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平顶山市湛河河堤
上的格桑花格外鲜艳。缤纷
的花朵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
夺目，百余米的湛河河堤变成
了一片花海。

市民们漫步其中，或拍照
留影，或细细观赏，尽情享受着
大自然带来的视觉盛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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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庄矿的绿色转型之路

近年来，宝丰县李庄乡大力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该乡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裕丰花生种植深加工项目，打造集花生
种植、销售、深加工为一体的综合基地，助力花生产业做大做
强。图为工人在车间做工。9 吕晓贞 摄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11
月 9日，记者从平顶山市热力公司了解到，目前该市197座换
热站已全部打压完毕，单户开阀进度已过半。

冬季供热是事关民生的大事。平顶山热力在提供稳定优
质供热的同时，聚焦关键环节，积极探索创新多元化管理模
式，不断升级服务体系，竭力为用户提供精准、暖心、便捷、高
效的服务。

供热设施“冬病夏治”，停暖日就是开工日。上一季供暖
期结束后，该公司针对供热设施进行排查，并投入资金 3127
万元，全面做好老旧管网更换、蒸汽管道保温等工作。

同时，平顶山热力从软件上着手，逐步整合蒸汽网远程监
测、智能热网监控、经营管理、客服收费、远程抄表及锁闭阀系
统，建立智慧热网生产运营管理平台，为降低管网损耗、保障
管网安全稳定高效运行提供强有力支撑。

此外，热力公司进一步充实客服中心夜间接线服务，24
小时全程值守，方便用户随时进行费用查询、维修、咨询、投
诉、回访等，并为不方便到营业厅的特殊用户，主动上门开展
管家式供热服务。9

平顶山优化服务保供热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通
讯员 魏森元）新型煤焦化项目是汝州市今年新开工的项目，
总投资18亿元，预计明年10月投产。“为了项目尽快开工，首
席服务官多次协调，为我们开辟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各项审批
手续。”11月 8日，在汝州市汝南工业区，汝丰焦化公司负责
人李转伟说。

今年以来，汝州市全面落实“六稳”“六保”工作要求，以服
务为抓手，健全机制、细化措施、抓好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确保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据介绍，该市 38名县级领导直接对接 61家重点企业和
16个重点工业项目，233名乡（镇、街道）和涉企职能部门党政
领导干部担任首席服务官，对接240家重点民营企业，帮助落
实惠企政策，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据了解，该市还建立了激励制度和培训提升机制，帮助民
营企业发展壮大。今年，该市共对 31家在 2019年度有突出
贡献的企业奖励资金 794.9万元；采用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
合、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提升企业家素质。

此外，该市积极落实银企对接联席会议制度，让企业与银
行面对面沟通协调，帮助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发挥汝州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公司的平台作用，帮助中小微
企业获得金融机构信贷支持。

今年截至10月底，该市新增市场主体9849户，市场主体
达到66955户。9

汝州出实招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11月
9日，走进郏县渤海铁锅交易中心，不同样式的铁锅琳琅满
目，不时有客户前来问价、购买。

据介绍，该交易中心是天津“渤商所”在国内设立的唯一
一家铁锅及厨具电商交易结算授权单位，通过大宗商品现货
交易系统和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系统，实现全国的铁锅厨具
产品汇集郏县。

交易中心设立“两中心、三平台”，即交易中心、产业大数
据中心，科技研发平台、人才教育培训平台、品牌管理运营平
台，可为客户提供仓单抵押、银行授信、会议服务、知识产权服
务、商标申请服务、出口贸易服务、新材料研究、产品设计等咨
询服务。

据了解，郏县铸铁锅已有 600多年历史，年产铁锅 7000
余万口，占全国铸铁锅生产总量的三分之二，是全国最大的铸
铁锅生产基地和集散地，产品远销 2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誉
为“中国铸铁锅之都”。

郏县县委书记丁国浩说，立足“中国铸铁锅之都”，郏县将
打造全国铁锅厨具的销售中心、议价中心、结算中心、物流中
心，让中国铁锅厨具走向国外市场。9

渤海铁锅交易中心落地郏县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通
讯员 杨德坤）近日，舞钢市庙街乡胡沟村村民屈星家的化粪
池满了，急需联系抽渣车及时清运。情急之下，她想起不久前
村里号召在手机上下载的“村务通”APP，只需留言，村级管理
员便及时回复，让她在家等待上门服务。

“只需在平台上留言，大事小事靠一部手机就能解决。”庙
街乡通过动员村民广泛下载“村务通”APP信息平台，实现对
村情户貌的动态管理、及时处置，受到群众广泛称赞。

据介绍，该平台涵盖村情动态、村民信箱、三务公开、红黑
榜等模块内容。群众有问题、意见或建议，可以在APP上反
映，实现沟通“零距离”。目前，该乡已有1.2万余名群众安装
了“村务通”APP，安装率达80%。

“红黑榜”模块是该乡建立的考评体系。每周由乡、村干
部对各村及农户人居环境整治情况进行检查，对没有达到标
准的行政村，给予扣分处罚；对户容户貌好、房前屋后干净整
洁的标注为“红榜”，给予加分奖励；对户容户貌差、房前屋后
存在“十乱三堆”的标注为“黑榜”，给予扣分处罚；对于标注为

“黑榜”整改后达到干净整洁标准的，可以更改为“红榜”，并在
村组进行公示。

“通过建立线上‘红黑榜’，有效激发了群众参与各项村务
事项的积极性，为推进乡村治理工作增添了动力。”庙街乡党
委书记刘彦新说。9

“村务通”为乡村治理添良方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从平顶山矿区的“西部明珠”，到13个
项目部齐头并进，再到提前两个月超额完
成年度扭亏脱困目标任务，平顶山大庄矿
实业有限公司（原大庄矿）成了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矿井关闭最晚、重组煤矿最多、谋划
项目最实、转型创业最好的单位，也成了全
省同类型企业转型发展的先进典型。

面对历史包袱、资金压力、矿区地面环
境劣势等不利因素，传统型煤矿何以摆脱
困境、逆风翻盘？11月 9日，记者走进位于
平顶山市石龙区的大庄矿实业公司，探寻
这家企业坚持新发展理念，实现绿色转型、
扭亏脱困的励志故事。

■发挥传统优势 拉长产业链条

走进大庄矿实业公司厂区，洁净型煤
生产车间内机声隆隆，工人们正加班加点
赶制订单。作为平顶山唯一一家洁净型煤
生产企业，2017年，大有清洁能源在大庄
矿实业公司落地，每年加工生产民用洁净
型煤 20万吨、工业型煤 10万吨，向大庄矿
实业公司年交租金 107万元，有效盘活了
矿院内的闲置厂地和地面办公设施。

洁净型煤生产车间西侧，是煤矸石综
合利用车间，同样一派忙碌。作为拥有 50
多年开采史的煤矿，2018年，该公司依托
自己的煤矸石山，启动煤矸石综合利用项
目，生产建设用石料，并借此筹建小型预制
件加工厂，拉长产业链条。

大庄矿建矿于1966年，曾是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的骨干矿井，累计生产原煤 3712
万吨，先后荣获国有重点煤矿部级“质量标
准化矿井”、省“特级安全质量标准化单
位”、集团公司“科技兴矿先进单位”“文明
矿”等荣誉称号。

2008年，由于煤炭资源逐步枯竭，大
庄矿实施政策性破产重组，成立平顶山大
庄矿实业有限公司。2016年，按照国家及
集团“去产能”的政策要求，大庄矿实业公
司本部矿井永久封闭。曾是拥有近 4000
名职工的矿井，如今的大庄矿实业公司凭
借仅余的200人在推动企业转型发展的路
上不断奋进。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作为曾经的“煤

矿尖兵”，虽然经历了“阵痛”，但该公司在
煤矿管理方面仍富有经验，先后向控股的
景昇煤业派驻三批管理团队，助其提升产
能，并积极做好兼并煤矿（鑫鑫煤业、宇龙
煤业）的复工复产工作。

做好传统煤矿管理的同时，大庄矿实
业公司积极探索煤炭附加产业，还利用地
域优势和铁路运输优势，引入了年产 100
万吨的煤泥深加工项目，以中国平煤神马
集团下属洗煤厂的煤泥作为原料，利用热
风机、干燥机等生产设备烘干后进行销售，
解决了全集团工业废物处理问题。

■改造闲置楼栋 发展菌菇种植

11月 9日一大早，大庄矿实业公司闲
置的职工宿舍楼里，综合服务队种植班班
长王金阁带着几名同事采下近千斤平菇，
整齐装车后，运往平顶山市区、宝丰等地的
超市和农贸市场。

宿舍楼虽破旧，但干净整洁，被黑色的
遮阳网笼罩着。每个楼层都挂着一块蓝色
的牌子，上面标记着责任人、种植品种等。
房间内，一排排菌包均匀地摆放在棚架上，
一簇簇平菇则像盛开的白色花束挂满菌床。

而两年前，这里却因为矿井封闭而人
去楼空。平顶山大庄矿实业有限公司党总

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郭百堂介绍，为了
弥补亏损，公司领导班子多方考察、调研，
产生了发展食用菌种植的想法，闲置的职
工宿舍楼可作为项目用房。

“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利用起来种菌
菇，增加一些收入。”郭百堂决定向市场要
效益，向社会要岗位。装喷淋、打通风孔、
焊棚架……不到两个月，4栋宿舍楼就被改
造成了1万平方米的绿色食用菌种植基地。

从公司班子成员到普通职工，每个人
都认领有自己的“责任田”。从种植到日常
维护，再到采摘，由责任人全程负责，收益
情况与个人绩效考核挂钩。

为了养好菌丝，他们像照顾婴儿一样
精心呵护，定时洒水、通风，保持空气流通，
控制温湿度。菌菇长出来后，大家又积极寻
找销路。从农贸市场到大型超市，从走街串
巷到订单供货，菌菇的销路一步步扩大。

“去年共种植平菇 10万袋、香菇 4万
袋，收益 100万元。”公司综合服务队队长
李海峰说，今年受疫情影响，调整了种植比
例，除了种植平菇、香菇 8万袋外，还种植

了 2万袋生长周期长、价值高的灵芝。长
势旺盛的菌菇，给公司注入了勃勃生机。

■打造艾草产业 拓展营收渠道

11月 9日，大庄矿实业公司艾制品厂
加工车间内，职工袁亚东正在和快递员核
对艾制品的买家地址。“有天津的、浙江的、
江苏的……都是通过电商平台下的订单，
十分方便。”袁亚东高兴地说。

曾经遍地生长的艾草，近年来身价大
涨，延伸出艾茶、艾草精油、艾皂、艾灸贴等
一系列产品。为了给公司注入新动能，今年
9月，大庄矿实业公司与紧邻的石龙区艾尚
园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利用企业废弃车库
打造大庄实业·艾尚园艾制品产业园。

该厂一期主要生产艾条、足浴包等艾
草制品，预计可实现年产值300万元，安置
人员 40名左右；二期继续投资 190万元，
通过提炼艾草精油，预计实现年产值 500
万元，安置人员20名左右。为了保障原材
料供应，公司利用矸石山治理出 300余亩
土地种植艾草，同时，还积极对周边农村贫
困户进行帮扶，辐射带动周边村集体和群
众种植艾草 500余亩，增加了贫困户日常
收入。

军营社区贫困户王占利和儿子一起在
园区务工，俩人每月共能赚 4000元左右。
艾厂经理曲大矿介绍，产品有艾条、枕头、
艾绒被等，大庄矿实业公司的职工和附近
村民经常在空闲时到这里打零工，其中贫
困人员就有20多名。

“企业同时开拓‘线上+线下’销售渠
道，立足本土市场的同时，将产品销往全国
各地。”曲大矿说，投产以来，园区每个月的
销售额达20多万元，其中线上平均每日发
货量达50余件。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近 5 年的努
力，大庄矿实业公司形成了涉及煤炭、环
保、租赁、绿色种植等 13个项目齐头并进
的产业布局。除了艾厂、菌菇种植、民用清
洁性煤生产等项目部外，其他项目部也发
展得热火朝天。

双汇熟食项目部在市区铺设门店 15
家、中釉环境治理项目部通过处理利用固体
废物走循环经济之路……一个个绿色发展
项目，正帮助这个饱经沧桑的煤矿摆脱困
境、强筋健骨、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9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本报通讯员 杨朝辉

11 月 10 日，走进鲁山县磙子营乡磙
子营村，一面面以“孝廉”为主题的文化
墙映入眼帘。文化墙上，除了一条条廉
政警句之外，还布满了手绘的“悬鱼太
守”“杨震暮夜拒金”“于成龙立檄拒礼”
等漫画故事。

入村不远处，是一处莲塘，旁边便是
村里有名的“廉园”。“拒腐蚀，永不沾”“公
生明，廉生威”，园子内的石磨、石盘上，雕
刻着简洁明快的廉政标语。园子四周簇
拥着各色月季花，微风拂过，阵阵花香沁

人心脾。
无独有偶。磙子营乡的里沟村，村“三

委”集思广益，编写出朗朗上口的新“三字
经”，并将其制作成了新时代家风、家训、家
规小牌匾，悬挂在全村 200多户农家的大
门口。“严治家、敬长辈”“不欺人、守信义”，
一块块精美的牌匾，潜移默化中引导村民
延续好家风。

今年以来，鲁山县纪委监委积极开展
“一村一品”孝廉创建工作，深度挖掘整合
孝廉资源，不断创新和丰富孝廉文化载体，
通过“线上+线下”、部门联动等多种方式，
实现孝道文化和廉洁文化“同频共振”，从
而营造风清气正、和谐向上的时代新风尚。

“我们不断创新宣传方式，传承和发扬

孝廉文化，在全县形成崇孝尚廉的浓厚氛
围，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洁从政意识，从而让
他们在生活和工作当中自觉拒腐防变。”鲁
山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于伟说。

“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沬。”屈
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勤政为民、清正
廉洁”思想的爱国诗人，也是用生命践行廉
政的实践者。作为中国屈原文化传承基地
的鲁山县，时常勉励党员干部将“廉洁”铭
刻心间。

为了让学廉、思廉、崇廉、守廉、倡廉成
为自觉的行动，鲁山县还把屈原、王磐和元
结等孝廉历史人物及群众身边的孝廉典型
搬上舞台，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立
德尚廉，自觉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营

造“以孝为美、以廉为荣”的社会风气。
此外，鲁山县纪委监委还在“清风鲁

山”微信公众号开设廉政微广播专栏，选聘
纪检监察干部主讲“家风故事”；在县纪委
监委网站开设“案例警示”栏目，深度剖析
典型案例中出现的家风问题，为党员干部
及其家属敲响警钟。

众人拾柴火焰高。该县纪委监委还联
合县委宣传部举办廉洁主题演讲比赛，联
合县文明办开展以孝廉为主题的志愿活
动，联合县文旅局开展“清风廉韵乡村行”
巡回展演，联合县妇联开展“树清廉家风、
创廉洁家庭”活动，评审出 30 户“廉洁家
庭”进行表彰……以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
让孝廉“好声音”飞入千家万户。9

鲁山：唱响“孝廉”好声音 传播清风正能量

▲

绿色种植项目灵芝种植房9

▲洁净型煤生产车间9

均为王冰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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