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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王冰珂

普通电饭煲装上特种石墨内

胆，价格翻了三倍还多。石墨产品

缘何如此“贵重”？“特种石墨做内

胆，导热快、受热均匀，产品在市场

上很受欢迎。”10月 29日，平顶山

市信瑞达石墨制造有限公司总经

理赵冬冬介绍。

除了民用产品外，石墨凭借其

耐高温、耐腐蚀、抗热震和易于精

密机加工等特性，也逐渐成为工业

“宠儿”，被称为新材料领域中的第

四大类材料。石墨产业是国家重

点支持的基础原材料产业，特种石

墨被列入我省工业“四基”目录。

目前全国特种石墨年产量约

4万吨，宝丰就达2.4万吨，销量占

全国市场份额的 60%—80%，是

全国重要的细结构人造特种石墨

生产基地。

优势引领 延伸特色产业链

10月 29日，位于宝丰县产业集聚区
的五星石墨有限公司门口，几辆卡车装
载着高纯石墨块缓缓驶出。生产车间
内，两条生产线正在紧锣密鼓地生产。
公司董事长赵俊一介绍，产品供不应求，
这些全都是订单生产。

宝丰县五星石墨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
生产各向同性细结构高纯石墨（等静压石
墨）的最大厂家，年产量可达一万吨。公司
拥有省级研发中心，在产品研发、检验、检
测、产品升级等领域具有国内领先水平。

细结构高纯石墨是石墨中的特种材
料，被广泛应用于电子半导体、光伏太阳
能、电火花及模具加工、核能、冶金、航
天、轻工纺织、化工、生活日用品等众多
领域。其原材料主要为沥青焦与黏结剂
沥青，经过一系列生产工艺，延长了碳素
产业链，提高了产品附加值。

平顶山煤焦资源丰富，发展石墨产业
潜力巨大。全市6家特种石墨生产企业，
均由原宝丰县碳素厂改制后发展而来。
因此，宝丰县石墨碳素产业基础深厚，在
全国石墨碳素行业标准制定、市场价格、
技术研发等方面拥有较大的话语权。

如今，宝丰县石墨碳素行业产品门类
全、质量高、产能大、后劲足，全县石墨碳素
生产、加工、贸易企业共26家。去年，该县
石墨碳素企业全口径纳税3751.97万元、
地方留成2039.71万元，分别占全县工业

企业纳税额和地方留成的7.9%、7.3%。

创新驱动 打造经济增长点

信瑞达公司的产品展厅内，电饭煲、加
热器、浇筑磨具等产品丰富多样。“我们有经
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和完善的生产设施，可为
全球客户提供质量稳定的石墨碳素材料及
石墨加工服务，产品通过国际标准化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公司总经理赵冬冬说。

细结构高纯石墨市场需求大，宝丰
县紧抓机遇，立足传统产业优势，坚持创
新驱动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断转
型升级、扩大规模，石墨产业呈现出了稳
中有进、进中趋优的良好态势。

抱团取暖方能行稳致远。宝丰利用
原有产业基础，正在北部循环经济产业
园建设占地 600 多亩、全国一流的石墨
碳素产业园区，拉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
附加值，将其打造成为全国最大的石墨
碳素生产加工销售基地。

同时，宝丰县引导企业开展智能化、
绿色化和技术化改造，并依托五星石墨
的省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和当地高校资
源，拿出专项资金鼓励企业搞研发，不断
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工艺水平、新产品研
发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焦化厂废料成为石墨碳素行业原
材料，形成了可循环、节约、高效、短流程
的产业发展链条，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
也成为全县工业经济发展新增长点。”宝
丰县工信局局长张中琦说。

目前，博翔碳素 1 万吨等静压石墨
生坯及配套项目、五星石墨高纯石墨块
精细加工、信瑞达石墨碳内胆锅生产流
水线智能化改造和年产 10万件碳材制
品智能化改造等三大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达产后，该县特种石墨碳素产业预
计新增产能约 6 万吨，年产值约 47 亿
元，税收约 3.7亿元。8

（本稿图片由平顶山市信瑞达石墨
制造有限公司提供）

工人正在装载成品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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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县

党建引领促乡村“蝶变”

本报讯（通讯员 师红军 郭祥昭）地处浅山丘陵区的
鲁山县熊背乡大年沟村，党员干部不等不靠，积极破解技
术、资金、销售等难题，带领群众把血桃种植规模扩大到
3800亩，年产量突破 60万公斤，年创效益 300万元，130
多户贫困户靠种植血桃实现脱贫。

“大年沟村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变化，主要靠党员干部
的带领和实干。”10月 29日，鲁山县熊背乡党委书记冉栓
伟说道。

近年来，鲁山县持续开展“五优乡镇”“五面红旗村”
“五型干部”“五好党员”创建活动，让党旗在各个领域、各
个层面飘起来。择优遴选 234名第一书记，组建 518支驻
村工作队，覆盖所有贫困村、软弱涣散村和集体经济薄弱
村，跑出决战决胜“加速度”。

围绕发挥人才优势，把 68名拔尖人才和“土专家”“田
秀才”组织起来，组建县农业科技服务团和 25个乡镇分
团，分包联系扶贫产业，创新推进“远程式”“结对式”“组团
式”“双线式”“带动式”服务模式，解决贫困群众生产增收
难题，为脱贫攻坚注入了科技力量。

同时，鲁山县大力推行“村党支部+产业基地+合作社+
贫困户”模式，探索“村社一体”“产业联建”发展集体经济新
路，充分发挥区域、产业、生态等优势，坚持一村一策，成功探
索出“合作社带动、盘活资产、发展产业、资本运作、全域旅游、
发展基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目前，该县实现555个村
（社区）集体经济项目全覆盖，其中集体经济收入达到5万元
至10万元的有119个，10万元以上的村80个。8

年销量占全国市场份额六成以上年销量占全国市场份额六成以上，，拥有行业较大话语权拥有行业较大话语权

全国特种石墨看宝丰全国特种石墨看宝丰

本报讯（通讯员 楚国辉 王铭浩）“路灯亮了，咱们晚
上又能来这儿健身了，真好！”日前，天色渐晚，宝丰县赵庄
镇周营村党支部书记李军推上电闸，明亮的灯光照亮广
场，村民陆陆续续又回到这里唠嗑、跳广场舞。

在宝丰县委第三轮巡察村（社区）中，宝丰县委第四巡
察村（社区）组走访于此，群众反映村室门口广场部分路灯
损坏，夜间一片漆黑，十分不方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村民意见很大。

了解情况后，县委第四巡察组向周营村党支部下发整
改建议书，责令其立即整改。接到通知后，周营村党支部
立即安排人员更换路灯，一周之内，道路两旁的路灯便又
重新亮了起来。

“巡察工作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急群众之所急，巡群
众之所期，真正解决好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不断增强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才能赢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宝丰
县委第四巡察村（社区）组组长张根红说，小问题牵涉着大
民生，路灯亮了，群众的心也就亮了。8

宝丰县

路灯照亮村民心

□平顶山观察记者 王冰珂
本报通讯员 倪向前 李闯

“在 9月份河南省电力公司电力
营商环境评价指标考核中，平顶山供
电公司指标居全省第 3，其中业扩服
务时限达标率和业扩平均时长达标
率均为 100%，均位居全省第 1。”日
前，在全市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民营经
济发展座谈会上，国网平顶山供电公
司总经理王波介绍说。

近年来，平顶山供电公司时刻践
行“人民电业为人民”企业宗旨，优化
电力营商环境，积极构建以客户为中
心的现代服务体系，提高供电服务质
量和水平，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用承诺与服务交
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用电情况是地方经济的“晴雨
表”，当好电力先行官，优化营商环
境，平顶山供电公司永不止步。去年
以来，电网建设累计投资近 24亿元，
郑万高铁未来牵引站外部电源等重

点项目顺利投运，新增变电容量89万
千瓦、输电线路 324千米；“煤改电”、
郏县小康用电示范县、贫困县贫困村
电网改造等工程相继实施；聚焦供电
质量突出问题，加大频繁停电、低电
压等问题治理力度。

“前段时间申请专用变压器，不
仅一趟也没跑，16天就送上了电，节
省了将近8万元。”提起前些日子申请
的办电业务服务，平顶山市双盟商贸
有限公司的陈皓赞不绝口。

金杯银杯不如口碑。为了让客
户用上优质、安全、可靠电力，享受到
更方便、快捷、满意的服务，公司上下
全面深化业扩“放管服”改革，围绕

“便民、降本、提速”，大力实施“三减
四零”（减客户办电资料、减业务流程
环节、减业务办理时限；办电零证预
约、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新举措，

让客户办电更省事、更省钱、更省时。
——压减办电资料25项；压减办

电流程环节 33个，其中高、低压办电
环节分别不超过 4个、3个，推行业务
联办服务，12项关联业务流程可实现
资料一次提报，业务一并办理；无电
网配套工程低压用户用电接入实现

“当日受理、次日送电”,其余低压用
户受理后 7个工作日内送电，高压用
户业务办理时限（不含配套电网施工
时间）压缩到 20个工作日以内；报装
全流程平均时限较国家电网标准缩
减52.37%，较国家能源局时限要求缩
减近73％。

——实行同省异地“零证预约”，
执行上门服务收资备案制和客户经
理负责制，提供办电前期技术咨询
服务；推行低压居民新装等 16 项简
单业务“一次都不跑”，高压新装等 8

项较复杂业务“最多跑一次”服务；
简化报装手续，一次性收取资料，取
消对普通客户受电工程图纸设计审
查和施工中间检查，10 千伏及以下
配电网全容量开放；扩大公司投资
界面，省级及以上园区、电动汽车充
电设施、能替代三类客户规划红线
外的供电设施零投资，工商业客户
用电设备低压接入容量标准提高至
160千瓦。

从被动服务到主动服务，从管理
后端到服务前端，从业务分散到专业
整合，从多头管理到一口对外，从传
统办电到技术融合，无不反映出平顶
山供电公司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
呈现的切实变化。“一个项目、一个团
队、一跟到底”的模式，让越来越多的
客户享受到“管家式”服务。

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

效。平顶山供电公司总经理王波、党
委书记杨付军、三级职员周志锋，分别
带队深入企业、社区，走访调研，针对
收集的意见和建议，按照部门负责、领
导督办、限时办结的原则，做到件件有
落实，事事有回声。平顶山供电公司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调研及百万客户大走访
活动，通过“走进门、见着人、说说话、
交朋友”的方式，对208万客户宣传服
务举措，聚焦群众反映集中、企业反映
强烈、社会反映普遍突出的问题进行
整改，真正打通供电服务“最后一米”。

心中有“标尺”，行稳方更远。去
年，平顶山供电公司全面完成一般工
商业电价降低 10%目标，减少用户电
费支出4881万元；有序推动平煤神马
集团等284家大用户开展电力直接交
易，交易电量 7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3%，减少用户电费支出 1.72 亿元。
今年以来，通过2次电价下调，工商业
及其他用户单一制电价共降低 6.59
分/千瓦时，降幅达10.14%，预计全年
减少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户电费支
出5367万元；持续推动大型企业开展
电力直接交易，预计全年减少企业电
费支出5432万元；严格执行峰谷分时
电价政策，预计全年减少企业电费支
出1396万元。

一组组数据、一个个变化，反映
出平顶山供电公司在优化营商环境
方面的突出成效，下一步，平顶山供
电公司将在市委、市政府和省电力公
司的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加快推动电网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
供电保障能力，全力优化电力营商环
境，不断提升供电服务水平，为平顶
山决胜全面小康、综合实力高质量重
返全省第一方阵、助力谱写新时代中
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作出应有贡
献。8

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石龙区

村内办起“红色文物展览馆”

本报讯（通讯员 李林果）10月 28日，平顶山市石龙区
供电公司组织全体党员来到该区龙兴街道许坊村的革命历
史陈列馆内参观学习。毛主席像章、语录牌、红五星等一件
件红色物件成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鲜活教
材。陈列馆是该村党支部书记王建民一手操办起来的。

54岁的王建民是革命后代，从小喜爱红色文化，八九
岁时就收集了《鸡毛信》《刘胡兰》《地道战》等红色画书。
工作后，他把大部分工资用来买书和红色文物，还曾专程
到韶山、延安等地“寻宝”。十几年来，他共收藏红色文物2
万多件。

后来，王建民在家里办起了红色文物展览馆。藏品越
来越多，家里容纳不下，村里便腾出四间闲置房屋，改造成
红色文物展览馆，门外写着“不忘初心”四个金色大字。

馆内墙壁上，悬挂着董存瑞、黄继光、雷锋和焦裕禄等
英雄、模范以及许坊村英勇杀敌的革命前辈的画像。画像
下的玻璃柜内，展示着红军皮带扣、解放军衣帽、军用水
壶、背包等红色老物件。

开馆第一天，是党的 98岁生日，全村党员干部在展览
馆内参加民主生活会。9月初，许坊学校近百名师生走进
红色文物展览馆上了开学第一课。如今，越来越多的参观
者来到这里接受革命传统文化教育。

王建民介绍，他打算在许坊村建三条红色街道，让前
来参观者感受红色文化氛围，利用红色资源带领群众奔小
康。8

尧山位于河南省鲁山县西部，
地处伏牛山东段。作为鲁山县旅游
产业的龙头，集“雄”“险”“秀”“奇”
“幽”于一体，兼具北国山岳的雄伟
峻拔和南方山水的钟灵毓秀。每逢
金秋十月，尧山漫山红遍，层林尽
染，如诗如画，美不胜收，令人流连
忘返。8 郭东伟 摄

尧山红叶醉金秋

目前，博翔碳素1万吨等静压石墨生坯及配套项
目、五星石墨高纯石墨块精细加工、信瑞达石墨碳
内胆锅生产流水线智能化改造和年产10万件碳
材制品智能化改造等三大项目建设如火如荼，达
产后，该县特种石墨碳素产业预计新增产能约6
万吨，年产值约47亿元，税收约3.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