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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沁北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吴伟

展示工匠风采展示工匠风采 树立行业典范树立行业典范
——河南省首届电力创新发展高峰论坛掠影河南省首届电力创新发展高峰论坛掠影

为了提升我省电力企业自主创

新的积极性，为了更好地凸显员工

精益求精的技艺，弘扬工匠精神，厚

植工匠文化，2018年 8月，河南日报

社、河南省电力企业协会联合下发

文件（豫报社〔2018〕11号），开展了

河南省电力企业“创新发展先进单

位”“河南电力工匠”推选活动。本

次活动由企业（个人）自主申报，根

据活动要求，经过专家评审、网络投

票等环节的综合评定，最终评选出

河南省电力企业“创新发展先进单

位”20家，“河南电力工匠”30名。

1月 11日，河南省首届电力创新

发展高峰论坛暨河南省电力企业“创

新发展先进单位”“河南电力工匠”颁

奖典礼在河南日报报业大厦举行，对

获得荣誉的企业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用工匠精神拥抱创新的梦想

四通八达的电
网是社会经济发展
中坚强的能源大动
脉，从中国制造、中
国创造、中国建造
到 点 亮“ 万 家 灯
火”，电力在社会发
展的不同阶段，在
百 姓 的 日 常 生 活
中，都发挥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在社
会主义新时期，电

力行业用实际行动演绎着转型与升级的铿
锵脚步，在保障能源安全，促进低碳发展，
服务河南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勇于担当，主
动作为，演绎着电力人在新征程中变革与
创新的力量。我省经济建设的跨越发展，
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与河南电力行业，与

电力人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大家所作出的
贡献密不可分。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是以《河南日报》为旗
帜和核心，组建的现代化传媒集团，以十报两
刊三网站为主体，形成了涵盖纸质媒体、网络
媒体、移动媒体、户外媒体的现代传播体系。
《河南日报》坚持时代高度、中原向导的办报
方针，紧密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密切
关注全省发展的大事要事，全面覆盖全省各
级党政机关和主要企事业单位。以其权威
性、指导性、服务性、可读性，而成为党政干
部、企事业领导决策指导的工作必读报纸。
此次我省电力行业“创新发展先进单位”“河
南电力工匠”的系列报道，以多角度、广覆盖
的视角，对我省电力行业的优秀单位和个人
进行了深入的报道，向社会展示了我省电力
人砥砺奋进的良好形象，为唱响主旋律，发出
了河南电力人的美妙和声。

大河网络传媒集
团总编辑 孟磊

河南省电力企业
协会会长 阎俊超

河南省电力企业
“创新发展先进单位”名单

（排名不分主次）

洛阳龙羽集团有限公司 刘治稳

河南天通电力有限公司 吕毅

河南富达精工电气高科技有限公司 徐冠玺

郑州祥和集团有限公司 张炜

华中国电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田志杰

郑州祥和集团有限公司 刘东伟

郑州祥和集团有限公司 朱悌强

华润电力焦作有限公司 关红只

郑州祥和集团有限公司 俞力

河南永立电力杆塔有限公司 商红超

大唐洛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张曌

濮阳龙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杜瑞军

远中电气有限公司 商长安

大唐洛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马革卿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延津县供电公司 申红波

大唐三门峡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谢照增

华能沁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吴伟

国电民权发电有限公司 张国华

洛阳龙羽集团有限公司 黄振伟

国电濮阳热电有限公司 王志杰

国电民权发电有限公司 苗龙

国电濮阳热电有限公司 谢自平

华润电力登封有限公司 梁顺通

国电民权发电有限公司 滑志明

华能洛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吴海峰

河南华润电力古城有限公司 张海涛

星凯电气有限公司 张素平

南阳鸭河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李栋锋

华能洛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赫胜杰

大唐安阳电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王文峰

大唐三门峡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开新电工有限公司

河南博元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天通电力有限公司

神华联合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富达精工电气高科技有限公司

国电民权发电有限公司

河南富达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华中国电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濮阳龙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济源市丰源电力有限公司

郑州祥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燕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金鹰电力勘测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祥和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华拓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康隆电力装备有限公司

濮阳豫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华能洛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远中电气有限公司

“河南电力工匠”名单
（排名不分主次）

河南省电力企
业“创新发展先进
单位”“河南电力工
匠”的推选活动，是
河南省电力企业协
会首次与我省的权
威媒体河南日报联
合开展的一项创新
型工作，是提升我
省电力企业自主创
新积极性，增强企
业勇于创新精神，

充分发挥企业管理创新、科技创新的作用，
增强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保持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开创工作新局面的基石。是更
好的凸显员工精益求精的技艺、技术，弘扬
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培育出更多的

“中国工匠”，树立行业榜样的平台。

河南省电力企业协会是河南省境内发
电、供电、电力设计、电力建设、电力制造、售
电等相关电力企业自愿参加组成的，经省政
府批准的省级社会团体组织，目前有会员单
位 583家。协会成立以来，坚持服务会员、
服务行业、服务社会、服务政府的宗旨，在维
护行业的合法权益，加强行业自律，为行业
开展教育培训、信用评价、行业调研、职称评
审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服务工作，受到了行业
的广泛好评。

行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发展，河南
省电力企业协会在今后的工作中将进一步
践行服务宗旨，深化服务意识，加强自身建
设，构建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桥
梁和纽带。下一步，协会将继续加强与河
南日报的沟通合作，构建更广泛的服务领
域，为河南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为中原出彩贡献新的力量。

郑州祥和集团有
限公司经营部主任

俞力

郑州祥龙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向东

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改
革开放使中国在全
球化背景下走上发
展的快车道，但是，
发展中不平衡、不
协调、不可持续问
题 依 然 突 出 。 人
口、资源、环境压力
越来越大，在经济
发展新常态下，不
能再依靠资源和廉
价劳动力，要依靠
现代化装置设备和
智能创造，提升经

济生产效率和资源组合效益，就必须进行
创新活动，这样才能为长期的经济发展注
入新的动力。就企业而言，在市场达到充
分竞争时，创新成为企业持续发展、战略转
型，甚至转型的唯一选择。

工匠精神是创新发展的推动力。工匠
精神的目标是打造本行业最优质的产品，
其他同行无法匹敌的卓越产品。其重点在

“精神”二字，内涵体现有五个层次，即专业
专注、严格严谨、执着坚守、精益求精、不图
虚名。在鼓励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今天，
培育工匠精神，做好顶层设计，企业家要付
诸行动，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企业要自上
而下善待工匠，让工匠扎根基层有底气，执
着专研有动力，深耕细作有领域，精益求精
有志气。同时，工匠不能只是把工作当作
赚钱养家糊口的工具，而是要以工匠精神
为座右铭，树立起对职业敬畏、对工作执
着、对产品负责的态度，更加注重细节，不
断追求完美和极致。培育新时代“工匠精
神”，要认知到“为自己而工作”，为梦想去
创造价值，为社会家庭扛起责任和担当。

没有工匠精神的踏实，就没有创新精
神的飞扬，用工匠精神雕刻产品质量和品
质，最终要靠创新。

多年来，郑州祥
和集团有限公司始
终秉承“专业、专注、
持续改进”的企业发
展理念，坚持“集团
化运作、集约化管
理、专业化发展”的
管理模式，深化规范
管理，提升核心能
力，保证了安全文明
生产，树立了良好的
企业形象。祥和集
团用工匠精神打造

了诸多样板工程，比如新郑国际机场、轨道交
通等电力迁改项目，建成了河南省首座智能
厢式变电站——110千伏鹤园变，为郑州航
空港区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电力保障。

众所周知，创新是企业基业长青的秘
诀，祥和集团一直紧跟时代步伐，管理创
新、技术创新，文化创新，三驾马车并驾齐

驱，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坚持“贴近
市场、贴近用户、贴近经营”，不断提升营销
能力和服务水平。多年来，祥和集团致力
于施工工艺的不断优化创新和先进技术的
落地实践。金水路西延和南三环东延架空
入地改造工程中采用了国内最先进的大口
径顶管技术，在目前同类型电力隧道施工
工艺中达到了领先水平。

电力工业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
点行业，是国民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的重
要保障。对于祥和集团而言，履行社会责
任更是与生俱来的使命，在追求企业发展
的同时，祥和集团一直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历史使命感，在战略、安全、民生等领
域自觉担当，勇挑重担，为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下一步，祥和集团将以更加坚定的信
心和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提供用心、高
效、普遍、常态的优质服务，努力打造“祥
和”品牌，为电网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电力行业是三
高行业，即技术的先
进程度高、资金密集
性高、人才密集度
高。百年电力，积累
了大量的技术和经
验。但是绝大多数
技术和经验都积累
在国家电网和南方
电网这样的央企，尤
其是人才密集问题，
显得更为突出。电
力行业的民企，在河

南省有1300多家，普遍特点是规模小、分布
广、资质低、技术弱。同质化严重，低价竞争

日益加剧。那么，民营企业该如何创新？
创新是对资源的重新配置，是企业发展

的灵魂，创新的核心是理念的创新。因此，
创新是一个企业家的责任。郑州祥龙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公司的业绩
主要包括社会用工工程、电网工程、新能源、
电力运维四个方面。近年来，郑州祥龙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正是坚持创新的理念，不断完
善产品和服务的内容，才赢得了社会各界好
评。比如，在学习研究电网企业运行维护的
各项技术之后，推出的智能运维系统，为社
会用户的电力设施带来方便、精准的运维服
务。实现了线上监测，线下服务，郑州地区
已经推广应用。发展了南航河南公司、郑开
大道、金水区政府、金桥商务酒店等数十家
用 户 ，进 而 推 动 了 郑 州 新 郑 国 际 机 场
110kV变电站、国网新源南召抽水蓄能电
站110kV变电站的运行维护顺利开展。同
时，公司的运维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目前
已经成为民企运维最大规模的企业。

工匠精神是社
会文明进步的重要
尺度、是中国制造
前行的精神源泉、
是企业竞争发展的
品牌资本、是员工
个人成长的道德指
引。“工匠精神”就
是追求卓越的创造
精神、精益求精的
品质精神、用户至
上的服务精神。工

匠们喜欢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
自己的工艺，享受着产品在双手中升华的
过程。工匠们对细节有很高要求，追求完
美和极致，对精品有着执着的坚持和追
求，把品质从 0 提高到 1，其利虽微，却长
久造福于世。

工匠精神主要体现在敬业精神、精益
精神、专注精神、创新精神四个方面。从中

外实践经验来看，工匠精神意味着一种执
着，一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仁心，术业有
专攻，选准一门行业，扎根下去，心无旁骛，
在每一个细分产品上不断积累优势，在各
个领域成为弘扬。古往今来热心创新的工
匠们一直是世界科技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量。

电力企业要实现创建一流企业的发
展目标，必须充分依靠工匠精神、科技创
新和发挥科技的力量，必须进一步加强匠
人与企业发展的紧密结合，进一步加快科
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进一步
发挥工匠精神和科技创新在企业发展中
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对我个人而言，这些
年的工作可以总结为四点，一是深入一线
苦练内功。二是勇于创新攻坚克难，三是
总结经验分享心得，四是努力学习继往开
来。下一步，我将把荣誉化为行动，尽最
大努力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贡献给
电力事业。

河南省人民政府
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河南省电力企业协会
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
任 李国庆

创新发展 砥砺前行

创新是企业家的责任 潜心钻研技术 实践铸就匠人精神

唱响主旋律 弘扬正能量 践行服务宗旨 助力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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