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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又到全民健身时

“安钢辉煌60年”系列报道之四

□房奇文 高大力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
安钢地处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

道城市建成区，环保任务尤其艰巨。面
对“环保大考”，安钢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开展了一场自我提升的绿色革命，使企
业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今年上半年，安
钢实现销售收入238亿元，同比增加65
亿元；其中利润11.59亿元，同比增长21
倍，刷新历史纪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在安钢得到了全面体现。

在中国冶金报组织的“绿色钢企万
里行”评选活动中，安钢喜获“绿色发展
标杆企业”殊荣。今年以来，国家、省、市
领导多次到安钢视察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对安钢环保工作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生存、环保双重高压下，吹响
环保“第二场生存保卫战”号角

2014 年 11 月“APEC 蓝”、2015
年 12月上合会议“郑州蓝”，对工业企
业环保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安钢

认识到“环保很可能是压倒企业的最
后一根稻草”，环保工作搞不好，企业
发展无从谈起。“未来有竞争力的企
业，一定是环保领先的企业，不重视环
保的企业终将会淘汰出局。”安钢党委
书记、董事长李利剑说。

为此，安钢提出把环保当作“第二
场生存保卫战”，在行业最为困难时
期，毅然投入8亿元资金，实施26项环
保治理项目，部分工序实现超低排
放。通过 2014年至 2016年近 3年的
治理改造，安钢吨钢二氧化硫排放由
1.13kg减至 0.55kg，吨钢颗粒物排放
由 1.06kg减至 0.48kg，减排比例分别
达到 51%、58%。安钢在环保工作上
的认识清醒、谋划超前、行动坚决，为
企业赢得了发展先机。

高起点、高标准落实提升规
划，以最好治理效果造就安钢环
保优势

2016 年 7 月 4 日，河南省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展开，钢铁行业成
为最重要的战场之一。

为交出漂亮成绩单，安钢用“世界最
先进的技术、最成熟的工艺、最高水平的
装备配置”，一步到位、高起点抓好环保
提升。2016年年底邀请行业权威专家，
针对“2+26”城市特别排放限值要求，制
订安钢环保提升整体规划方案；2017年
3月，集中启动总投资达30亿元的环保
提升工程，先后建成5套焦炉脱硫脱硝
项目、3座烧结脱硫脱硝项目、4套转炉
一次除尘改造项目、原料场全封闭项目

等，覆盖了安钢所有生产工序。这些环
保项目投入运行，使安钢成为国内第一
家全流程干法除尘的钢铁联合企业，所
有大气排放指标全部达到世界一流、国
内领先水平。其中，牵头研发的焦炉活
性炭干法脱硫脱硝技术，颗粒物、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指标分别达到
10mg/m3、8mg/m3、100mg/m3以下，
远低于国家特别限值排放要求，被权威
媒体评为“世界钢铁工业十大技术要闻”
之一，今年1月5日通过中国金属学会成
果评价，被评定为“国际领先”水平。

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打造可持续发展示范型企业

安钢把循环经济发展思路贯穿于
企业发展的全过程，努力让每一滴水、

每一份热、每一方气都发挥应有价值。
从节能减排入手，坚持集成创新，

发展循环经济，探索出一条钢铁企业
热能高效综合利用的绿色转型新路。
相继建成 1套焦炉上升管余热回收，2
套烧结余热回收发电，4套副产煤气发
电等 30 余套节能减排重点项目和示
范工程，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年节
能超过100万吨标准煤。

目前，安钢每年余热、余能发电量
达到 14.25 亿千瓦时，比“十一五”初
增长1700%，自发电比例达到57%，节
约外购电费成本近8亿元。

践行绿色理念，加速生态转
型，在绿色发展征途上持续领跑

今年 7月 3日，国务院印发《打赢

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对钢铁企
业环保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安钢研究
制订环保深度治理方案，高标准、高质
量推进焦炉炉体密闭、炼钢三次除尘、
焦炉煤气脱硫等环保深度治理项目，
加快推进水系统技术改造、固体废弃
物处置，努力实现固废 100%循环利
用、污水“0”排放，在绿色发展征途上
持续领跑，争做行业绿色发展的引领
和标杆。

与此同时，安钢投资 8 亿-10 亿
元，建设“公园式、森林式”园林化工
厂 ，“ 变 工 厂 为 公 园 ，变 厂 区 为 景
区”，打造 4A 级景区的规划正全面
实施，全部完工后，将使安钢成为世
界文化遗产——殷墟遗址旁的一道
亮丽风景。

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一座“公
园式、森林式”园林化工厂将矗立在豫
北大地，为建设美丽中国、美丽河南增
光添彩。

既要企业发展 更要碧水蓝天
——安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

（一）

事业的伟大不仅在于目标的壮丽，更在于过程

的壮丽；生活的美好不仅在于享有的丰富，更在于经

历的丰富。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中国人民战风斗雨，一次次攻坚克难、一步步勇

毅前行，书写了光照时代的历史篇章，创造了属于自

己的美好生活。

犹记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只有

区区 100 多亿美元，重工业几乎为零，轻工业只是少

数纺织业。毛主席曾经感慨，我们除了能造桌子椅

子，能造茶壶茶碗，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

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正是在这一穷二白、满目疮痍

的烂摊子上，我们顶住了帝国主义经济、军事的全面

封锁，抗击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严重威胁，战胜了

三年自然灾害的极度困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

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甩掉了“贫油国”的

帽子，生产了自己的解放牌汽车、东方红拖拉机，研制

出震惊世界的“两弹一星”……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挺起了腰杆，国

家的面貌、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犹记改革开放之初，粮票、油票、肉票、布票、副

食本、工业券等是老百姓的生活必需，甚至买糖果糕

点、火柴肥皂都要票证；几代人同居一室十分普遍，土

坯房、茅草房，筒子楼、大杂院是城乡居民生活的深刻

印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成为人

们生活的奢侈品；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小时起降60架飞

机，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小时仅能起降2架；日本东

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

大楼仅有 2.2万种……正是在这种物资匮乏、生活贫

困、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情况下，我们果敢作出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冲破思想

观念的桎梏，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走出了一条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经历了价格闯关的艰辛，经历

了西方国家制裁的艰难，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国际金

融危机的冲击,经历了特大洪水、特大地震、非典疫情

等的考验……在大海中练就游泳、在磨砺中愈加坚强，

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实现了

历史性跨越，中国人民的生活告别了“票证时代”、走过

了“温饱阶段”、迎来了“全面小康”。

栉风沐雨，春华秋实。今天，中国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实力，托举起覆盖

13亿多人的全球最大社会保障网，创造了每年减贫 1300多万人的脱贫奇迹，书

写下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的民生篇章，亿万人民携手冲刺全面小康的百年梦想……这一项项巨大成就、

一串串亮丽数字的背后，挺立的是中国人民顶风冒雨的钢铁脊梁，浸透的是中

国人民风雨兼程的辛勤汗水，凝结的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梦想。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8 月 7日，
记者从省河长办获悉，我省河长常
态化巡河机制已经形成，省市县乡 4
级河长上半年巡河超过 10万次，全
省 43名湖长上岗，开始履职巡湖。

据介绍，上半年，省级河长开展
巡河调研13次，6位省级河长均开展
了不少于1次的巡河调研；18个省辖
市的党政“一把手”均开展了巡河调
研；省市县乡 4级河长累计开展巡河
10.68万余次，村级河长也开展了日常
巡护工作。各级河长履职尽责的常态
化巡河机制初步形成，一级抓一级、层
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基本形成。

上半年，我省湖长工作体系基

本建立。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联合印发了《河南省实施湖长制
工作方案》。全省共设立湖长 43名，
其中市级湖长 2 名、县级湖长 8 名、
乡级湖长 10名、村级湖长 23名。各
级湖长开始履职巡湖，截至 6 月 30
日，各级湖长已巡湖 162次。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积极开展
河湖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河流
清洁百日行动、入河排污口调查摸
底和规划整治行动、整治非法采砂
专项行动、非法侵占水域岸线综合
整治行动等 4个专项行动持续推进，
全省河湖地表水水质持续优化向
好。③9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南非约

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

上，习近平总书记用这样一句中国古

语，概括和形容中国不畏艰险走过的

不平凡历程，穿越风雨取得的不平凡

成就。这是历史的总结，更是现实的

激励、未来的昭示。古老的民族，年轻

的国家，亿万万追求幸福生活的人民，

历经风雨创造了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今

天，也必将风雨无阻、勇往直前，奔向

更加美好的明天。

我省河长常态化巡河机制形成
上半年巡河超10万次

本报讯（记者 屈芳）8月 7日，省长
陈润儿到许昌市调研非公有制经济
工作，并分别与民营企业家代表、部
分市县座谈交流，强调要认真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倾情打造便利
高效营商环境，大力推动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

陈润儿深入长葛市民营企业实地
调研，走进河南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金汇·晟丰科技有限公司，冒
高温察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随后，
陈润儿在企业现场主持召开民营企业

家代表座谈会、在许昌市主持召开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座谈会。来自西继迅
达、瑞贝卡、黄河实业、三全食品等 10
家民企的企业家代表谈感受、提建议，
许昌、长葛、长垣、西峡、夏邑等作了汇
报交流，有关部门作了发言。

陈润儿在与大家座谈中说，我们
既要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非公有制经
济的长足发展，又要高度重视当前面
临的困难问题，正视与发达省份相比
非公有制经济“个数占比低、规模比较
小、实力相对弱”的差距。

他指出，一些地方政商关系不

“亲”、营商环境不优、企业素质不高，
是当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
的突出问题。尤其是某些政府官员

“清”而不“亲”，不愿与民企打交道、不
敢给民企解难题、不想为民企办实事；
有的地方还存在市场准入难、企业融
资难、政策落地难问题。

“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塑造‘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陈润儿说，实践
证明：哪个地方的环境优、活力足、条
件好，企业就往哪里走、资金就往哪里
投、人才就往哪里聚。要高度重视营
商环境建设，把倾情打造便利高效的

营商环境，作为实施全面开放的重要
选择、发展非公经济的重要抓手、政府
服务企业的重要内容，抓实抓好。

他提出，要营造高效的政务环境，
坚持不懈推进“放管服”改革，把深化

“一网通办”前提下的“最多跑一次”改
革落到实处。要营造公平的市场环
境，构建开放公平的市场规则、打造公
平透明的法治环境。要营造要素的供
给环境，进一步完善金融、用地、人才
等政策，为大力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强化服务保障。

副省长刘伟参加调研。③4

陈润儿在许昌调研非公有制经济工作时要求

倾情打造便利高效营商环境
大力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8月 6日至
7日，省委书记王国生到三门峡市，调
研转型发展、脱贫攻坚等工作，强调要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时的重要讲话和
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
省委工作会议部署要求，以党的建设
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发挥特
色优势，突出转型发展，努力打造省际
区域中心城市，在推动中原更加出彩
中作贡献谱新篇。

在三门峡戴卡轮毂制造公司，
王国生察看铝合金轻量化轮毂自动化
生产线，了解到该企业通过智能化、信

息化、绿色化改造提质增效，王国生
说，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河南要打好“四张牌”的要求，在推
动创新驱动发展上出真招、见成效。
在察看灵宝市金源朝辉铜业公司压延
超薄铜箔生产时，王国生说，企业是科
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力量，要不
断加强技术创新，培育更多的创新引
领型企业。河南骏通车辆公司以智能
化改造带动创新发展，王国生勉励企
业要加强市场研判，以创新赢得广阔
发展空间。

在灵宝市五亩乡龙祥新村易地扶
贫搬迁示范点，王国生走进搬迁户郭
守慈家中，对迁入新居后生产生活等

情况仔细询问。看到墙上张贴着“吃
水不忘挖井人,脱贫感恩共产党”的对
联，王国生说，各级党员干部要把脱贫
攻坚扛在肩上、抓在手上，以脱贫成效
凝聚人心，教育引导群众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

调研中，王国生与党的十九大代
表、劳动模范、基层干部和三门峡市县
（市、区）党委书记进行座谈交流，共话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
量。王国生说，三门峡市具有良好的
产业基础、优美的自然生态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调研指导河南时的重要讲话，以新发
展理念为引领，进一步把准方向、找准

抓手，发挥优势、突出特色，探索区域
合作发展新路径，打造省际区域中心
城市。要把创新摆在更加重要的位
置，打好具有自身特色的“四张牌”，激
活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要进一步
深化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把握机遇、
创造机遇，以改革开放赢得更大主
动。要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
作，从严从实、真改实改，着力营造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打牢党的执政
基础，建强基层组织、夯实基层基础、
提升基本能力，推动基层组织建设全
面过硬。

王国生还考察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
程、三门峡中原金银制品公司等。③9

王国生在三门峡市调研时指出

发挥特色优势 突出转型发展
努力打造省际区域中心城市

立秋时节，我省
各地种植的不少农作
物喜获丰收。图为 8
月 7 日，光山县孙铁
铺镇周乡村盛泰达专
业合作社社员在采摘
火龙果。该社种植的
红心火龙果今年亩均
产值可达2.6万元，带
动当地贫困户增收致
富。⑨3 谢万柏 摄

立秋至
农事忙

09│体育

06│理论

抓基层党建促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