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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赵同增 通讯员 魏国武 张坤）
5月 7日上午，在位于新乡县的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连心”），由中国农业大学、河南农
业大学、心连心联手共建的氮肥高效利用创新中心正式启
动。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介绍，这
是国内第一个氮肥高效利用创新平台。

据介绍，氮肥是世界化肥生产和使用量最大的肥料品
种，全国几乎所有的土壤和作物都需要施用氮肥。与此同
时，氮肥利用效能不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目前国内氮肥利
用率只有不足 40%，与发达国家氮肥利用率相比整体偏
低，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

“在此情况下启动氮肥高效利用创新中心，意义尤为重
大！”心连心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兴旭说，创新中心将成立氮
肥高效利用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院士工作站、科技小院
等科研机构，围绕氮肥高效利用基础研究、氮肥高效利用产
品研发、肥料产业人才培养、肥料产品示范应用四大方面开
展深入研究，为现代农业绿色发展探索新经验、开创新路
子。6

国内首个氮肥高效利用
创新平台在新乡县启动

追梦20年
——记“牧野工匠”、原阳县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李朝阳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代娟）渣土车沿街抛洒被举报，
拒不配合城管执法人员调查，还扯掉城管人员的执法证、辱
骂推搡撞击执法人员……5月 8日晚 9时许，新乡市公安局
花园分局依法认定新乡市盛大土石方公司何某某、李某某、
任某某 3人存在阻碍城市管理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行为，并
对其作出治安拘留10日并处500元罚金的处罚。

原来，5月 5日下午 4时 30分许，有群众举报称，位于
新乡市牧野区中原路的宇信凯旋公馆施工工地渣土运输车
辆存在道路抛洒违法行为。经调查得知，该工地渣土的运
输承包方盛大土石方公司(以下简称“盛大公司”)在大风天
气下不仅未按要求停止土石方作业，且渣土运输车辆覆盖
不严，造成辖区主干道中原路、解放路、建设路等路面全程
3000余米的抛洒带，严重影响道路环境。

随后，牧野区城管局城市管理执法中队中队长李振强
带领5名执法人员来到施工工地调查。但是涉嫌抛洒渣土
的司机拒不配合执法人员调查取证，随后赶到的两名盛大
公司管理人员也无理交涉，而且阻挠执法并侮辱谩骂执法
人员。为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李振强立即打电话报警。

负责该案的民警告诉记者，从现场视频来看，城管执法
人员不仅不存在暴力执法行为，而且在案件处理过程中主
动亮明身份、程序合法，在面对谩骂指责及推搡时始终保持
克制冷静、文明执法。

新乡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该市不断加
大环境执法力度。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 4月，该市环
境执法中立案处罚案件达 416起，下达行政处罚决定 359
件，罚金 1460.6万元；按照新《环保法》及配套办法查处的
环境违法案件 108件，查封扣押案件 84件，移送行政拘留
案件 15件，涉及拘留人员 17人，移送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9
件，涉及人员10人。6

1辆渣土车违法 3人被拘留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王永乐 通讯员 郑逢善）5月 9
日上午，省重点项目新乡白鹭集团年产两万吨生物质纤维
项目在国家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该项目总投资达15亿元，项目一期建成投产后预计可
新增销售收入约8亿元，新增利税约1.8亿元。项目建成后
将使公司纤维素长丝总产能达到10万吨，巩固其行业龙头
地位。

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总经理王文新介绍，项目采用集约化
粘胶制造工艺和酸浴工艺技术，节能效果特别的显著。设备
采用公司自主研发的纺丝机，纺丝速度高达160米/分钟，属
于目前国内外最先进成熟的纺丝设备，用于细旦长丝生产。

据了解，连续纺细旦丝是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最先研发出
来的，通过多年在市场的的应用，产品稳定性更好，受到了客
户的广泛认可。如今2万吨的生产线使公司生产细旦丝生
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将进一步满足客户多品种的需求。

近年来，新乡白鹭集团以三大改造为工作主线，以项目
建设为支撑，大力实施高质量项目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着
力建设了氨纶、新型纤维素长丝、高档面料等一批产业项目。

新乡白鹭投资集团董事长邵长金表示，集团将持续发
力优势产业，延伸产业链条，稳步实施“集团化、集群化、终
端化”的发展目标，打造百亿企业，更好推进纺织行业高质
量发展。6

新乡白鹭投资集团
年产两万吨生物质纤维项目开工

近日，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与新乡市公安局联合
创办的青少年警校实践基地揭牌，拟通过准军事化管理
建设，开展法制教育、安全教育、品格教育等专业课题，培
养学生们的爱国奉献精神，强化规则法制意识，增强安防
自救能力。据悉，这也是该市首个青少年警校实践基
地。6 任娜 郭歌 摄

新乡首个“青少年警校实践基地”挂牌

厨王争霸，
“炒”热长垣会展经济

产业为基 赛会不断
在政企双向发力中炒热会展经济

“厨神”云集 绝技频现
在交流中共同提升豫菜水准

发布门派 认祖归宗
在比拼中叫响中原厨师职业荣誉

“我也是一名厨师，长垣是我的家乡，厨
师大会我必须回来。”今年47岁的李会目前在
郑州经营一家餐馆和团餐生意。上世纪80年
代，高中毕业的李会来到郑州，跟随在郑州国
际饭店当厨师的四叔学习厨艺。1995年，在
跟随侯瑞轩大师再次学习厨艺后，李会便被派
到非洲国家安哥拉，开启了他20年的驻外使领
馆的厨师生涯。直至2014年年末，由于担心
女儿忘掉祖国传统文化，李会放弃去美国工作
的机会，回到河南老家做起了餐馆生意。

“长垣厨师遍天下，刀勺声里多名家”。
多年来，很多像李会一样的长垣人外出谋生，
打拼出了自己的厨师荣誉。据统计，长垣县
拥有餐饮从业人员 3万余人，遍布全球46个
国家和地区。长垣有中国烹饪大师、名师75
人，荣获中华金厨奖 38人，数量均居全国县
（区）之首。2003年，长垣县成为国家命名的
首个“中国厨师之乡”。

此外长垣还是首个县级中华美食名城，
是厨祖伊尹施政地、酒祖杜康酿酒地，拥有我
国第一座以烹饪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中
国烹饪文化博物馆，河南省唯一的烹饪高等
专 科 院 校—— 长 垣 烹 饪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
2007年，“长垣烹饪技艺”入选河南省首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是，长垣乃至中原的
餐饮行业发展也面临着品牌不响、特色菜品
不明等问题，成为行业深化发展的瓶颈。

“过去我们的厨师虽然多但抱团力度不
够，单打独斗的多。另外，厨师品牌、餐饮品
牌的宣传力度也不够。”长垣县烹饪协会会长
江榜成认为，厨师大会给了大家交流技艺、探
讨餐饮行业发展方向的机会。

李会此次回到长垣，很重要的一项活动
便是作为钓鱼台侯派的弟子，参加河南餐饮
业流派认定名录发布会。在该发布会上，由
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认定的——河南省餐
饮行业著名技术流派（含烹饪、面点、服务三
工种）正式发布，14个流派名称分别由该派开
山人或现任掌门姓氏命名，如吕长海的吕派、
侯瑞轩的钓鱼台侯派等，并编制师徒名录。

“不管是派系认定还是整个厨师大会，都
是打造和弘扬中原烹饪文化。”张海林认为，
当前我省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餐饮行业
也成为消费升级背景下拉动内需的重要引
擎。在此机遇下，必须对餐饮市场加以完
善，推进我省餐饮行业的发展。

“门派是客观存在，承认其在江湖当中的
地位，并对各流派进行规范、引导，有利于提高
餐饮行业整体水平。”张海林说，通过把著名流
派、名菜等品牌树起来，进而把中原饮食文化
的品牌树起来，让大家知道来河南吃什么、去
哪吃。“我们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流派涌现，大
家唱好对台戏，让厨师重新回到我们职业荣
誉的殿堂上来。”

将揉好的面团捏成包子状，留一个
小口慢慢吹气，不一会儿便吹出一个直
径近 40厘米的“面球”，而后提笔挥毫，
枝条舒展、淡红花瓣的梅花图跃然“面”
上，宛如一个精美的工艺品。

5月 10日，首届中原（长垣）厨师大
会在长垣县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商丘小
伙张文举表演的绝技“面气球作画”引得
现场观众啧啧称奇，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留念。

而在张文举旁边不远，两个年轻人
正将一个三指粗细的面段儿不停拉伸，
面条渐渐变得头发丝儿一般，由于过细
水分瞬间蒸发，一盘挑起的面条用火柴
一点即燃。

此外还有，蒙眼剔肉骨而不伤皮、刀
刻萝卜变身花鸟虫鱼……

当天上午，在厨师大会的技能交流
环节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厨纷纷拿出
自己的看家本领，不仅引来众多市民围
观叫好，不少同行也被他们高超的技艺
所折服。

与这边的轻松表演不同，另一边进
行的整鸡快速成菜、包饺子团队赛等比
赛则多了一些紧张的气氛。

来自长垣豫北饭店的王辉报名参加
了包饺子团队赛，本来对自己还颇有信
心的她，在第一次看见有人居然可以一
次擀出三张面皮之后，变得有些慌了，好
在凭借稳定的发挥，她最终还是得到了
金奖。

“这次看到了许多高手，回去之后我
要仔细琢磨这些技法提高自己。”王辉说
到。

展示技能、相互探讨、留下联系方式
相约登门请教……一幕幕相似的情景在
会场各个角落不停上演。交流，成了厨
师大会上最大的主题。

“这个会办得不赖，大家光各干各
的不行，得团结起来。”被誉为中华八大
名厨的吕长海对举办厨师大会这样的
活动很是支持，他认为通过多交流可以
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能够促进豫菜的发
展。

“你吃我的饭，我吃你的饭，你看我
的技艺，我看你的技艺。我们就是要打
造一个相互学习、观摩的平台，加强交
流，提升技术水平。”省餐饮与饭店行业
协会会长张海林也认为，厨师大会的举
办改变了以往大家对河南、对中原烹饪
文化的认识，对中原烹饪发展有很大的
促进作用。

长垣县国际会展中心的 2 号展馆
内，120 多家来自长垣及全国各地的名
优小吃让人眼花缭乱。一名身着绿色
卫衣的男子捧着一份长垣名吃“肉丝带
底”，在人头攒动的馆内寻找着空位，几
次路过别的美食摊位又忍不住停下来
瞅一眼，不知道吃哪家好。5 月 12 日，
虽然活动已经持续到了第三天，前来逛
美食展的人仍然源源不断，展馆从早上
九点钟一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闭馆。

看到活动如此顺利，长垣县商务局
副局长赵秋芬很是欣慰。为了筹办大
会，她和同事一个多月前就开始了各项
准备工作，会展这几天更是天天加班到
凌晨一两点钟。

“布展、安保、保洁各项事务千头万
绪，可把我们累坏了。”赵秋芬说，好在
县里近期已办过多次大型会展，积累了
不少经验。

近几年来，长垣县积极主办或承接
重大赛事、活动，同时瞄准本地龙头产
业，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要，主动打造
多项行业展会。去年该县建成了专门
用于大型展会、展馆面积达 4 万平方米
的国际会展中心。仅近 20 天来，就相
继举办了国际起重装备博览交易会、君
子之乡全国书法名家邀请展、2019环中
原自行车公开赛分站赛等。

长垣县政府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
会展经济”。目前该县商务部门正在起
草有关会展经济的发展规划。会展经
济不仅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带动了
交通、旅游、餐饮、住宿、广告等相关产
业的发展。基于长垣卫材、起重、防腐、
烹饪四大特色支柱产业而举办的展会
更是建立起一个交流平台，将全国各行
业的精英汇聚在一起，让长垣的企业在
本地就能接收到很多新技术、新观念，
促进企业创新发展。各种国家甚至国
际级别赛事活动的举办更是进一步扩
大了长垣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使长垣在
集聚人才、吸引客商等方面更具竞争
力。6

5月 10日—13日，第八届全国烹饪技能竞赛（河南赛区）暨2019

首届中原（长垣）厨师大会在长垣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近 500名选

手在中餐热菜、中式面点、果蔬雕刻等项目上展开激烈角逐，最终付

兵、付结实等58人获得此次烹饪技能比赛金奖，拿到了参加今年9月

份举办的全国总决赛的资格。此外，首届厨师大会还举办了全国名厨

技能表演赛以及书法、绘画、摄影、面塑、雕刻等才艺展；还有长垣餐饮

特装展、长垣特色产品展、食品机械展、名优小吃美食展等。其中美食

展吸引了超20万人次参观品尝，场面异常火爆。

□新乡观察记者 李虎成 袁楠 本报通讯员 王晨光

商丘小伙张文举正在表演“面气球作画” 李亚伟 摄

参加技能交流的厨师现场展示书
法技艺 李亚伟 摄

一名厨师正在制作头发丝般粗细
的面丝儿 李亚伟 摄

在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师生的
手下，一个个萝卜正变成宝塔、老
鹰、公鸡等形状 翟庆楠 摄

□新乡观察记者 代娟
本报通讯员 郭昆 董鹏磊

“每个身影同阳光奔跑，我们挥洒汗水
回眸微笑，一起努力争做春天的骄傲……”
这首《我们都是追梦人》，是原阳县供电公
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李朝阳最近设置的手
机铃声。上班 20多年来，他在平凡的岗位
中不断追梦，斩获了一揽子荣誉。

热爱学习
迅速成长为“荣誉收割机”

21年前，李朝阳从河南电力工业学校
毕业后，先后在原阳县供电公司线路施工、
城区抄表、变电站值班、电力调度、变检工
区、生产计划等多部门任职。扎根基层多
年，他脚踏实地、锐意进取，一步步成长为
电力行业的技术能手、业务精英。

谈起工作经历，李朝阳始终记得初次
接触到变电站高压设备的场景。2002年 9
月 2日，是他由城区供电所调到变电运行部
的第一天。与做抄表员时只跟电表和客户
打交道大有不同，他跟着师傅巡视变电设
备时听着“嗡嗡”的变压器声，因为不适应，

头皮都有些发麻。
师傅一边认真做记录、巡视，一边向他

讲解变电站高低压设备的运行方式和工作
原理，那沉着冷静、经验满满的样子让李朝
阳顿时产生了敬意。此后，每天做完日常工
作，他都会继续学习接线图、两票制度，经常
看书看图纸到深夜，并坚持在学中用、在用
中学，在日积月累中储备了大量知识。

在工作中，李朝阳总结出了“细心”
“耐心”“贴心”三心工作法和“三个带头”
“两个改变”的工作新思路；在学术方面，
李朝阳在国家电网公司主办的《电力设
备》期刊上分别发表过《试论电力运维检
修工作中的危险点与防控》《无功补偿技
术在电力调度管理中的应用》等数篇文
章。他还先后参与了原阳县 110千伏博浪
变的投运，协调过±800kV哈郑线路工程
等重要工作。

执着创新
6年研发20余项科研成果

之前，在制作电缆头时，李朝阳发现在
剥切电缆半导体时费时费力，工具使用起
来不方便不说，关键是刀具还易走偏，一不
小心就会拉伤手。于是，他萌发出设计一
款新的电缆半导体剥切工具的想法。

在研发过程中，李朝阳带着他的爱迪
生QC小组经常模拟现场试验。有一次，因
为刀具失误走偏，他的手腕顿时鲜血如
流。最终，经过反复研究、试验和小范围的
试用、改进，他成功研制出了新的电缆半导
体剥切工具，并荣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在
一线工作中得到了广泛推广应用。

从电缆半导体剥切工具到多功能工具
车，再到除蜂窝装置以及方便野外使用的

工具箱、多功能锤等，2012年到 2018年，李
朝阳共研发 20余项创新成果，先后获得了
14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这些来源于工
作、应用于工作的成果，不仅为企业节约了
大量成本，还大幅度提升了劳动生产效
率。由于成绩显著，前不久，他被评为新乡
市“牧野工匠”荣誉称号。

如今，在李朝阳办公桌最上方的抽屉
里，满满地摞着各种荣誉、奖状：省质量管理
小组二等奖、省电力公司“先进工作者”、省
电力公司群众创新劳动竞赛二等奖、新乡供
电公司“降本增效，青年先锋”荣誉称号、新
乡供电公司 2016年度优秀共产党员、原阳
县五一劳动奖章……这些骄人的成绩背后，
承载着他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和奋力拼搏。

不忘初心，匠心筑梦。面对众多成果
和荣誉，李朝阳始终把成绩归为大家的共
同努力：“变电检修和创新增效从来不是一
个人就能完成的，我希望和同事们不断追
梦，迎接更多的挑战。”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