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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11 月 25日早上，天
还没有大亮，安阳市秋冬季错峰生产及重污染天气应
对执法检查组相关负责人就来到市环境污染防治研判
指挥中心，召开日讲评会。会上，各组通报了前一天执
法检查情况，点评问题，并安排下一步检查工作。

入冬以来，我国北方地区大气污染扩散气象条
件整体偏差。为强化重污染天气应急应对工作，严
格落实“预防式”“服务式”“体检式”环境执法要求，
防 止 污 染 管 控“ 一 刀 切 ”，安 阳 市 组 织 开 展
2018-2019 年秋冬季错峰生产及重污染天气应对大
检查，逐乡（镇、办事处）、逐企检查各县（市、区）企
业错峰生产、重污染天气应急污染管控、错峰运输等
各项措施落实情况，依法依规严厉打击环境违法和
违反管控指令行为。

安阳市抽调市委市政府督查组、市公安环保督查组、
县（市、区）环保、工信委等部门 205人，组成 5个现场检
查组，检查情况日总结、日汇报、日讲评。

“向污染‘亮剑’，出真招、出实招。”安阳市环境污染
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对检查出的
问题，立即责令整改，严管重罚，全力控制和减少污染物
排放。8

安阳开展重污染天气应对
执法大检查

地方传真

安阳社保卡信息采集
实现网上办理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今后社保卡采集信
息再也不用来回跑、排队等啦！”11月 26日，市民王科来
到安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事大厅，在工作人员
指导下，他通过微信，轻松地给小女儿办理了社保卡信息
采集，欣喜地说：“真方便，回去给俺村儿的人都说说。”

社会保障卡用途广泛，已成为百姓生活的必需品。以
往办卡时，需要办卡人携带材料、证件来回奔波，群众办事
很不方便。

今年以来，该市人社部门深化“放管服”改革，努力实
现让群众“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通过前一阶段技术
攻关、调试，社保卡信息采集系统微信版正式上线运行。

记者打开手机，关注“安阳社会保障卡”微信号，点击
“卡服务”进入“信息采集”，按照提示录入姓名、身份证号
等相关信息，不到2分钟便可完成采集业务。

微信采集后，工作人员会在7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
办卡人按照微信提示等候领卡即可，真正实现“群众跑”转
变为“数据跑”。

“目前，微信版信息采集系统仅能够为5岁至16岁的
未成年人以及16岁以上具有身份证的办卡者提供采集服
务。其他人员仍需现场采集。”安阳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试运行一个月以来，已成功采集信息 286人，下一
步，在大数据支持下，将逐步实现为所有申请人员提供网
上信息采集服务。8

方快锅炉斩获
“科技创业贡献奖”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遂旺）11月 26日，记者从
安阳市科技部门获悉，安阳方快锅炉有限公司凭借过硬
的技术研发实力以及强大的研发硬件基础，荣获了由国
家科技部中国技术创业协会组织评选的“2018年度科技
创业贡献奖（企业）”荣誉称号。

近年来，方快在“做人职业化 做事精益化”核心价值
观的指引下，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在研发创新领域不断
投入：兴建清洁锅炉实验室，可以模拟各种复杂条件下的
燃烧试验，令同行业瞩目；主动与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
学、郑州大学等多所211重点大学建立了科研合作关系，
不断加快产学研工作步伐，获得了各种基础数据的突破，
并逐步运用到新产品之中。该企业研发制造了全国第一
台低氮锅炉产品，并在 2014年北京 APEC怀柔会场使
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方快通过自身的流程再造和工艺革新，在行业内第
一家引入智能设备——焊接机器人，第一家全面运用相
贯线切割机等数字化尖端设备，物联网顺风车、锅炉远程
监控业内驰名。目前，方快“互联网+”深度融合科研、生
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公司整体运行效率、综合实力不断
提升。8

安阳大力实施冬季清洁取暖工程

给温暖添上一抹蔚蓝色

消防安全关乎千家万户。近年，安阳市文峰区大力
推进消防规范化管理及微型消防站建设，不断提升单位、
群众预防、处置火灾能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图为
微型消防站建设观摩、演练现场，文峰区消防大队队员在
指导市民使用灭火器。该区二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高
层小区物业企业及社区微型消防站管理人员 300余人
参加了当天的消防演练。8 梁嘉旭 文/图

集中供热固然是实现清洁取暖的最佳
途径之一，可在管网确实无法覆盖的地方
怎么办？“宜”字当先推进清洁能源替代。

大寺前社区位于安阳老城，由于地质
条件复杂，热力管网不具备施工条件。

灰色砖墙，木窗、木梁、瓦顶……记者
来到大寺前社区刘秀芹老人家中，古色古
香的小院处处彰显着老城韵味。敲门进
屋，虽然没感觉温度陡然升高，但也有阵阵
暖意。老人正坐在一个方形电热器旁跟孙
子聊天。

“这是在社区统一购置的红外‘万用
炉’，不仅能取暖，还能热饭、烤花生，也不
用担心‘中煤烟’了。”刘秀芹招呼记者坐下

“烤烤手”，一边笑呵呵地说，“刚开始不想
换，烧了一辈子煤，现在‘烧’电，贵不贵？
暖和不？心里没底。后来看到效果确实
好，就跟着改了。买电炉子有补贴，电价有

补贴，算算费用，比烧煤也没贵多少。”
实现清洁取暖需要打破群众多年的生

活习惯，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生活成
本。为此，安阳出台政策，对实施清洁取暖
的居民户，按照政府统一采购设备价格的
60%给予一次性购置补贴；采暖期，按照经
核定的新增用气（电）量，给予 1元／立方
米气价补贴，给予 0.2 元／千瓦时电价补
贴。政府买单，最大限度给百姓“减负”，群
众参与清洁取暖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各项
工作得以顺利推进。

去年国家、省下达给安阳市电代煤、气
代煤的目标任务是 5万户，安阳市实际完
成 102384户。今年省下达安阳市目标任
务是 10万户，截至 11月 15日，已累计完
成112210户。

在此基础上，安阳市按照“因地制宜、
因能制宜”原则，统筹推进新能源、可再生

能源替代：北流寺村用上了低温空气源热
泵，东彰武新村用相变储能技术实现区域集
中供热，安阳市民之家采用地源热泵……同
时，该市还积极推进城市、农村既有建筑节
能改造，在房屋外立面新增保温层，大大提
高了房屋保温能力，降低热能消耗。

目前，安阳市清洁取暖率达 41%。其
中，中心城区 83%，县城和城乡接合部
55%。洛阳、南阳、漯河等十余个地市先后
到安阳考察学习。

向雾霾亮剑，让天空更蓝。随着清洁
取暖持续推进，安阳广大群众必将在更多
蓝天白云下，度过安心、舒心、暖心的冬季。

然而也应看到，推进清洁取暖需要长
期努力，那么短期内呢？我们每个人的绿
色出行、每一次的温度调节，就可以让能源
少消耗一点、使污染多一次打折，给我们的
温暖添上一抹蔚蓝色彩。8

荣军院的 6位老人都是战争幸
存者，他们寡居多年，不能让亲
情缺失成为他们的人生遗憾。

□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

推进冬季清洁取暖，一头牵着百姓温暖过冬，一头连着蓝天白云，关系广大群众生活，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中央强调，要按照企业为主、政府推动、居民可承受的方针，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尽可能利用清洁能源，加快提高清洁供暖比重。

近年，安阳市委、市政府把推进清洁取暖作为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的一场革命来谋划，大力提升集中供热普及率；“宜”自当先推进清洁能源替代；

探索利用地热、生物质能、空气能等新能源；对既有建筑进行节能、保温改造，从“热源侧”和“用户侧”同时发力，既保百姓冬暖，又护天蓝气清。

今年，安阳成功入选国家清洁取暖试点城市。

□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

“人之初，性本善”,道德是个人最核心、
最本质的表露，以德行塑造品行、构筑精神
高地体现着一座文明城市的软实力。

当前，安阳正奋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持续加强和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提升全市公
民道德素质，是争创文明城市的重要一环。
安阳市大力实施公民道德建设，聚焦新实
践、培育新风尚，通过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和

“身边好人”推荐活动，充分发挥“道德力量”
的引领、示范作用，汇聚起强大的向上向善
正能量。

古都大地，暖流涌动。全市先后涌现出
全国道德模范4人，省道德模范5人，市道德
模范 30人；全国文明家庭 1家，省文明家庭
3家；48人荣登中国好人榜，29人荣登河南

好人榜。
“荣誉即责任，要用实际行动让爱心广

泛传播。”今年荣获安阳市第三届道德模范
称号的孙小霞是银杏小学的一名教师，从学
生时代第一次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她便把爱
留在了安阳县荣军院。

“闺女来了，快进来。”11月 25日，孙小
霞带着她的学生，拎着水果、鸡蛋、面包等慰
问品来到安阳县荣军院。老人们早早等在
门口，一见面，抱抱“小孙子”，搂搂“小孙
女”，大院里一片欢笑。

“荣军院的 6位老人都是战争幸存者，
他们寡居多年，不能让亲情缺失成为他们的
人生遗憾。”孙小霞动情地说，“他们没有亲
人，我就当他们的‘女儿’。”

给老人梳梳头、聊聊天、洗洗衣服、包顿
饺子，孙小霞已陪伴老人走过22个年头，无
论多忙，她也要抽出时间“常回家看看”。她
的爱心给老人们带来幸福，她的坚守感动着
身边的同事、学生、家长，先后有 7000余人
加入她奉献爱心的行列，“小霞志愿服务队”
赢得无数点赞。

在道德模范评选和“身边好人”推荐过

程中，安阳市做到严格把关，扎实做好群众
推荐、资格审核、媒体公示等各项评选环
节。通过群众选、群众推、群众评，充分调动
起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自今年 7月起开
展“推荐安阳好人 点赞安阳好人”工作以
来，安阳市累计向中国文明网推荐身边好人
线索4.5万余条，获点赞90余万次。

安阳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组织 14名
道德模范深入社区、村镇、企业等开展巡讲、
巡演；安阳市文明委印发了《安阳市道德模
范礼遇帮扶实施办法（暂行）》，着力解决“好
人”工作、生活、学习上的困难和精神上的需
要，树立德者有得、好人好报的价值导向。

“人人出彩绘浓彩。”安阳市文明办副主
任郭煜春说，道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将引
领着更多安阳人，在各个领域、各自岗位上
敬业奉献、播撒爱心，为安阳添彩。8

“道德力量”为安阳添彩

初冬，安阳寒意渐浓，风刮落了树
叶，满地金黄，路上的行人脚步比以往快
了不少。

“快进屋，屋里暖和！”11月 15 日，
记者来到安阳市凯隆国际小区，市民宋
金花热情招呼我们进屋，记者的眼镜上
随即泛起了水雾。

宋金花一身单层布料的家居服，脚
上还是夏天穿的凉拖鞋。“你看，这会儿
室温是 23摄氏度。”她拿起茶几上的温
度表笑呵呵地说，以前她家住的小区就
是集中供热，新房“暖气片”换成了“地
暖”，更舒适了，真应了那句歌词，“我在
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

长久以来，人们普遍形成了冬季燃
煤取暖的生活习惯。然而，散烧煤已被
公认为雾霾天气的“元凶”之一，同样烧
1吨煤，散烧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是燃煤
电厂的10倍以上。

安阳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清洁取暖
作为改善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重
大民心工程、民生工程来抓。市领导多
次深入基层和群众家中，就清洁取暖工
作开展专题调研，研究确定了集中供热、
双替代、可再生能源应用等重点项目，精
心组织财政、发改、住建、环保等相关部
门，高质量编制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

今年，安阳市实施热力管网建设工
程 57项，涉及管线总长度 36.2公里，超
额完成省定目标任务 2.7倍。全市新增
供热入网面积 327万平方米，热电联产
供热入网总面积达到4570万平方米，建
成区及周边建筑用热基本实现 100%全
覆盖。

“集中供热由集中热源产生的蒸汽、
热水，通过管网供给城市生产、生活所需
热量，是一种经济节能、安全环保的采暖
形式。”安阳益和热力公司新闻发言人李
伟介绍，它不仅给百姓提供稳定的高质
量供热，而且节约能源，可通过集中处理
实现达标排放，减少城市污染。

目前，安阳市集中供热热源为大唐
安阳发电公司热电联产机组，与分散式
的小型燃煤锅炉相比，每年可减少燃煤
9.19 万吨、灰渣 3.36 万吨，年减排烟尘
4233.31吨、二氧化硫2933.42吨。

“我们还重点实施了天然气集中供
热调峰热源厂项目。”李伟说，“计划分期
建成 6×70MW 天然气调峰锅炉，全部
投运后可新增集中供热面积 1000余万
平方米。”

“温暖”供得上，还要让百姓用得好。
“屋里屋外温差太大不行，小孩容易感

冒。”在安钢御景园小区王女士家中，记者看
到，客厅墙上有一个白色的方形控制盒，外观
和中央空调控制器差不多，上面显示当前温度
为22摄氏度，按动上下箭头键就可调节室温。

“跟空调一样，非常方便。”王女士欣喜
地说，上班前把温度调低一点，家人都回来
后再调高，屋里一直保持适宜温度，也不用
担心孩子因温差大而生病了。

“这个室温控制面板由我公司同河北
工业大学、工大科雅公司三方联合研发，大
大满足市民个性用热需求。”李伟介绍，今

年，他们完成了“智慧热力”调度系统升级
改造，实现从热源、管网、换热站到终端热
用户的全过程实时监测和供热参数的智能
调整，使用户室温始终稳定在合理区间，真
正实现“按需供热”。

安阳益和热力公司调度中心是“智慧
热力”的指挥中枢，在这里记者看到，大屏
幕上显示着全市供热调度图。从运行监控
数据看，全市采暖总供热量达到685兆瓦，
市政管网温度超过 90℃，33.4万户用户均
达到正常供热状态。

据悉，今冬安阳市采暖季供热时间从
11月 15日零时开始，到 2019年 3月 15日

24时结束，共计121天。
李伟给我们粗略算了一笔账：按室内

面积 150平方米来说，采暖季用热费用约
为 2900元。结合市民用热习惯，“私人订
制的温暖”大概能省600到 800元。

依托“智慧热力”平台，安阳市计划5年
内对建成区内具备条件的节能建筑全面推广
分户计量，同步实施室内温控系统建设，进一
步扩大居民自主控温的实际应用效果。
2018年，安阳益和热力公司已完成分户计量
小区改造27个，涉及用户2.7万户、供热面积
377万平方米，在提高热能利用效率、实现节
能降耗的同时，也让百姓获得实惠。

集中供热
保障百姓过“暖冬”

“智慧热力”让温暖“私人订制”

“宜”字当先“牵手”温暖与蓝天

热力工作人员教市民使用热力控制器 麻翛然 摄 供热管道施工现场 王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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