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映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晓静

4 月 29 日，濮阳龙德洋新材料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状如味精的“颗
粒”正源源不断地诞生、流转。“别看它
不起眼，却是可折叠柔性屏的制造原
料之一。”该公司副总经理刘恩普说，
他们生产的石化产品在航天、军工、精
密电子仪器制造等产业中，都有亮眼
表现。

以新路径、新突破占领新高地，濮
阳石化产业正在经历一场透彻的“化
学变化”。“资源型城市转型，关键在于
主导产业转型。”濮阳市委书记宋殿宇
表示，引导石化产业走向绿色化、循环
化、智能化、高端化，是濮阳当下转型
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顶天立地”谋转型

中原油田、中原乙烯、中原大化、
丰利石化等龙头企业集聚发展，有效
半径内拥有 580万吨石脑油、1700万
吨甲醇、860万吨混合芳烃等基础化工
原料年产能力……

然而，“发展之痛”始终如影随形，
资源枯竭之势不可逆转，传统石化产
品产能过剩，在国家环保要求趋严的
大环境下，石油化工、煤化工、盐化工

“三化”融合发展之路受阻，濮阳石化

产业转型升级箭在弦上。
一个科学的转型升级战略，应当

“顶天立地”。“天”，就是产业的前沿高
端；“地”，就是自己的传统优势。

2018 年 11月，《濮阳新型化工基
地总体发展规划》获省政府批复，“石
化航母”满载希望、启程远航。据濮阳
市发改委主任张相坤介绍，新型化工
基地将以炼化一体化为基础，重点拓
展乙烯、丙烯、碳四、苯、对二甲苯等五
大产业链，培育化工新材料、专用化学
品、功能化学品三大产业集群，力争到
2035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0亿元。

“长期以来，我国大型石化产业基地
均布局在有利于原料大进大出的沿海省
市，濮阳新型化工基地的规划建设，对满
足我国中西部地区高端化工产品需求、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
意义。”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中民说。

让“绿色”落地生根

穿过濮阳市城区一路向东，一对65
平方公里的巨大“翅膀”在大地张开。以
金堤河为界，向西是濮阳市产业集聚区，
向东是濮阳市化工产业集聚区和范县产

业集聚区，中间是防护绿地、生态绿地构
成的绿色“屏障”——重新规划与组合，
濮阳新型化工基地构建成型。

今年春节刚过，濮阳新型化工基地
举行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全国水性
涂料行业排名首位的展辰集团北方基地
落户于此，东方雨虹、美涂士、海尔希、嘉
宝莉等知名涂料企业组团发展，与我国
首个由中国涂料工业协会直接参与建设
的“绿色涂料产业园”一起成长。

基地内，是一幅“和谐共生”的高效
景象：濮阳市化工产业集聚区和范县产
业集聚区由“近邻”融为一体，供热、供
水等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三废”排放集
中处理，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绿色生产模式也在新型化工基地
落地生根。在天能集团（濮阳）循环经
济产业园里，每天有4万余只从电动自
行车拆下的废旧铅蓄电池，经过破碎、
水力分选、脱硫、结晶等工序后“重
生”，铅、塑料、硫酸等材料被回收利
用，形成资源绿色循环闭合链。

“高”与“新”交相辉映

“濮阳惠成”，一家以石化产品碳

四、碳五为原料的企业，竟在高新技术
企业扎堆的创业板上市。

原来，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可以“点碳成金”。碳四、碳五经过
一系列加工合成工艺，转换为 LED封
装材料必备的顺酐酸酐类产品，打破了
欧美国家对这项技术的垄断。

高端化学品和化工新材料方兴未
艾，濮阳石化产业敏锐地在高技术含
量、高附加值领域捕捉到了机会，已然
完成美丽蝶变，成为行业翘楚：“迈奇化
学”主要产品占国内锂电池原料供应市
场的60%以上，“沃森科技”的超高分子
量聚乙烯材料具有一流的防弹性能，

“盛通聚源”的PC塑料被广泛应用于航
空航天、智能制造、3D打印等领域……

河南君恒实业集团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是濮阳石化产业的“技术标兵”，

“我们的部分产品是环保涂料升级换
代的重要原料。”该公司副总经理吴培
说，得益于新型化工基地建设，君恒集
团与产业链下游的绿色涂料产业园实
现“抱团发展”。

“濮阳将继续坚持龙头带动、上下
游协同、配套支撑，积极发展高技术含
量、高附加值的化工新材料产品，着力
打造全国化工新材料创新发展示范
区、全国重要的绿色循环发展示范基
地。”濮阳市市长杨青玖表示。

加快转型升级，濮阳石化产业
“转”出海阔天空。③9

●● ●● ●●

要闻│022019年5月6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赵文心 胡舒彤 美编 党瑶

本报讯（记者 宋敏）5月 5日，省
政府组织召开 2019年全省电力迎峰
度夏会议，分析今夏电力保供形势，
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副省长
刘伟参加会议并讲话。

据介绍，今年度夏期间我省电力
供需形势严峻复杂，省发展改革委、
省电力公司等部门和单位及早谋划，
从电力项目建设、发电机组运维、电
煤产运需衔接、需求侧管理等方面采
取积极措施，全面提升电力保供能
力，为电力迎峰度夏奠定了基础。

刘伟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和
单位要坚持保民生第一要务，切实增
强做好今年电力迎峰度夏工作的责任
感和紧迫感，进一步提高主动性和积
极性，着力破解相关问题和制约，努力
保障居民、重要用户及重要时段稳定
可靠用电。他表示，做好今年迎峰度
夏电力保障工作，要统筹兼顾，多措并
举，突出重点，搞好电力发、供、用各环
节的衔接配合，重点做到“五加强五提
升”，为保障我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
大局稳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③9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田宜龙）从
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从APEC
北京峰会到 G20 杭州峰会……洛
阳牡丹一次次争奇斗艳、精彩亮相。
自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园迎客以
来，百余种洛阳牡丹再次精彩亮相，
向全世界展示了牡丹栽培技艺和牡
丹文化的独特魅力。

5月 5日，记者获悉，在北京世园
会牡丹芍药国际竞赛中，洛阳牡丹共
获奖项 221个，其中金奖 22个、银奖
46个、铜奖 62个、优秀奖 88个、个人
奖 3 个。获奖总数及各类奖项均列
所有参赛团体第一，创洛阳牡丹参与
国内外展赛最好成绩，再次擦亮了

“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美誉。
据了解，作为世界园艺界的“奥

林匹克”盛会，北京世园会设置了包
括牡丹芍药、月季、兰花、菊花、盆景、
组合盆栽和 2019世界花艺大赛等 7
项国际竞赛。以“盛世牡丹，美丽世
界”为主题的牡丹芍药国际竞赛是世
园会举办的第一个专项花卉竞赛，共
设名品牡丹盆栽竞赛、新品种竞赛、栽
培技术竞赛、切花竞赛、插花竞赛、大
型景观竞赛、加工产品竞赛等 7个项
目，包括 57个金奖在内的各类奖项
450个。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
加拿大、荷兰等11个国家的135家参
赛单位选送的2753件作品参赛。③9

□本报记者 陈小平

16年前，一群充满朝气的河南青
年，积极响应党中央“西部大开发”的
号召，来到青藏高原腹地，开始了艰难
的创业之旅。

16年后，当年那个利润为零、濒临
关闭的小煤窑，已发展成为总产值 35
亿元、年缴税金 8.1亿元的国有煤炭企
业。

创造这一传奇的，就是以河南能
源义煤公司义海能源青年为主体的

“义海人”。
据义海老员工介绍，刚接管大煤

沟矿时，那里无电、无水、无路，几乎都

是纯人工开采。大家吃的是冰雪融
水，住的是帐篷，不仅要忍受高原反应
的折磨，还得防范野狼偷袭伤人。“创
业条件虽艰苦，但没一人退却，反而有
一批又一批青年加入其中。”

张晨是义海招聘的第一个大学本
科毕业女生。在义海工作 11年，她爬
煤堆、下采坑、谈客户、跑市场，被大家
誉为销售战线的“花木兰”；采矿工程
专业毕业的金柱是义海技术创新的代
表，他创新实施的陡帮开采工艺，每年
可降低开采成本 420 万元；在戈壁深
处看守水源井的孙记冬，10多年来几
乎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却没有任何
怨言……在大家的坚守与奉献中，“义

海人”的创业梦逐步变成了现实。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木里矿区海拔 4200 米，高寒草甸一
旦被破坏，几乎不能自然修复。植草
复绿！植草工地上，青年突击队的红
旗高高飘扬。平土、撒肥、播种，下雨
下雪不停工，脸上的皮褪了一层又一
层……截至 2018年年底，他们共复绿
339.26万平方米。高原矿区环境整治

的“义海模式”变身“木里经验”在青海
省全省推广。

4月 27 日，张晨代表义海青年集
体捧回了第 23届“河南青年五四奖章
集体”的奖牌。“我们将接续奋斗，把自
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
我，勇于担当作为，不断创造新的更大
业绩。”她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义海人”
的心声。③9

——青春创出彩青春创出彩

保障度夏期间稳定可靠用电

世园会上洛阳牡丹放异彩

义海青年集体：在世界屋脊书写创业传奇

濮阳石化产业发生“化学变化”

5 月 4 日，游
客在许昌市东城
区祖师街道办事
处 花 舞 小 镇 游
玩。“五一”假期，
该市文化旅游系统
实行 24 小时值班
和事故信息报送
等制度，保证了市
场安全有序。⑨3
牛书培 摄

花舞小镇
旅游热

5月 5日，沈丘县周营镇刘集村村民在采摘小樱桃。近年来，该村积极引
导群众在房前屋后、田边地角科学栽培樱桃树，80%的农户相继建成了樱桃
园，实现增收致富。⑨3 谢辛凌 摄

（上接第一版）

围绕中心大局
扎根实体经济

一年之计在于春，实现首季“开门
红”，是确保全年目标实现的基础条
件。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立足
抓早、抓紧、抓实。为了 2019 年快开
局、开好局，在信贷市场竞争中赢得主
动，该行提早向工总行汇报河南经济
金融发展的良好态势，积极争取信贷
规模、行业政策、经营授权等方面的倾
斜支持，开年的头两个月累计向总行
争取人民币贷款规模 120 亿元，同比
增幅 43%。贷款 1月份实际投放 135
亿元、同比增长 92.8%，2~3月份继续
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成为新的一年业
务“开门红”的一大亮点。

在贷款投向上，该行注重把握河
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与势，紧紧围
绕全省加速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农业
现代化，助力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现代
创新体系、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全民
福利体系，力求把有限的信贷资金投
放到“刀刃”上。

重点满足优质、重大项目建设资
金需求。该行把基础产业板块作为

投融资发展的基本盘，一季度累计投
放贷款 115 亿元，着力服务全省公共
设施、交通、电力等项目建设，重点支
持了郑州航空港区棚户区改造、郑州
四环快速路建设、郑州地铁城郊铁路
建设等重点项目，以及一批重点客户
的融资需求。该行把先进制造、幸福
产业、物联互联作为信贷结构调整和
布局优化的着力点，一季度累计投放
220 亿元，重点支持装备制造业转型
升级、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高新区建设以及教育、医疗等社会事
业发展。

着力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
该行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在民营企业
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抓好工商银行
支持民营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22
条具体措施的落地，确保完成监管考
核目标。聚焦优质上市拟上市公司、
区域龙头客户及其上下游客户和大型
央企、政府、军队集采名单的上游客
户，加大融资支持力度。一季度民营
企业贷款净增 77.63 亿元，汽车制造、

制药、铝业等优质民营企业都是重点
投贷对象。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该
行坚持“真做小微、做真小微”的原则，
多渠道发力，有效地推动普惠金融快
速渗透、广泛覆盖。3月末人行降准口
径贷款净增22.18亿元、银监普惠贷款
净增16.43亿元。

全方位强化消费金融服务。近
日，我省发布的《2018年河南省居民消
费发展报告》显示：居民消费支出占最
终消费比重达 70%以上，消费成为经
济增长的最强引擎。该行针对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满足居民消费
金融需求上广辟渠道、加大投放。他
们通过完善个人质押贷款、自用车贷
款、文化消费贷款、家居消费贷款、房
屋抵押综合消费贷款“五大产品体
系”，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个人消费金
融服务系统；严格执行国家房地产调
控政策，支持居民刚性购房需求。一
季度实现个贷和信用卡（分期）等零售
贷款投放 239.94 亿元，有效满足了居

民住房、装修、旅游等消费需求。
着力支持脱贫攻坚。该行培植推

广兰考支行拓展普惠金融服务和卢氏
支行实施金融扶贫的典型经验，以农业
龙头企业、乡村振兴战略相关产业和项
目为重点，围绕农业现代化、绿色金融、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突出特
色，开展金融扶贫。商丘分行围绕农业
龙头乳业，对其上游养牛合作社进行融
资支持，帮助扩大养殖规模；濮阳分行
创新“羽绒集群贷”融资方案，支持台前
县水洗绒行业发展；开封分行全力支持
兰考蜜瓜等农副产品在工行融 e购平
台上线，拓宽销售渠道……产品在丰
富，模式在创新，河南打赢精准脱贫攻
坚战中有了工行力量。

严守风险底线
优化资产质量

一手抓贷款市场拓展，一手抓信贷
风险防控，两手抓两手硬，2019年河南
工行信贷管理工作在支持实体经济中得

到进一步强化和优化，开创了新的局面。
针对行内信贷管理、风险管理中

的短板邹平反复强调：一是要自上而
下，上下结合，做好顶层设计、市场规
划；二是要看长远风险的不确定性，不
能只看眼前，要看整个经营大势、行业
趋势，企业的经营品质、管理能力，在
审理中要深入分析，不放过任何蛛丝
马迹；三是前台要把控风险，到底做不
做、做什么、做多少，要有主见、管控
住，同时中后台要把好关；四是管理层
必须直接参与决策，不能把贷款决策
权基层化；五是要坚决把握好度，特别
是客户未来前景不明确的，更要看清
趋势、把握好度，这要靠专业水平和专
业经验；六是坚决杜绝包装作假，有的
是客户包装，有的是客户经理包装；七
是原则上一定要在规划内做业务，对
规划外的好企业、好项目，确实没有风
险问题的，可按照特殊渠道报批。

按照分行党委的思路，该行各级
机构把风险管控作为工作生命线，全
力以赴保证资产质量，推动资产质量

稳步向好。该行在抓好信贷基础管理
的同时，按照监管要求，一是积极推动
联合授信，实现联合授信对客户融资
的全覆盖，防范过度融资、多头融资；
二是发挥好债委会作用，切实履行工
行作为主席行的债委会职责，按时牵
头召开会议，跟踪督促各成员单位遵
守落实债委会相关决议，实现金融机
构债权保全和成功救助企业的双赢目
标。在加强银政企合作的基础上，该
行利用承债式收购并购贷款化解潜在
风险融资，改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促
进地方产业升级转型。多措并举清收
转化不良资产，2018年累计清收处置
不良贷款完成总行目标任务的110%；
2019年第一季度，全行实现了不良贷
款余额和不良率“双降”。

所有过往，皆为序章。工行河南
省分行领导班子表示，2019年是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
之年，河南省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
遇。工行河南省分行站在新的起点
上，在总行的强力支持下，在省委、省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继续增强使命担
当，回归本源，为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
贡献工行力量，为中原更加出彩注入
金融活力！

扎根中原不忘初心 砥砺奋进书写辉煌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今年“五
一”小长假比往年多了一天，假期变
长，也给了我省居民更多花钱的机
会。记者从中国银联河南分公司获
悉，这个假期我省居民刷卡消费“不
手软”，5月 1日至 4日，刷卡消费金
额达 325.47 亿元，其中商场消费占
85.57亿元。

小长假离不开“买买买”，河南人
在假期钟情逛商场。业内人士分析认
为，近年来，省内商业综合体普遍兴
起，很多没有出游的人会泡在商场一整
天，享受吃喝玩乐一站式消费，让商场
的刷卡金额节节攀升。“‘五一’前后是
结婚旺季，不少年轻人到商场购买智能
化家居、家电产品、珠宝首饰等大件商
品，刷卡金额都不小。”中国银联河南
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数据显示，旅游交通消费增幅比
重最大。旅游售票类日均1.27亿元，
比起去年增幅超过 106%，而其他客
运增幅超过178%。出行和旅游的增
幅名列前茅，与我省居民追求高质量

生活、消费升级密不可分，同时也与
今年小长假多了一天有一定关系。4
天的假期，让很多人愿意选择自驾出
游，自然要在门票与交通上花更多的
钱。

这个小长假更成了“吃货”的狂
欢节。中国银联河南分公司提供的
数据显示，我省“吃货”在餐饮方面刷
卡的金额和增幅也很“亮眼”，一共消
费 14.97亿元，日均增幅超 80%。业
内人士分析认为，数据体现了消费者
对“精致”和“品质”的追求。排队花
20元钱买一杯鲜榨饮品，花几十元钱
吃一碗牛肉面的人越来越多。随着
消费升级，纯手工、限量版等精美食
品走入寻常百姓家，餐饮消费加速不
足为奇。

假 期 里 除 了“ 吃 喝 ”还 有“ 玩
乐”。据了解，小长假期间，我省居民
在玩乐方面消费金额达到了21.04亿
元，日均增幅达 88.95%。骑马、骑
车、健身、游泳等健康娱乐方式受到
当下年轻人的热捧。③9

这个“五一”河南人刷了325.47亿元

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