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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邓放 摄影报道

3月 31日晚，2019年中超联赛第三轮河南
建业主场迎战上海申花的比赛在郑州航海体育
场进行。上半场两队0比 0闷平。下半场第51
分钟，申花队王伟左路摆脱建业巴索戈后下底传
中，伊哈洛扫射得分，为申花首开纪录。第83分
钟，申花门将李帅扑出伊沃头球后，冯卓毅补射
得手，建业1比1扳平比分。然而仅过了6分钟，
客队就由莫雷诺凌空垫射得分，2比1绝杀建业。
已经连失两轮的申花终于取得联赛首胜。⑥9

建业主场负申花

本报讯（记者 李悦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成安林）作为太极拳的发源地，焦作
温县陈家沟可谓世界驰名，如今当地又围
绕太极拳这张名片有了大动作——开工
建设河南太极拳学院。3月 30日，在太极
拳六大流派代表性传承人以及来自郑大
体院和温县当地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
代表，在开工仪式上共同见证了这一校地
合作的盛事。

据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党委书记张绍
通介绍，位于温县陈家沟的河南太极拳学
院是由郑州大学体育学院与温县人民政
府联合组织实施的一所开展全日制武术
本科教育的院校。项目总占地面积 512
亩，计划总投资6.7亿元，其中一期工程投
资约 2亿元，预计建设周期为 2年。“依托
温县太极拳文化资源和郑大体院学科、专

业、人才优势，承担起太极拳文化的研究、
保护、开发、传承和推广的历史责任，对推
进太极拳文化传承，开展区域发展协同创
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张
绍通表示，省太极拳学院项目建成后，将
成为以太极拳为主要特色的中国武术文
化传播高端平台，文化全球化时代下中国
太极拳文化走向世界的桥头堡，服务“一
带一路”建设的中华太极文化国际交流、
传播基地。

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万旭致辞时
表示，郑大体院在温县筹建河南太极拳学
院，以至远期规划成立中国太极拳学院，
将对太极拳文化的传承推广、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助力地方体育产业发展
和郑大体院转型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体彩·五环体育
杯环中原 2019自行车公开赛暨襄城县第
二届首山油菜花旅游文化节自行车公开
赛，3月 30日在河南襄城县发车。来自俄
罗斯、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等 11个国
家的千余名专业及业余选手沿着 14.4公
里的首山环山公路，在万亩油菜花海中徜
徉角逐，尽享竞技激情。

本站比赛设公路精英男子组 86.4 公
里、山地车赛男子 43.2公里和 57.6公里、
山地车赛女子 28.8公里和 43.2 公里以及
全民体验组等项目。在当天上午的公路
精英赛男子组86.4公里比赛中，森地客科
速美车队的萧世鑫以 2 小时 02 分 24 秒
479夺冠，康师傅高士特车队的黄京以 2
小时02分 24秒 606获得亚军，耐米德·熊

猫车队的安通以 2小时 02分 24秒 698获
得季军。

“环中原自行车公开赛”由河南省体
育局等倡议，由河南省自行车现代五项运
动管理中心和河南省自行车运动协会于
2015年创办，旨在增强国民身体素质，推
动全面健身计划发展。2017年河南省被
列为全国自行车赛事一级热度省份，是全
国自行车赛事最活跃的省份之一。

此外，随着当日赛事的启动，由河南
省体育摄影协会等机构主办的“环中原
2019 自行车公开赛”摄影大赛也同时开
赛。此摄影大赛意在展现 16站承办地的
人文历史、风土人情，记录自行车赛事的
精彩瞬间，让更多人领略自行车运动健儿
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⑥11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本次比赛4月
2号上午鸣枪，所有筹备工作都已经准备
就绪，我们淅川要给参赛选手们创造最好
的比赛条件，让他们充分发挥水平，赛出风
格，赛出成绩。”3月31日下午，南阳市淅川
县县长杨红忠向记者介绍有关情况时说。

周二开始在淅川举行的体彩·环中原
2019自行车公开赛南阳淅川站是这项历
时几个月的自行车大赛的第二站。同时

举行的还有第二届“渠首杯”自行车赛。
预计将有 3000人参加，其中包括来自白
俄罗斯、蒙古、马来西亚等6支外国队。

为了办好这次比赛，使之成为南水北
调渠首的名片，淅川可谓是做足了功课：
专门投入 3亿多元，高标准建成 240公里
的环丹江湖公路。还另外投资 3000 多
万元，对赛道沿线美化绿化，对开幕式广
场和起终点道路进行认真打磨。⑥9

投资6.7亿元

太极拳发源地要建本科院校

千余“骑士”畅游万亩花海

环中原自行车赛第二站明天鸣枪

□本报记者 马涛
本报通讯员 周伟 魏亚东

时间的年轮，总会在每个春天里
留下新生的印记。2019 年全国两会
政府工作报告中，与能源电力相关的
内容占了近2000字，20余次提到能源
电力领域、多次提到环保。在宏大的
时代背景下，一个个动人的能源电力
故事翩翩而来。

高质量发展，是时代赋予华能沁
北电厂的艰巨考题。面对当前复杂的
国内外经济形势，电力市场竞争更加
激烈，发电企业进入危与机同生并
存、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
作为华能集团最大的燃煤火电厂，华
能沁北电厂如何以“奋进之能”助推河
南高质量发展，如何以“绿色担当”助
力中原更出彩？秘诀就在这“三色基
因”里。

山坳里深藏“巨无霸”：
供给河南近1/10的用电

繁花似锦的阳春三月，记者走进
深藏在济源王屋山下的华能沁北电
厂。巍耸的豫北太行山绿意盎然，远
眺沁河潺潺。几座巨型冷却塔和 3根
烟囱背倚大山屹然挺立，联排的现代
化大型发电机组甚是壮观……这个拥
有6台共440万千瓦国产高参数、大容
量机组的火电厂俨然一个“巨无霸”，
在山水环抱中更显恢弘。

从籍籍无名到创下多个“中国电力
之最”，华能沁北电厂用了18年。18岁
青春年华，于沁北电厂还有更多的荣耀
标签——“中国十大火电厂”“中国建筑
工程最高奖——鲁班奖”“全国五一劳
动奖状”“中国美丽电厂”……

“这里是华中、华北和西北三大电
网交汇中枢，是河南省‘两点一线’能
源布局的重要电源支撑点，安全生产
事关重大，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一楼企业文化展厅，副厂长王兴俊
告诉记者。而更让王兴俊自豪的是，
华能沁北电厂供给着全省近 1/10 的
用电，还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
自主研发装备的大容量高参数火电
厂，“目前的发电效能和环保指数位居
全省前茅。”王兴俊说。

蓝色动力：
超低排放改造的“华能速度”

蓝色，是天空的颜色，抬头仰望，
蔚蓝的天空，白云朵朵，飞鸟翔集；

蓝色，是大海的颜色，眺望远方，
碧蓝的大海，浪花滚滚，鱼翔浅底;

蓝色，也是华能沁北电厂的底色。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还给百姓蓝天白
云、清水绿岸是沁北人的执着追求。

在繁忙有序的三期控制室，满墙
的大屏幕上闪烁着各种数字，如同火
炉里跳跃的火花，一组绿色数字格外
惹眼。“通过超低排放改造，我们的污
染物排放大幅降低，达到天然气排放
标准!”三期集控室副值长崔永华指着
一组绿色数字说。

2016 年，响应省政府指示，电厂
投资 6.04亿元仅用 337天就完成了 6
台总装机 440 万千瓦的超低排放改
造，用“华能速度”书写了一段“业内传
奇”。改造后，全厂烟尘减排 88%以
上，约 1190吨/年;二氧化硫减排 78%
以上，约 4999 吨/年;氮氧化物减排
50%以上，约3135吨/年。

“我们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蹚
出一条‘超低路’，这条路通往人民福
祉，诠释华能的‘绿色担当’!”提起华
能沁北电厂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钱辉
在当年的项目开工大会上慷慨激昂的
发言，秘书周伟至今记忆犹新。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华能
沁北人一直在努力。2017 年华能在
豫 首 个 光 伏 电 站 —— 沁 北 灰 场
20MW光伏电站投产发电；2018年沁
北供热改造工程正式实现对外供汽。
光伏、供热等优质项目陆续投产，推动
企业在清洁能源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坚
实步伐。与此同时，投资近 2亿元的
煤场封闭改造工程开工建设；投资 1.8
亿元的全厂节水与废水综合治理项目
开工在即。这两个项目建成后，企业
环保水平将再上一层楼，让天更蓝，蓝
得如同沁北人的工装一般，形影不离。

绿色引擎：
清洁能源开发的“责任担当”

绿色，是担当，华能沁北人使出

“洪荒之力”的拼劲，对机组进行“环保
大手术”；

绿色，是发展，华能沁北人拿出“壮
士断腕”的韧劲，实施“清洁能源建设”；

绿色，是责任，华能沁北人坚持
“为民服务”的亲劲，大力推动“城市供
热改造”。

“有了这沁北电厂的集中工业供
汽，我们的生产效能大大提高。以前
都是自己烧小锅炉，效率低不说，空气
环境还搞坏了。”济源市玉川园区联创
化工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受益于华能沁北电厂供热改造项
目，济源市玉川园区、玉泉园区等众多
工业企业的生产效能大幅提升。“我们
这种高参数、大容量发电机组能耗低，
效率高，有着很强的发电、供汽能力，
这也给工业企业发展腾出了空间，让
他们可以专注主业经营。”华能沁北电
厂工程部主任庞博告诉记者。

随着济源燃煤小锅炉陆续关停，
解决企业工业用热的重任再次落在了
华能沁北人身上。目前，华能沁北电
厂是济源市集中供热的主要热源点。
供热项目被定为河南省A类重点建设
项目，计划投资1.59亿元，规划供热管
线长度为22.7公里。“项目依托电厂紧
邻济源市城镇和工业园区的区位优
势，用集中热源替代分散小锅炉供热，
达到节约能源、减少环境污染的目

标。”庞博说。
集中供热一方面是工业供汽，另

一方面则是居民供暖。今年，济源市
政府把“改善供热面积 150万平方米，
惠及居民 4万余人”纳入政府十大民
生实事，华能沁北电厂在时代的节点
再担大任。“居民供暖是我们必须做好
的民生工程，是一份央企的社会担
当。”庞博笑着告诉记者。

阳春三月的中原大地，风劲光强。
走进厂区深处，记者看到，昔日闲置灰场
如今已变身成为整齐划一，绵延近600
亩的光伏电站，在烈日的炙烤下源源不
断地生产着电能。从2015年开始，沁北
电厂开发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项目，加
快能源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沁北电厂全
力推进灰场20MW光伏项目建设，项目
投资1.34亿元，2017年 6月 13日投产
发电，填补了华能企业在河南区域光伏
发电的空白。每年可提供2000多万千
瓦时清洁能源，节约标煤约6700吨，减
排二氧化硫69吨、氮氧化物27吨、粉尘
18吨，实现了环保效益、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三驾马车”齐头并进。

红色行动：
独创党建“四联”机制

党建，诠释“红色”使命。作为华
能在河南的首家发电企业，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红色基因也是
沁北电厂的底色。

“宁可亏损，也要保障发电！因为
我们是党旗下的责任央企!”去年寒
冬，在煤炭供应紧张、煤价大幅攀升、
履行社会责任的关键时刻，华能沁北
电厂顶在最前，发电量不仅没有下降，
反而连续两个月发电量达到了近 10
个月以来的最高峰。

说到党建，天津蓝巢电力检修公
司的电气主管陈宝明做梦也没想到，
他会成为华能沁北电厂的“沁电之
星”：不仅领到了1000元奖金，还和河
北万合物流的曹士华一起登上厂区那
片耀眼的“光荣榜”。

如何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
展?沁北电厂独具匠心，将外包单位的
党员纳入党建“一体化”建设，着力构
建“学习教育联抓”“党员队伍联管”

“安全生产联保”“专项活动联办”的
“四联”机制，将电厂党支部打造成甲
乙双方党员、群众共同的家园。“四联”
机制在华能集团系统内引发共鸣，并
被广泛推广。

脱贫攻坚：
立下愚公志，打赢脱贫攻坚战

脱贫攻坚，吹响时代进军的号
角。“立下愚公移山志，打赢脱贫攻坚
战”是沁北电厂的庄严承诺。

济源市王屋镇的谭庄村以前是出
了名的贫困村。2016年以来，沁北电
厂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对口支援济
源市王屋镇的谭庄村和林山村。

2017年 8月，沁北电厂支付扶贫
款 98万元用于帮扶两村乡村公路建
设和部分房屋修缮，极大方便了村民
出行。2018年 6月，电厂再次申请到
专项扶贫资金 81万元，用于谭庄村党
群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和对贫困村的基
础设施改造。如今两村的变化可谓天
翻地覆。

“多亏沁北电厂领导们的关心，给
俺村修路盖房，过年过节不忘来看望
俺，还是党的政策好呀！”谭庄村 62岁
的王老汉告诉记者。看到家里的实际
情况，沁北电厂还给王老汉的儿子在
厂区食堂安排了份工作，每个月都有
固定的收入。“可比出去打工实惠多

了！”王老汉说。
这只是电厂扶贫工作的一个缩

影。沁北电厂经理部主任李建高向记
者介绍，沁北的扶贫工作是全方位的。
阵地建设上，帮扶建设党群服务中心；
基础设施建设上，援助修路、架灯、美化
乡村；产业扶贫上，依托景区修建门面
房和鱼塘，帮助发展旅游经济和水产养
殖，还规划在王屋镇开发光伏和风电项
目，推动新的产业发展；消费扶贫上，帮
扶采购滞销的笨猪肉和土鸡蛋，助力拓
宽农产品销路。与此同时，电厂紧跟济
源市委、市政府步伐，全面开展党建引
领“双联双助双促”行动，组织全厂党政
工团，深入贫困村开展交流、慰问、爱心
捐赠、志愿者服务等各类活动，得到市
委、市政府的通报表扬，在年度考评中
获得全市第二名，被评为全市扶贫“一
类”帮扶企业。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对能源电力
行业提出新时代的使命和要求。“2019
年，沁北电厂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
以安全环保为底线，在节能减排、绿色
发展、构建清洁低碳高效的能源体系
上创新作为，以逢山开路的闯劲、攻城
拔寨的拼劲，为‘美丽河南’再添‘奋进
之能’，为‘出彩中原’谱写绚丽篇章！”
钱辉的话掷地有声。

华能沁北电厂：“三色基因”破译高质量发展“密码”

蓝天下的华能沁北电厂绿意盎然，如同花园一般 周伟 魏亚东 摄

党员突击队在行动 崔建华 冀晓静 摄

灰场光伏电站 卢亮 摄

本报讯（记者 黄晖）3月 31日上午 8：30，以
“双城有爱，一生一世”为主题的第十三届郑开国
际马拉松赛在郑开大道郑州一侧的白沙服务区准
时起跑。在现场震耳欲聋的欢呼呐喊声中，不同
国籍、不同肤色、不同年龄的数万名参赛选手迈开
大步，在蓝天花海点缀的无边春色中向开封奔去。

本次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河南省体育局、郑
州市人民政府、开封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河南省
田径运动管理中心、郑州市体育局、开封市体育
局、河南世纪中原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赛事项目设置及参加人数为全程马拉松，选手
10000名；半程马拉松，选手 10000名。此外，还
有大约29000人参加了在郑州如意湖畔举行的5
公里小马拉松、亲子马拉松和情侣马拉松。

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车里莫·
艾力塔司·肯木博益获得男子全程组冠军，成绩为2
小时11分42秒，同样来自肯尼亚的迈克尔·西西莉
亚·瓦乌儿获得女子全程组冠军，成绩为2小时32
分 34秒。值得一提的是，男、女全程组的前三名6
位选手，只有女子全程组的第二名是埃塞俄比亚选

手，其余5人均来自肯尼亚。男、女半程组的冠军也
分别被肯尼亚选手和埃塞俄比亚选手摘得，4位中
国选手分别夺得男、女半程组的第二、第三名。

赛后，男子全程组冠军肯木博益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这次比赛的赛道很直、很平坦，天气也
很好，很适合进行马拉松赛。我的最好成绩是 2
小时 11分钟左右，这次本想着向 2小时 8或 9分

钟迈进，但没能达到，不过能夺冠我依然很开心。”
郑开马拉松是目前河南唯一被中国田协认定的

金牌马拉松赛事，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体育旅游精
品赛事，成功入选“河南省体育产业示范项目”。每
年都会有数以万计的跑友齐聚郑州参加这场盛会，
而连接郑州、开封两大古都的赛道，也为所有参赛选
手展现了中原腹地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⑥11

春春天里天里，，跑起来跑起来
五万选手五万选手激情燃爆郑开马拉松激情燃爆郑开马拉松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邓放邓放 摄摄

3月 27日，体彩大乐透第 19034期开奖，前
区开出号码“08、12、15、27、30”，后区开出号码

“01、02”。当期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16期开奖，
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9476万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2注头奖，均为基本投注一等
奖，单注奖金1000万元，分落江苏、河南。数据显
示，江苏中出的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连云
港，中奖彩票是一张“8+3”复式票，投注金额336
元。河南中出的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信
阳，中奖彩票是一张“13+3”复式票，投注金额7722

元。遗憾的是，
由于没有采用追
加投注，两位中
奖幸运儿在一等
奖方面少拿了
80%追加奖金，从而错失中出1800万元追加一等
奖的机会。同期二等奖中出 102 注，单注奖金
44.32万元，而追加后的二等奖单注总奖金达到
79.77 万元。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后，尚余
70.43亿元滚存至第19035期。 （肆颜）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李子耀）3月 31日，2019中国山地马拉松系
列赛——信阳鸡公山站比赛在美丽的鸡公山风
景区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 3000余名专业选手
和户外运动爱好者参加比赛。

中国山地马拉松系列赛是中国登山协会于
2016年推出的马拉松赛事。据介绍，此次赛事
分为 42公里个人赛、21公里个人赛和 8公里群
众健身赛三个组别。赛道设置将鸡公山、桃花

寨、龙袍山等知名景点贯穿其中，让运动员们在
参赛的同时，还能领略沿途风光。

得益于“两区一组团”战略布局和“一园十三
景”项目规划，鸡公山风景区实现了“体育+文
化+旅游”跨界融合发展。国家级登山健身步道、
山地越野自行车赛道等基础设施的全面建成擦
亮了鸡公山体育旅游品牌的名片，中国山地马拉
松系列赛等大型体育赛事活动纷纷落户鸡公山，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和运动爱好者。③9

中国山地马拉松系列赛鸡公山开赛

大乐透两注头奖一落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