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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乐器产业带动我们村及周边
贫困户 21户、102人脱贫，是改
革开放成就了今天的徐场村！

本报讯（记者 陈辉）12月 25日，记者
从省工信厅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
布了 2018年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名
单，涵盖工业互联网网络、标识解析、平台、
安全等四个方面的72个项目，其中我省有
3个项目上榜。

我省入选的 3个项目分别是：中信重
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矿山装备工业互联
网平台、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的现代
农业装备工业互联网平台、卫华集团有限
公司的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起重机装备
远程运维新模式应用。

当前，以智能制造为代表、工业互联网
为支撑的新一轮产业变革蓬勃兴起，正在
引发一场“制造革命”。今年以来，我国工
业互联网发展进入快车道，工信部公布了
《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提出到2020年年底初步建成工业互
联网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我省也发布了
《河南省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培育2到
3个跨行业、跨领域的综合性工业互联网
平台和 20个细分领域的行业工业互联网
平台，全力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③8

我省三个项目入选国家
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 通讯员 赵明奇）
眼下，“乡村振兴 文化同行”2018年送文化
下乡优秀文艺作品巡演活动正在舞阳县广大
农村如火如荼地进行，以各类脱贫致富典型
为素材编排的戏剧小品尤其受观众喜爱。“我
们精心编排文化扶贫节目36个，今年已在全
县 114个贫困村巡演一遍，其他非贫困村也
将每村巡演一场。”12月 24日，舞阳县文化广
电旅游局负责人说。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舞阳县坚持以文化
扶贫铸魂，以精神扶贫润心，着力激发贫困群
众内生动力，实现物质和精神“双脱贫”。

舞阳县马村乡郭炎庄曾是有名的贫困
村。记者近日来到村里时，立即被偌大的文
化广场吸引了，广场上不仅有戏台、宣传栏，

篮球架、乒乓球台等健身器材也一应俱全。
“一到晚上，连隔壁几个村都有人跑到我们这
儿跳广场舞呢！”该村妇联主席闫玉洁一脸自
豪。

仅仅 3年前，这里还是个垃圾乱堆的大
坑，一到夏天臭气熏天。在县、乡、村的共同
努力下，大坑的大部分被填平建了文化广场，
剩下的修成了一个景观小池塘。村子干净漂
亮了，文化生活丰富了，村民的劲头变足了，
郭炎庄也顺利脱贫摘帽。

2016年以来，通过村民自筹、社会募集、
上级支持以及县财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等方
式，舞阳县共投入资金 3000多万元，完成了
全县所有贫困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建设
任务，每村均达到有一个文化活动广场、一个

简易戏台等“七个一”标准。与此同时，14个
乡镇也都建成了标准的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县、乡、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基本形
成。

搭了台子，如何“唱戏”？舞阳县采取政
府购买文化服务的形式，面向农村开展“舞台
艺术送农民”“红色文艺轻骑兵”等活动，让群
众在家门口免费享受文化大餐。县里还公开
招募 200多名文化志愿者走上乡村舞台，宣
传脱贫政策，激发脱贫斗志。2016年以来，
全县开展文化志愿宣讲活动1500多场次，有
效传递了脱贫攻坚正能量。

舞阳县还着力实施“种文化”工程，免费
举办广场舞、农民画等培训班，使一批乡村文
艺骨干迅速成长起来。如今，全县乡乡都有

文化宣传队，村村都有文艺队，极大丰富了农
村文化生活，提振了群众精气神。

与此同时，舞阳县深入开展文明村镇、星
级文明户等创建活动，不断提高农民素质。
今年以来，舞阳县已新获省级文明村镇1个、
市级文明村镇 10个、市级文明家庭 2个；新
评选五星级文明户 800 户、四星级文明户
900户、“好媳妇”“好公婆”300名，文明新风
吹拂乡村。

“扶贫的关键在于扶志，而文化具有铸
魂、润心的独特价值。”漯河市委常委、舞阳
县委书记李亦博说，“我们将继续坚持以文

‘化’人，补足贫困群众‘精神之钙’，以文化
扶贫的‘软实力’铸就脱贫攻坚的‘硬支
撑’。”③8

文化铸魂 精神润心

舞阳：文化惠民实现物质精神“双脱贫”

12月 25日，小邮票设计者在展示自己设计的邮票。当日，北京市石景山区青少年邮票设计展在石景山图书馆举行，通过展示青少年
设计的优秀邮票作品，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传播冬奥文化，为冬奥添彩。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本报通讯员 杨雪芳

12月 24日，记者来到兰考县堌阳镇徐场村，只
见村口广场上矗立着一把铜质琵琶的巨型雕塑，顺
着入村的大路直走，青砖黛瓦的屋舍迎面而来，眼前
的村庄生机盎然、古朴雅致。

改革开放40年来，徐场村从“一地鸡毛”到琴瑟
雅音传天下，由贫困村一跃成为中国民族乐器专业
村；徐场村人用一丝一弦改写了自己的命运，走出了
一条共同致富之路。

“长在黄河故道沙土中的泡桐，纹路清晰，板材
音质奇佳，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村民徐老大拿
着一块泡桐板给记者看。徐场村从 1985年开始生
产民族乐器，目前是兰考乐器作坊最集中的村。

上世纪 80年代，一位上海乐器师傅发现，泡桐
板材适合做民族乐器。这位乐器师傅在徐场村找到
了从事桐木板材加工的代士永，此后，代士永成为上
海乐器厂家的原材料供应商。与乐器厂深入接触
后，代士永决心独立办厂。1988年，他在兰考开办
了第一家制造乐器的中州民族乐器厂。

“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2000年
前后，兰考外出学习制琴的多达几百人，学到核心技
术后回乡抱团发展，打造兰考品牌。徐场村村民郭
爱玲制作古筝近十年，之前一直给品牌厂商代加工，
去年她注册自己的品牌，现在利润翻了几倍。

如今，徐场村拥有 40多家民族乐器生产企业，
并已形成乐器制造的产业链。

目前，徐场村制作的泡桐面板占据全国 95%的
市场。徐场村 60%以上的村民都开有制作民族乐
器的家庭作坊，其余村民也几乎都在村里的作坊打
工，民族乐器生产的从业人员1000多人。年产各类
乐器 5.2万多台（把），年产值近 1亿元，产品销往世
界各地。

“民族乐器产业带动我们村及周边贫困户 21
户、102人脱贫，还有 3户贫困户当上了老板，全村
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元。”徐场村党支部书记徐顺海
说，“是改革开放成就了今天的徐场村！”③9

徐场村：
琴瑟雅音奏响“富民曲”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基层行·村庄篇

利源集团：绿色示范工厂 筑梦百年强企

冬日暖阳，走进河

南利源集团，犹如走进

了绿色的“梦工厂”。

在人们的印象中，

煤化工企业往往与排

放、污染相关联。可记

者在利源看到的却别

是一番风景，他们将

“绿色”的思维，贯穿于

整个设计、建设、生产、

循环过程中，打造成了

一个“废弃物排放最

少、资源利用效率最

高、企业与社会资源循

环共享”的绿色“梦工

厂”。

人们或许会问：奇

迹是如何发生的？

答案：20多年来，

利源集团在改革发展、

实践探索中，坚持不断

创新，一步一个脚印，

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发

展循环经济、大力实施

提标改造，获得了经济

效益和环保效益双丰

收，让绿色的梦想演变

成为现实，让他们稳居

全国煤化工企业第一

方阵，成为“河南省绿

色工厂”。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龙飞
本报通讯员 余彦学

“吃干榨净”，废弃
物变成“金元宝”

道路宽阔整洁，两旁绿树林立，
修剪整齐的四季青夹道相迎……12
月 22日，安阳天气晴好，利源集团厂
区更是满眼绿意葱茏，若不是高大的
管廊桥架随处可见，还以为走进了城
市游园。

“这主要得益于近年来我们坚持
绿色发展，如今实现了超低排放。”利
源集团董事长付玉堂告诉记者，作为
安阳市重点企业，打好打赢污染防治
攻坚战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主
动加压，肩负起转型升级、深度治理
的重任，走上一条高质量发展的绿色
之路，实现了从传统煤焦企业向能源
综合高效利用、生态文明的现代煤化
工企业集团的跨越。

1997年利源建厂，完成第一次创
业壮举。2009年，年产100万吨焦炉
拔地而起，书写了第二次创业的新篇
章。仅仅4年后，利源再次投入15亿元
巨资，同时开工建设7个项目，大力发
展循环经济，在绿色转型上先行一步。

消息传出，行业震惊：“炼焦就
‘吃不完’，为啥还要转？”

“只有坚定绿色发展道路，企业
才能越走越远。”在付玉堂的带领下，
利源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第三次创业。

作为国内知名的现代煤化工企
业，焦化主业生产链上，如何发掘新
的价值？

还得靠技术突破。利源集团以
超人的胆略，引进全球首台美国 GE
公司轻型焦炉煤气直燃式发电机组，

引进德国西门子公司重型燃机，并与
传统蒸汽轮机发电机组配套升级，形
成新的热电联产、联合循环发电。每
年可节约标准煤 20.5万吨，减排二氧
化碳 28 万吨、二氧化硫 1800 多吨、
粉尘 2.8万多吨。氮氧化合物最高含
量均低于 50mg/m3，达到或优于国
家标准。

利源集团充分利用自有资源，投
资 4.5 亿元，实现 30 万吨煤焦油加
氢；投资 4 亿元，建设焦炉煤气制液
化天然气项目，年产 LNG8 万吨，并
在今年通过华润燃气公司合作，与安
阳市政燃气管网“并轨”，为民生提供
优质清洁能源保障。

脱硫废液提盐、余热发电、富氢
尾气提氢、焦炉煤气制天然气、煤焦
油加氢、利用电力优势生产合金、利
用上游能源生产新材料……创新发
展、绿色发展让他们的产品增加到
30 多种，其中不乏“环烷烃”、“混合
烷烃”、二苄胺、橡胶促进剂等化工产
业高端产品。

原料“吃干榨净”，“废物”变成“金
元宝”。如今的利源，已形成较为完备
的集洗煤、炼焦、化工、发电、物流、清
洁能源、精细化工材料、新材料、商贸
于一体的循环经济产业链，实现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多赢”。

超低排放，“气质”
更好“颜值”高

“干熄焦及其余热发电项目投资4
亿元，去年12月开工建设，目前2号炉
正在调试，1号炉也进入收尾阶段。”厂
区西侧，绿树掩映之中，两座高大、整

洁的干熄焦炉巍然屹立，利源集团总
经理助理武太平介绍，该项目采用国
际领先工艺，配套建设两台每小时90
吨余热锅炉,两台22兆瓦汽轮发电机
组，利用红焦热能，每年可发电 3.5亿
度，新增销售收入 1.5亿元。同时，新
工艺最大限度减少了成焦过程中产生
的污染，实现达标排放。

而这只是利源集团在环保治理
方面投资建设的众多项目之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6
年以来，利源集团按照省、市要求，先
后建设 20 多个提标改造项目，开展
环保深度治理，总投资超过 8 亿元，
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竭尽全力：

新建 5 套焦炉尾气脱硫脱硝装
置，实现年减排二氧化硫 70.08 吨、
氮氧化物 1226.4吨；

4 套电厂燃气轮机脱硝装置投
入使用后，各项污染指标均满足《火
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特别排
放限值；

所有筛焦楼、皮带转运站安装除
尘设施及回收装置，有效降低物料在
转运过程中的无组织排放；

新建 10套异味回收洗涤装置，8
套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装置,达到《炼
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建成 7个总面积 10万平方米料
场大棚，现有储煤场、焦炭场地全部
实现防尘全密闭；

建设废水深度处理回用工程，做

到全集团无外排水，全集团公司循环
用水；

环保视频监控；国家级能源调度
管理中心；富氢尾气PSA提氢……

通过提标改造，利源集团焦化烟
气粉尘含量由原来的 30mg/m3下降
到治理后的 10mg/m3 以下，二氧化
硫含量由治理前的 40-50mg/m3 下
降到治理后的 20mg/m3 以内，烟气
中 氮 氧 化 物 含 量 由 治 理 前 的
400-500mg/m3 下 降 到 100mg/m3

以内；年减少烟粉尘排放 52.56吨，二
氧化硫排放 105 吨，氮氧化物 1401
吨，分别比改造前下降了 50%、60%
及 80%以上。其排放标准均优于国
家生态环境部要求的特别限制排放
标准，实现超低排放。

在企业内部环境改善方面，利源集
团积极打造园林式绿色工厂，高标准配
套完善了消烟除尘、脱硫脱硝、废液提
盐、脱苯、煤气净化等环保设施，厂区绿
化面积达到35%，形成了春有花、夏有
荫、秋有果、冬有青的优美环境。

既有“气质”又有“颜值”，今年 8
月，利源集团被省委、省政府评为“河
南省优秀非公有制企业行业领军型”
企业。

绿色发展，打造百
年卓越强企

“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付玉

堂说，短期来看，环保确实增加了企
业的成本，但从长期来看，淘汰落后
产能、超低排放，恰恰倒逼产业加快
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可持
续发展。

利源集团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调节汽运、铁运结构，利用公司铁路
专用线，自购火车机头，加大铁路运
量 ；购 置 LNG 载 重 汽 车 56 辆 ，使
LNG 载重汽车运输量占到运输总量
60%以上，并逐步替代柴油汽车运
输。借助国家环保政策的东风，利
源持续加大环保投资和环保深度治
理力度，倒逼各分公司工艺创新、技
术创新。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站
在 转 型 升 级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崭 新
起点上，利源集团瞄准科技尖端，
紧盯市场前沿，坚持科技创新、产
学 研 联 合 发 展 理 念 ，紧 紧 围 绕 绿
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新能源、新
材 料 、精 细 化 工 ，不 断 延 伸 产 业
链、发展循环经济、培育新的经济
增长点。

“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引领绿色发展，以‘管理、团
队、环境、质量、效益’五个一流为目
标，管理上精雕细刻，生产上精耕细
作，技术上精益求精，不断做强、做
优、做精现代煤化工产业，打造百年
卓越强企。”谈及未来，付玉堂信心满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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