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姬姣姣）“用手揉搓之后，会散发
出臭味，这样的盐含有硫化氢等有害物质，一定不要购买。”6
月29日，在武陟县2017年食品安全宣传启动仪式上，一名工
作人员正在向过往的行人讲解如何辨识盐中的“假李鬼”。

既有规模相对较大的食品生产企业，又有种类繁多的食
品小摊贩、小餐饮，面对武陟县食品生产经营行业呈现点多面
广、经营分散、管理难度较大的特点。6月29日上午，该县举
行了以“尚德守法，共治共享食品安全”为主题的2017年食品
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该活动旨在普及食品安全科学知
识，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动员广大市民关心、支持和参与
食品安全工作，全力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近年来，武陟县深入推进食品安全监管执法，有效保障了
全县人民的食品安全。据悉，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已
通过初验，全县15个乡镇办事处全部成立了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所，配备了执法车辆、记录仪等执法装备，强化日常监督执
法，依法严惩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在各大超市、农贸市场
开展了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工作，确保了老百姓“菜篮子”安全，
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食品安全风险的底线。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该县坚持大力发展食品产业，初步形
成了方便食品、肉制品、速冻食品、四大怀药特色食品四大食
品支柱产业，形成了斯美特食品、旭瑞食品、粤禽农牧等一批
龙头企业和食品知名品牌。同时，成立了食品行业协会，依托
行业协会，开展诚信综合评价和全A创建行动，全面落实食
品企业主体责任，共治共享食品安全的理念已初步形成。

“食品安全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据了解，借助食品安全宣
传周的活动平台，从6月30日—7月13日，武陟县策划了系列
主题日活动，吸引社会群众了解、参与食品安全共治共享。6

武陟

共治共享促食品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崔鹏 张世伟）记者从6月28日最高人民
法院在浙江杭州召开的全国法院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推进
会上获悉，温县法院被确定为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示范法
院，河南获此殊荣的法院仅有5家。

近年来，温县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逐年攀升，已连续两年突
破6000件大关，成了焦作地区的“地域小县、诉讼大县”。去年
9月以来，温县法院在焦作中院的指导下，认真实施人员分类
改革，优化审判资源配置，通过打造简易案件速裁平台、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平台、集中送达平台、信息化建设平台等“四大平
台”，深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革新，积极探索审判事务集约化管
理，努力以较小的司法成本取得较好的法律效果，有效化解了

“案多人少”的矛盾，审判质效连年在全市、全省名列前茅。
截至6月20日，今年该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6312件，审

执结4122件；诉讼案件适用简易程序2075件，平均审理周期
34.8天，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6

温县法院

荣膺“繁简分流机制改革示范法院”

本报讯（通讯员 毕超）近日，国家旅游
局、国家体育总局公布拟认定的30家“国家
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创建单位名单，云台山
景区名列其中，是我省唯一一家入选国家体
育旅游示范基地创建单位的景区。

近年来，云台山景区顺应国民休闲旅游
需求和文化旅游发展趋势，推动山水游、文
化游、体育游等多种旅游形态齐头并进，打
造了“云台山九九国际登山挑战赛”“云台山
山地自行车赛”“云台山中国热气球俱乐部
联赛”等多个体育旅游项目，极大地丰富了
云台山旅游产品和品牌内涵。

2016年 11月 6日，云台山景区又举办
了倒走走扁带速度最快吉尼斯世界纪录挑
战，将极限运动与美丽山水完美融合，打造
了一场万众瞩目的极限运动事件，成为景区
2016年创意营销的最大亮点。

2017年 9月 16日，云台山景区还将举
办“最长扁带”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届
时，在云台山平湖之上、高山之巅，将架设
起一条长 1200米，垂直高度 510米的高空
扁带，世界顶级扁带大师将在宽度仅有
25mm 的尼龙扁带上上演一场惊险的“天
空芭蕾”。6

云台山景区入选
“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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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赵艳芳 张昊）“多亏了俺村的秦书记，他
帮我们把孩子的信息发到网上，帮我们筹钱，没想到真的给俩
孩子筹到了钱，太感谢了。”修武县七贤镇崔庄村的贫困户郭
小九感激地说。

郭小九口中的这个秦书记，就是该县七贤镇崔庄村驻村
第一书记秦小伟，他在对贫困户进行走访调查中，发现郭小九
家里有两个上小学的孩子，因为家庭困难，孩子读书成了问
题。秦小伟立即对两个孩子的信息进行采集，编辑整理后发
布到了分贝筹的平台上，不到两周的时间，就为两个孩子筹到
了一年的资助款。

该县为加快脱贫攻坚步伐，拓宽帮扶路径，探索建立“互
联网+”扶贫新模式，去年成功引入“零分贝”精准扶贫公益平
台，通过平台实现了贫困户与公益机构的双向匹配。今年5
月中旬，为进一步精准到位，该县又积极引入了“分贝筹”互联
网众筹平台。通过分贝筹，一方面帮扶干部将贫困学生的信
息发布到“分贝筹”平台上，可以得到更多的帮扶；另一方面基
于政府帮扶干部提供信息，极大地提高了数据的可靠性，也为
社会爱心人士提供了高效可靠的捐助通道。

“分贝筹”是零分贝平台、爱佑未来慈善基金会、各地扶贫
办共同合作经营的一个旨在为6—14岁建档立卡贫困学生筹
集生活费的互联网众筹平台，用户的捐款将通过微信支付直
达基金会账户，其筹款标准为1200元/年/人，每季度发放一
次，每次300元。

“目前，帮扶干部已将800多名符合条件的贫困学生信息，
进行个性化编辑，发布到分贝筹平台上，寻求善款支持，仅一个
月时间已有7名学生得到资助。”修武县扶贫办王攀说。6

修武

“分贝筹”为贫困学生续航

本报讯（通讯员 梁文）近日，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河
南省教育厅颁发了《关于公布全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示范单
位的通知》，焦作师专，成为全省唯一入选河南省高校心理健
康教育示范单位的专科学校。

据悉，此次河南省教育厅通过材料审阅、现场校领导汇
报答辩等环节，从全省多家申报高校中先确定了13家单位
进入实地考察专家综合评审，最终确定 12家单位成功入
选。焦作师专是全省唯一入选的专科学校。

近年来，焦作师专党委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不
断凝练特色，凸显品牌，在“四个建设”“四个到位”“四个发
挥”上狠下功夫，在场地、设施、经费、环境等方面取得了明显
变化。此外，课内与课外、教育与指导、咨询与自助、培训与
研讨紧密结合，工作体系更加完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社会
影响不断扩大。焦作师专已是全国新丝带“温暖心灵公益行
动”心灵驿站焦作站、河南省未成年人心理辅导中心示范点、
焦作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6

全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示范单位揭晓

焦作师专成唯一入选专科学校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张海燕

7月 1日，修武县东夏庄村。远处，云
台山群峰含翠、巍峨挺拔；眼前，村庄内道
路宽阔、房舍林立。

“这是去年新改造的供电台区和线路，
你看，多齐整！”顺着村支部书记张贵堂手
指的方向，几台崭新的变压器矗立在村口，
一排高大粗壮的电线杆整齐地排列着直至
街道尽头。

东夏庄村隶属修武县七贤镇，村内有
330户、1100多口人。“改造前，村内原有照
明台区2座，配电容量400千伏安，户均容
量1.21千伏安/户，远低于户均容量2.85千
伏安/户的电网规划建设原则。”修武县供
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王顺平介绍。此
外，低压线路1.32千米，平均供电半径567
米，供电半径长，供电质量、配电设施运行
的经济性都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数字是抽象的，村民们的感受则是实
实在在的。

“像这样大热天，空调大多时候就是个
摆设，勉强启动起来了，制冷效果也差得
很。特别是这两年，大家厨房的家用电器多
了起来，做饭炒菜有时候都得错开时间。就
这，村口两台变压器还动不动‘累冒油’了。”
村民王满对说。

不仅如此，随着村内民房的不断增高，

村内原有电杆不能满足低压线路安全运行
的要求，存在一定程度的安全隐患。电网改
造迫在眉睫。2016年，修武县供电公司决
定，结合政府美丽乡村建设需要，对东夏庄
村按照整村推进原则进行升级改造。工程
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出资配套进户
线、路灯部分，并对村内电杆进行美化。

2016年9月，由20多人组成的施工队
进驻东夏庄村。“施工队全部吃住在村部，
每天早上6点起床，除了中午吃饭时间，中
间基本上不休息，连上个厕所都是一路小
跑。施工期间没有星期天，也谈不上什么
节假日。”修武县供电公司农村供电所韩光
明对当时紧张的施工场景记忆犹新。

从 2016年 9月到 12月，新建改造 10
千伏线路2.676千米，新建改造低压线路
1.549 千米，新建改造 200KVA 变压器 6
台；组立 12米电杆 12基，组立 15米电杆
79基；柱上断路器2台。

整村改造后的东夏庄村，居民客户端
电压合格率由之前的 99.87%达到 100%，
供 电 可 靠 率 由 之 前 的 99.55% 提 高 到
99.99%。王满对今年新建的楼房安装了4
台空调，“孩子们下班回来了，四台空调全
开着也一点问题都没有。”

农网升级改造作为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的民生工程，同样也给电力部门带来良好
的经济效益。今年1到5月份，东夏庄村内

用电量达到20.25万度，较去年同期的12.9
万度增长14%。

东夏庄村之变只是修武农网升级改造
的一个缩影。“2010年至今，修武县供电公
司涉及农网升级改造共计13个批次，农配
网、中心村、机井通电等工程投资 1.11亿
元，新建 10千伏 278.132千米，改造 10千
伏 77.158 千米，新建 400伏 97.287 千米，
改造 400伏 142.953 千米，新建配电台区
526个，容量98795千伏安，改造配电台区

177个，容量 26080千伏安。”修武县供电
公司总经理薛双勋介绍。

修武电网之变同样是全省农网建设的
一个缩影。截至目前，我省全部县域实现
110千伏双电源供电。2016年，全省县域
居民生活人均用电量达到 515千瓦时，较
2012年基本实现翻番。全省已实现机井
通电93.3万眼，受益农田4650万亩，在保
障粮食稳产高产的同时，每年可减少群众
灌溉支出28亿元左右。6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通讯
员 张小霞）6月 30日，“2017国家制造强
国建设专家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现场
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蓝皮书(2017)》。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上海交通大学，小米公司、中国
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等政府部门、高校
及部分企业界代表出席并先后发表主题演
讲。多氟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世江应
邀参加论坛并发表“以新材料体系为支撑
的创新发展道路”的主题演讲。

多氟多公司从氟化工出发，研究了
“氟、锂、硅”三个元素，应用于“铝电解槽电
池、锂离子电池和光伏电池”三种电池，构
成了新能源制能、储能、节能三个要素，追

踪研究了“车身轻量化、动力电气化、整车
智能化”的新能源三大技术，形成了“以新
材料体系为支撑、以新能源汽车为引领、以
电动汽车动力总成为核心技术”的新能源
汽车全产业链。

李世江说，全产业链的形成是因为多
氟多构建了新材料产业的创新体系。目
前，多氟多公司的新产品涉及国家新材料
体系十二大领域中的六大领域，其中包括
新能源、电子信息、前沿性新材料、纳米材
料、生物医药、新型功能性材料等。多氟多
独特的新材料体系支撑了公司的转型升级
和跨界发展。

多年来，多氟多公司坚持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推进新材料产业的提质增效，

走出了一条“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
准国际化”的创新道路。经过多年研发，结
出科技硕果。

六氟磷酸锂项目多氟多公司的工业强
基工程。李世江表示，多氟多公司通过技
术创新，率先在我国实现高纯晶体六氟磷
酸锂产业化，打破了国外垄断，替代进口，
实现了中国制造。该项目通过了工信部、
石油化工联合会联合鉴定，产品指标优于
日本企业，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该项目
的产业化为我国锂电池产业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撑。

“创新是一种人生态度。”李世江在主
题演讲的最后表示，互联网+时代，科技加
速度进步，为创新提供了一切可能。持续

创新、跨界融合是多氟多发展的灵魂。未
来，多氟多将在边缘交叉学科跨界融合，
不断延伸新材料链条，拓展新材料应用领
域，为我国新材料的规模发展作出应有贡
献。

据悉，“2017国家制造强国建设专家
论坛”是我国制造业领域每年一次的最具
权威性的会议活动。本届论坛以“提高供
给质量水平，振兴先进制造业”为主题，围
绕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夯实质量技术基础，
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发扬“工匠精神”，强化
品牌建设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探讨，引
导制造业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
续的方向发展，为质量强国建设和振兴先
进制造业献计献策。6

一个电网薄弱村的“涅槃之变”

“2017国家制造强国建设专家论坛”举行，多氟多公司董事长李世江作主题演讲——

以新材料支撑转型升级跨界发展
传 真

东夏庄电网改造过程中，工人们加班加点施工 李建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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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 云台山景区经常举办群众性体育运动赛事
左下 动感飞艇为游客带来“速度与激情”
下图 与国家体育总局、河南省体育局联合举办的中国热气球俱乐部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