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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的砥砺奋进的

亮河南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成利军

一辆电动车的电池报废了，还能
干什么？在我省有这样一家公司，他
们建起了我国首个废铅酸蓄电池回
收体系，再生铅产量占到全国十分之
一，练就了一套变废为宝的“点金术”。

南太行山下，绿树掩映着河南豫光
金铅股份有限公司。6月21日，公司副
总李新战指着办公室柜子里的一把斧
头对记者说：“正是这把斧子，开启了我
们废铅酸蓄电池再生处理的第一步。”

2002年时，豫光回收来的废电池
全是员工用斧头一斧一斧劈开的。
然而此刻再走进炼铅厂车间，看不到
浓浓的烟，也闻不到刺鼻的味，映入眼
帘的是一条条自动化流水生产线，顺
着破碎、分选、脱硫、结晶等10多道程
序走完，一块约5公斤重的电池所包
含的塑料、酸液和铅板各归其类。然
后，它们将进入不同的生产环节，由终
端之“废”变为源头之“宝”。

“一块废蓄电池拆解后，里面的
铅膏可以加工成精铅，铅栅可以加工
成合金铅，塑料通过拉丝造粒可以生
产塑料制品，酸液过滤净化后成了生
产纳米氧化锌的原料，等等。”李新战
说，“目前豫光已实现年回收废铅酸蓄

电池54万吨，废电池在这里能被吃干
榨净，永续利用，不仅利润可观，生态
效益和社会效益更是无法估量！”

时下，铅酸蓄电池正广泛使用在
车辆、通信等行业中，造福人类的同
时，也很容易对环境造成污染。豫光
金铅从2014年起，首批在河南、湖南
等6省建起了67个废铅酸蓄电池收
集储存基站，并将逐步在全国范围内，
在同行业首家构建起“成品蓄电池—
市场流通—基地回收—环保再生处
理”的产业化大格局。

和其他有色金属行业一样，豫光
也曾面临着铅矿资源缺乏的窘境，再
生、循环是唯一的出路。据统计，
2016年我国大型再生铅企业再生铅
产量约为155万吨，再生铅占铅产量
比例约为40%。而豫光再生铅产量
占了全国的十分之一。

在回收处理废铅酸蓄电池过程
中，豫光不断地摸索创造自己的炼铅
法，使其更绿色，更环保。

15年前，豫光开始规划设计液
态铅渣直接还原研发项目。像那把
劈开废旧电池的斧子一样，豫光人一
次次试验、一次次创新，整个项目建成
用了8年时间。这套流程短、能耗小、
成本低的“豫光炼铅法”，赢得了专家
和业界的高度肯定，荣获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邱定蕃
为首的专家组对该项技术鉴定之后，
称之为“国内领先、国际先进”。

近年来，豫光用于技改项目的投
入已近100亿元，创造了许多个全国
第一：全国首家淘汰反射炉等落后工
艺，首家对低浓度二氧化硫回收利
用，首家将底吹熔池熔炼技术应用到
再生铅领域，等等。目前，豫光的伴
生资源利用率已高达95%，有色金属
回收品种达12种以上，综合回收实现
的利润占到公司总利润的55%。豫光
正一步步迈向再生铅行业的龙头。

“资源有限，再生无限，循环无
限。”漫步整个豫光集团，目光所及，到
处都是发展循环经济的生动实践——
在股份公司，利用铅冶炼余热和锅炉
饱和蒸汽进行发电，实现了工艺余热
的循环利用；在锌业公司，主要系统所
有工业用水均采用回收处理过的中
水；在综合回收公司，先后建成烟化提
锌等工程，在废渣中回收了金、银、锑
等多种有价金属……

循环经济，前景无限。豫光已连
续多年跻身中国企业500强和中国制
造业500强。豫光金铅所在的济源市
玉川产业集聚区，也顺利入选国家有
色金属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

李新战翻看着从济源市人大会
上刚刚拿到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多
次提及循环经济。“斧头虽然用不着
了，但其间凝聚的创新精神、开拓势
头，一定会引领豫光以及中国的再生
铅行业，在循环经济道路上走得更
远。”他说。①1

□本报记者 栾姗

6 月 22 日，河南航空经济研究
中心副主任金真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时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支持建设
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面对
宏观政策利好，郑州要积极推进航权
开放和开发利用，深化豫卢两地在金
融和产能等方面的合作，打造区域性
国际航空物流中心。

卢森堡拥有欧洲最大的定期全
货运航空公司，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
第二大投资信托中心。金真分析说，
纵览世界知名的国际航空物流中心，
成功的因素不外乎是位置、产业、中

转衔接、基地公司、地面、政府支持
等。卢森堡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过
程与我省十分相似，都是从传统的农
业开始逐步发展第二产业，而后向高
端服务业和航空经济转型。卢森堡
政府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对卢森堡货
航及卢森堡机场的发展进行了战略
指引和大力扶持，将卢森堡货航及卢
森堡机场分别打造成为欧洲最大的
货运航空公司及欧洲重要的货运枢
纽，带动了卢森堡当地的经济发展和
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

金真认为，卢森堡的发展方式可
为建设郑州国际航空物流中心提供宝
贵经验，就是发挥航空物流经济的聚

集效应，拉动我省经济发展及产业的
转型升级，包括与航空物流配套的金
融行业、保险行业的发展以及高附加
值的临空产业的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带来发展
机遇。金真进一步分析说，“卢森堡模
式”是河南航投集团航空运输板块发
展、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战略转型的
行为，“一带一路”助推的航企海外合
资合作，也是豫卢双方的可持续共同
发展需求，更是两地共同探索航空经
济发展模式的生动实践。

达则兼济天下，共赢是持久发展
之道。今年6月12日，卢森堡国际货
运航空公司和河南航投等股东单位合
资成立以郑州为基地的本土货运航空
公司，这不仅是完善郑州航空物流中
心体系，打造“一带一路”互联互通重
要枢纽的需要，更是加强河南与卢森
堡全面深度合作，（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陈小平

出大广高速慈周寨站，沿 213省
道向北不足4公里，就是滑县慈周寨
镇北李庄村。

公路从村庄斜穿而过，多家规模
不小的家具店不时有人来拉货；村内
的水泥路平整宽阔，两旁民房外墙被
统一粉刷成鹅黄色，街道打扫得干干
净净……

如果不是外墙上一个个精准扶贫
公示栏、脱贫攻坚信息公示表以及一
条条诸如“立下愚公移山志，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标语，人们似乎很难将北李
庄与“贫困”“脱贫”联系起来。

6月 20日上午，记者在该村见到
驻村第一书记宋伟。他身材魁梧、皮
肤黝黑，看起来俨然就是一个村里人。

村党支部书记刘洪选告诉记者：
“老宋刚来的时候一头黑发，不到两年，
人黑了一圈，头发也白了大半。都是操
心操的，村里的变化可离不开他。”

“帮钱帮物不如帮个好支部”

宋伟，省农业厅农业遥感检测中
心副主任。2015年 8月被派驻到北
李庄村任第一书记。

北李庄村是典型的平原村，多年
来，大家靠种庄稼过日子，经济发展落
后，村容村貌脏乱差。近1000户的村
子，光贫困户就有428户。

为了找到改变落后面貌的方法，
宋伟白天在村内外实地查看，晚上到
村干部和村民家中拉家常……

“帮钱帮物不如帮个好支部。”宋
伟深刻地感受到，只有让村党支部这
个“主心骨”强起来，让党员干部这个

“主力军”动起来，脱贫攻坚才能取得
胜利。

抓住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
契机，利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
动，宋伟在村里掀起了一股学习热潮，
村干部干事创业的劲头也越来越大。

在此基础上，宋伟还牵头制定了重大
事项决策、便民服务等五项制度，给村

“两委”立了规矩，明确了分工；给党员
设置政策宣传、科技致富、矛盾调解等
7类岗位，公开承诺每名党员每年至
少为贫困户办一件实事……

慢慢地，群众遇事愿意找支部、找
党员反映商量，村里的工作也步入良
性轨道。

6 月 20 日，中午的太阳火辣辣
的，简单吃了碗面条，宋伟和几名村干
部就继续忙开了。拿着“共产党员户”
的大红色标牌，看着上面“牢记党员身
份，珍惜党员荣誉”的话语，宋伟说：

“今天中午，我们就把这个牌子钉到村
里每名党员的家门口。这不仅是荣
誉，也是责任。”

“带领全村老百姓脱贫
致富是我的使命”

在北李庄村的资料室里，上千个
文件夹和文件袋排列得整整齐齐。
428个贫困户的家庭状况、收入状况、
帮扶措施、享受政策等都被图文并茂
地记录下来。

（下转第二版）

豫光“吃铅”记

深化合作 打造国际航空物流中心
——访河南航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金真

宋伟：敬业乐群脱贫忙
豫光金铅建设的废铅酸蓄电池废塑料回收系统。⑨7 本报记者 成利军 摄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侯皓）为了
更好地服务我省驻村工作，服务驻村
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6月21日，中共
河南省委组织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联合推出“河南驻村”微信公众号，河
南日报微信矩阵又添新的成员。

当天，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中央
厨房，伴随着省委书记谢伏瞻在平板
电脑上点击发布首期内容，“河南驻
村”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

此前，谢伏瞻在濮阳范县黄河滩
区迁建试点村调研时，曾与乡村负责
人研究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谢伏瞻说，要开动脑筋，创
新模式，对流动党员的学习教育，可以

通过建微信群等方式，让大家及时了
解有关要求、交流学习心得、谈谈困难
问题。

“河南驻村”微信公众号旨在成为
全省驻村干部的学习交流平台、信息
服务平台。目前，我省有1.2万余名优
秀干部驻村任第一书记，实现了对党
组织软弱涣散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村的
全覆盖。来自中央、省、市、县、乡等各
条战线的他们，作为脱贫攻坚的中坚
力量，全心全意奋战在脱贫攻坚的第
一线，为带领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
康奉献青春和力量。

“河南驻村”微信公众号将报道驻
村工作动态，权威解读相关政策法规，

分享先进经验创新做法，展示优秀第
一书记风采，倾听驻村干部意见建
议。“河南驻村”将与广大驻村干部同
行，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小
康、让中原更加出彩献计出力。③4

“河南驻村”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

扫一扫 关注“河南驻村”公众号

史岗村小学生上了“清华”的课砥砺奋进的砥砺奋进的
脱贫攻坚蹲点手记

本报讯（记者 屈芳）国企相对集
中的豫北工业城市安阳，发展面临着
产业结构偏重、产业层次偏低、环保基
础偏差等诸多难题。

6月 22日，省长陈润儿到安阳专
题调研。他指出，安阳要进一步加快

“转”的步伐，通过深化国企改革、依靠
科技创新、推进结构调整，走出一条经
济转型发展路子。

安阳钢铁集团是全省最大的钢铁
企业，也是有着近 60年历史的老国
企。22 日上午，陈润儿专程来到安
钢，深入生产车间、职工小区，看改革
进展，问改革变化。

他首先来到安钢四生活区察看。
在当地市委、市政府支持下，安钢生活
区的水、电、气和物业移交工作已全部
到位、暖气改造本月即可全面完成，在
75岁的退休职工牛金仲家中，老人高
兴地让省长看新安装的天然气。他
说，原来做饭用的是企业自产煤气，现
在“四供一业”移交后改成了天然气，
比原来的煤气做饭快，“还不黑锅底”。

陈润儿欣慰地表示，剥离企业办
社会职能是国企改革的一项重点工
作，政府和企业共同破解这一难题，
就是要让广大职工认可、为企业“瘦
身强体”。

在安钢厂区，陈润儿冒雨察看企
业正在进行的 150t转炉干法除尘改
造项目、烧结机烟气脱硫脱硝项目。
改造完成后，安钢转炉、烧结机的污染
物排放量将大幅降低。陈润儿指出，
安钢现在还比较困难，能下决心、斥巨
资进行环境治理，体现了安钢的绿色
发展理念。他叮嘱企业按照环保要求
加快工程进度、尽快达标投产。

陈润儿还来到全省最大的高炉
——安钢3号高炉前，详细询问高炉技
术改造和生产情况。听企业介绍说，
因为采用了国内最先进技艺，改造后
高炉焦比、燃料比、利用系数等均居国
内同类型高炉前列，陈润儿高兴地说，
这是智能化改造的成效。在1780mm
热连轧生产线，陈润儿仔细察看生产
流程，对企业抢抓高强板市场商机，抢

占产品、技术高端的做法“点赞”。
随后，陈润儿在安钢主持召开座

谈会，听取安阳市和安钢改革进展汇
报，为下步发展鼓劲支招。他指出，通
过现场调研和交流座谈，感到安阳市
委市政府和安钢集团按照省委省政府
的部署，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推动“四大攻坚
战”，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尤
其是从安钢来看，企业改革全面深化、
环境治理大力推进、转型发展态势良
好。这既是安钢在新发展理念指引
下，广大干部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也
和安阳市委、市政府对安钢改革的大
力支持密不可分。

陈润儿说，目前安钢仍然面临诸
多困难。下一步发展要做到长短结
合、统筹谋划，减量提质、创新增效。
从眼前看，首先是要解决好减量和提
质的关系。既要按照环保标准和去产
能要求减掉落后产能，又要在减量的
同时着力提质，以质补量、以质胜量。

（下转第二版）

陈润儿在安阳调研时强调

深化国企改革依靠科技创新
走出一条经济转型发展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