞻项目，全面摸排高速公
路及其引线、城市出入口、城市主干道等
户外广告的设置情况，合理规划安排公益
广告设置，使重点线路和区域的环境得到
提升。

在新城区大香山路北段，路边的高空
作业车上，路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还在抓
紧时间更换路灯灯头。华合亮化工程，扮
靓了夜鹰城。按照“一街一景”的要求，市

区部分道路沿线行道树、湛河两岸、所有桥
涵，全部饰以 LED灯带灯饰，全市完成电
缆铺设12870米，主次干道亮灯率达98%
以上。

在开展城市“美容”工作的同时，全市
还集中对周边“三堆”（ 煤堆、灰堆、渣堆）
建筑工地扬尘等问题，以及暴露垃圾、露天
经营烧烤、占道经营等项目开展专项督导，
出动执法执勤人员近万人次、下达限期整
改通知书 2000余份、清理“三堆”1500余
处次、清运垃圾杂物3000多立方米、清理
墙体广告近万条，更新、增设健康教育专栏
近百块……一项项督导有效提升了城区面
貌、市容秩序和空气质量。

“让我们都加油
去超越自己”

近日，平顶山市不少车主驾车出行时

惊喜地发现，路面上的交通标线又被“浓墨重彩”了，道路交通
也越来越整齐有序，礼让行人、文明驾驶逐渐成为市民间的自
觉和习惯。该市全面启动市区道路交通标线的施划工作，对
市区所有主、次干道的 256600平方米道路交通标线统一规
划。此外，酒驾、超速、超员、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的查纠处罚
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竭力减少可能引发交通事故的隐
患。连续两个月的市区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整治行动营造了顺
畅、明净、安全的交通环境。

“华合论坛”的举办，离不开良好社会治安的保障。平顶
山制订并演练了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确保论坛贵宾接待、
会场运行安全；在市区启动社会面巡逻防控机制，打击“盗抢
骗”、虚假信息诈骗等新型多发犯罪和涉毒犯罪，有效遏制了
多发性侵财犯罪发案势头。

城市的安全运行，不仅要路通人和，还要有水、电、气、网
的全面畅通。在筹备“华合论坛”期间，当地自来水公司、燃气
公司、电力公司、通讯公司分别完成了全市供排水、天然气、电
路管网以及通讯基础设施的检修工作，让平顶山成为真正意
义上“光网城市”。 此外，市政府拟在论坛举行前竣工10个
市政重点建设项目，有效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展示全市发
展新成就。

“拥抱过就有默契
你会爱上这里”

作为海内外华商和华人华侨进入中原地区拓展发展空间
的重要平台，平顶山立足“华合论坛”，倾力打造优质服务，让
所有前来参会的朋友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如果您对食宿有特别要求，请找她；如果您有疑问或不
解，请找她；如果您想了解市情人文，请找她……由市直各单
位、各大院校、大中型企业抽调的200余名、受过专业礼仪培
训的接待服务人员，将为与会人员提供接送、食宿、会务、参
观、考察全程“一对一”贴心服务。

查原料采购、查清洗消毒、查食品留样……平顶山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前15天便全面展开对近20家接待酒店的
监督评估工作。对不符合要求和不能排除食品安全隐患的单
位，立即更换并进行处理。此外，该局还选派两名监督员，提
前一天进驻接待单位，实行驻点全程监督，确保“华合论坛”期
间与会人员舌尖上的安全。

“中原独秀，近悦远来”，美丽鹰城，商机无限。不管远近
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相约好了再一起，鹰城欢迎你。来吧，
品味这里的厚重文化，领略这里的秀美山川，感受这里的热情
好客，在交流考察中寻求商机，在合作发展中互利共赢。美丽
鹰城等着你。

(题图为在平顶山市区内，建筑物被各类装饰灯“打扮”得
流光溢彩。 李志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