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专版│052018年1月22日 星期一

确山：落好“环保子” 盘活“产业棋”

壮士断腕
老区闹起“绿色革命”

确山县曾是中原地区的革命摇
篮，境内的竹沟镇素有“小延安”之
称，是抗战时期的中共中原局和河
南省委所在地。而如今，这个红色
老区闹起了轰轰烈烈的“绿色革
命”，一场没有硝烟的“环境保卫战”
正在打响。

“元旦前我厂执行错峰生产要
求，关停了一个多月。虽然产量减
少，但是换来了蓝天，这也是我们的
责任和义务。”在豫龙同力水泥公司
的监控中心，记者看到两条水泥生
产线只开工一条，生产项目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通过技术不断改进，
脱 硝 工 程 可 将 氮 氧 化 物 达 到
300mg/m3（国家达标排放标准为
320mg/m3），收尘提标改造则让烟
尘几乎全部回收，水泥生产中的主
要污染物得到达标治理。”

像豫龙同力水泥这样纳入错峰
生产企业确山县共有 39家，占驻马
店市错峰生产企业的46%，同时，还
有 18 家工业企业响应重污染天气
预警停产，31家施工工地落实“封土
行动”。按照管控要求，实现应停尽
停。

“豫龙同力水泥停产的两条生
产线日产能分别为 5000吨和 4500
吨，这些企业的经济牺牲显而易
见。”确山县环保局局长张汉韬说，

“环保攻坚要下定决心，以破釜沉舟
的魄力向环境污染宣战，以壮士断
腕的勇气向违法排污开刀，‘红色确
山’不能蒙尘变黑，努力营造出绿色
和谐的环境，为县里各项工作的开
展创造条件。”

去年，确山县还排查出小散乱
污企业 142 家，并分类建立整治台
账，确定整治措施，按要求取缔，并

事后督查，严防死灰复燃。通过建
成 1个洁净型煤生产仓储供应中心
和 10个配送网点，加强燃煤散烧治
理，取消散煤销售点 17 个、清理原
煤 1.5 万吨、拆改 10 蒸吨及以下燃
煤锅炉30台。完成电代煤3881户、
超出目标任务 681 户，完成电网改
造26个贫困村。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据统计，
2017年，确山县 PM10、PM2.5平均
浓度分别为85微克/立方米和56微
克/立方米，分别低于目标 15微克/
立方米和 5微克/立方米，与前一年
同期相比，优良天数增加 40 天，
PM10、PM2.5 平均浓度分别下降
25.4%和 22.2%，超额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

优良的环境正在为“红色确山”
加分，该县在招商引资、发展三产，
改良经济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方面呈现良好态势。借助绿色发展
的东风，确山县整合竹沟革命纪念
馆、孤山冲革命旧址等红色资源，老
乐山、薄山湖等生态资源，芦庄、常
庄、鲍棚、天目山、千年岭等乡村旅
游资源，北泉寺、确山铁花等历史文
化资源，以及军事演训等军旅文化
资源，把全域旅游的概念越叫越响，
城市形象日新月异。

矿山巨变
秀美青山绽新颜

雨后的确山县普会寺镇马家沟
村寂静无声，昔日的矿山企业里堆
放的是淘汰拆除的机器。而就在前
两年，这里可谓“狼烟动地”，附近大
大小小的石子矿厂里，机器轰鸣声
不绝于耳，尘土飞扬是日常状态，大
小道路上穿梭得是来往不断的大货
车。

“2017年 6月，仅仅用了两天时
间，我们镇境内的28家石子企业47

条生产线全部停产，加工机组彻底
拆除。”普会寺镇人大主席王文强
说，“从此，我们彻底告别了雨天泥
水路，晴天扬灰路的面貌。”

确山县矿产资源丰富，2014年
矿山整合后境内石子矿山企业近40
余家，年开采加工量基本上在 20万
吨左右，但企业偷采盗采现象不断
发生，扬尘治理得不到有效控制。
2016年确山县对境内任店镇石子矿
山企业进行了整合，整合后有效解
决、控制了任店镇境内石子矿山企
业的扬尘污染问题。于是该县又从
去年开始，加快推进对境内刘店镇、
普会寺镇境内石子矿山企业的整
合。

“矿山治理是‘环境保卫战’的
重要一仗。”确山县分管环保的副
县长王月红说，“拆除矿山企业不
是目的，打造优良可控的生产环境
更为重要。我们将把拆除的矿厂
进行整合，打造出更加规范的生产
企业。”

在位于该县任店镇张冲行政村
的河南鑫龙昌科技有限公司，洁净
的厂区里空气清新，高大的厂房之
间是一条条全封闭的生产传输通
道。如果不进入生产现场，记者绝
对想象不到这是一家建筑石子骨料
生产企业。

“碎石生产过程中，我们采用的
是生物纳膜抑尘设备，可以将收尘
效 率 提 高 到 99.9% ，几 乎 没 有 粉
尘。”公司负责人向记者介绍，石子
矿山企业开采、加工、运输过程的
扬尘污染都能得以控制，“生产中
我们全程采用封闭式厂胶带传输，
其中从取石场到碎石车间的一段
长度达到了 3.6 公里。车辆装货时
采用数控刷卡装车模式，把超载杜
绝在源头，防止运输过程扬尘的产
生。”

扬尘得到根治，整合后的任店
镇鑫龙昌公司无疑是成功的，普会
寺、刘店两镇对所有石灰岩矿山企

业及加工机组的拆除整合也将按照
任店镇的模式进行建设。截至目
前，两个镇辖区内所有石子矿山企
业生产线及供电设施全部拆除到
位，共拆除矿山企业 42 家，拆除生
产线 72 条、配电房 75 座、变压器
113台。

该名负责人告诉记者，没有了
私自采挖，确山砂石骨料的质量也
得以保证，市场价格也在不断上扬，
矿山整治的过程，也是一座旅游度
假景区的建设过程，一旦山体按照
计划开采完成，将及时进行开采物
回填，在此基础上开发循环农业，发
展休闲旅游，真正实现金山银山和
绿水青山的完美转变。

倒逼升级
多彩产业更缤纷

走进确山县“门”产业园，一座
数十米高的抽象繁体“门”字拱门让
人印象深刻，“中原门都”字样赫然
醒目。

在金辉耀门业公司的非标定制
门的生产厂房，有序摆放着一排排
刚刚喷过漆的半成品。有趣的是，
该厂的喷漆车间也在这座厂房内，
但是记者并未闻到浓重的油漆味
道。该公司技术部门负责人贺永耀
指着喷漆工面前制造水幕的机器告
诉记者说：“去年 8 月，我们上马了
这台UV光解等离子净化器，采用的
光氧工艺，彻底解决了之前用活性
炭过滤油漆不彻底的大难题，污染
气体收集率达99%以上。”

环保要求，倒逼着金辉耀门业
改进了先进的污物收集工艺。相比
之下，活性炭极易堵塞，勤更换才能
保证排放达标，而新工艺省去了大
量更换成本，且效果更佳。一个环
节的改变，带动其他部分的改进，金
辉耀在同等产品的对手面前更具竞

争优势。
通过优势企业典型带动，在占

地面积 1200亩的门产业园，已集聚
发展了金辉耀等门及门配企业 36
家，正洽谈对接 30 家，构建了涵盖
轧带、制框、制锁、玻璃、自动化成型
的门产业链条，“中原门都”的称号
正叫响全国。

“粗”中有“细”，变粗加工为精
细化。同样是环保要求推动工艺改
进，驻马店市龙山通用机械有限公
司生产的袋式除尘器经多家水泥厂
回转窑的窑头、窑尾等使用，运转稳
定可靠，粉尘排放远远低于国家标
准，在国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该公
司不断提升自身产品品质，在精细
化上持续发力，在升级转型上实现
了华丽转身。

“建材+环保”在确山县成了一
篇越做越精彩的“大文章”。该县通
过对全县 106家页岩砖和矿山企业
的整治整合，按照绿色建筑、智能建
筑、装配式建筑发展方向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已启动建设了现代建筑
产业示范园1.5平方公里，引来了湖
南远大装配式建筑为龙头的 30 余
家企业正陆续入驻。

“走好环保这一招棋，让确山产
业升级转型越来越明朗。”确山县
委书记路耕表示，要绘制产业图
谱，精心筛选龙头型、旗舰型项目，
强力打造“中原门都”“中原房都”
和闻名全国的“提琴之乡”，让各个
产业发挥优势，多点发力，实现跨
越发展。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
青来。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确
山县正朝着多元方向发展，该县规
划建设的 3 个专业产业园区中，既
有传统产业，如生物制药、农产品加
工、建材、机械制造等产业，又有战
略型新型产业，如门产业、新型建材
产业、现代物流、旅游等战略新兴产
业，初步构建起了布局合理、特色鲜
明、集群发展的产业格局。

□本报记者 杨晓东

1 月 21 日 ，小 雨 淅

沥。不远处，群山环抱，

雪峰秀出，确山县的空气

格外清新。

告别了灰霾天、扬尘

路，确山，这个地处交通

大动脉 107 国道沿线的

城市，如今正经历着一场

绿色发展的嬗变，县里的

主导产业——水泥、砂石

骨料、门窗建材等行业纷

纷“脱胎换骨”，使“红色

确山”再现悠悠白云、天

朗气清。2017 年，确山

县空气优良天数 264天，

超出全年目标53天。

“环保是第一民生，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民心

所向。”确山县委副书记、

县长彭广峰说，“我们没

有退路，只有下好环境治

理这步棋，倒逼产业改

造，实现升级转型，才能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还

后代一个青山绿水，让后

代记得住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