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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彩路上，你我这样走过

矿产“百宝箱”新添“宝贝”多
我省10年“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新发现矿产地269处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12月28日，记者
从省自然资源厅获悉，我省自2010年开展
的“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绩斐然，发现探明
了一批极具潜在经济价值的重要矿产地，圆
满完成了既定的找矿目标，新发现矿产地
269处，其中大型147处，中型70处。省内
首次发现锡、稀土、页岩气，填补了矿产空
白。铝土矿、锑、钼、钒、岩盐、冶镁白云岩等
重要矿产新增查明资源储量持续保持全国
前列。

通过实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我省
矿产资源“百宝箱”增加很多新“宝贝”。我
省已基本掌握了煤、铝、铁等矿产资源面
貌，基本查明了全省1500米以浅煤炭资源
状况，累计新增煤炭资源储量457亿吨，其
中新发现通柘大煤田资源量超过 230 亿
吨，成为我省最大煤田；基本查明了全省
700米以浅铝土矿资源面貌，探获铝土矿
资源储量超过10亿吨，进一步巩固了河南
作为全国最大铝工业基地的地位。

金、银、铅锌、钼多金属矿找矿取得突
破性进展，发现金矿大中型矿产地14处，新
增金资源储量350吨；栾川地区累计探获钼
资源储量392万吨，钨75万吨，助推栾川钼
资源储量跃居世界第一，迈向“世界钼都”；
崤山地区发现多处大型银、铅锌矿，探获银
资源储量4058吨、铅锌107万吨，终结了崤
山地区地质找矿“只见星星，不见月亮”的历
史，使该区成为我省新的有色、贵金属生产
基地；嵩县—栾川县探获萤石矿资源储量超
过2000万吨，助推氟化工成为当地支柱产
业；在淅川县探获多处大型石墨矿，资源储
量超过3000万吨。

我省是全国矿产资源较丰富的省份之
一，但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对矿产资源
的消耗日益加剧，我省矿产资源“家底”越用越
薄。为此，我省于2010年4月在全国率先全
面启动了地质找矿行动。当年11月，原国土
资源部在郑州组织召开会议，提出在全国开

展“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构想。2011年10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
要》，明确提出：用3年时间，实现地质找矿重
大进展；用5年时间，实现地质找矿重大突破；
用8—10年时间，重塑矿产勘查开发格局。

10年来，中央、地方财政和社会资本
累计投入勘查资金70多亿元，数万名地质
工作者直接参与了找矿工作，共实施地质
调查、勘查项目 2325个，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省规模最大的一次地质找矿行动。

通过地质找矿实践，我省探索了以“嵩
县模式”为代表的整装勘查找矿新机制，采
取 企 业 出 资 60% —70% 、省 财 政 出 资
30%—40%的比例进行合作勘查。同时，采
取股份制找矿、契约式找矿、订单式找矿等
多种找矿组织形式，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
入矿产勘查领域。累计开展合作勘查项目
63个，累计投入社会资金 15.70亿元，为完
成找矿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嵩县模式”也
被原国土资源部评为“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的重要制度成果之一，向全国推广。

在新发现的矿产地中，仅已出让的非
煤矿业权权益金已达37.85亿元。其中，桐
柏县依托天然碱矿资源建立了以碱化工业
为主的“中原化工城”，取得显著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舞阳市发现了我省最大的
铁矿田，开采后吸纳就业人数数千人，为当
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

省自然资源厅厅长张兴辽说，未来我省
将以“瞄准重大需求、解决重大问题、聚焦重
大目标、形成重大成果”为导向，优化调整矿
产勘查布局，安排部署以金、银、铅锌、钨钼、
铝土矿、“三稀”矿产、萤石以及重要非金属
矿产为主攻矿种的勘查工作。实施深部找
矿，向地球深部进军，组织实施好深部勘查
项目，开展深地探测技术攻关，拓展经济社
会发展的资源空间。进一步加大煤层气、页
岩气、干热岩、地热等新能源的调查和勘查，
努力实现洁净能源找矿新突破。③9

本报讯（记者 栾姗）12月 29日，记者从全省
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获悉，做好2021年的发展
改革工作，我省将突出抓好8项重点经济工作。

据介绍，这8项重点经济工作分别是：激发市
场规模潜力，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确保经
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以创新引领产业转型，提升产
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发
展质量效益；扎实推动新型城镇化，顺应产业和人
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大趋势，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倾
力支持“三农”工作，深化城乡融合改革试验，加快
乡村振兴步伐；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落实落细基础
性、关键性改革举措，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
力；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融合聚合
的开放通道和平台格局，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突出黄河流域保护治理，突出“治、建、调”协同发
力，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办好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实事，促进社会大
局稳定。③8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2月 30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 2020年度国内十大
考古新闻和国际十大考古新闻，其中，我省两大考古项目入选“2020年度国内十大
考古新闻”，分别为：河南巩义“河洛古国”重大考古成果发布，有望追溯5000多年中
华文明主根脉；仰韶村遗址启动第四次考古发掘，采用新技术寻找黄河文化和中原
地区文明进程新证据。

今年5月 7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双槐树遗址（位于
巩义市河洛镇）取得的重大考古成果：考古实证了该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古国时
代的一处都邑性遗址，表明了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这一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
响力，实证了以该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是黄河文化之根、华夏文明之
魂，被专家学者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专家认为，双槐树遗址的考古发现填
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将成为探寻黄河流域文明起源
过程的一把关键钥匙。

8月 22日，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启动，距离上次发掘已
有 40年。本次发掘将实现数字化、多学科、多技术相结合，体现新时代发掘考古工
作的进步，完成仰韶村遗址南部核心区和中北部壕沟考古发掘工作，分阶段开展涧
河流域系统性考古调查工作，整理年度发掘资料以及考古调查资料等，这些发掘研
究对深入挖掘黄河文化时代价值及探索中原地区史前文明进程等具有重要的学术
意义和价值。专家认为，启动仰韶村遗址第四次发掘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和重大的
学术研究价值，将为黄河文化、中华文明化进程研究等提供新的考古资料，为进一步
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坚强的支撑。③8

全省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召开
明年做好8项重点经济工作

河南大学生叫响“上海滩”

我省两大考古项目入选
“2020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

本报讯（记者 宋敏）12月 30日 21时 16
分，±800千伏青海—河南特高压直流输电
工程（以下简称“青豫直流”工程）168小时试
运行圆满结束，设备运行平稳，系统性能良
好，标志着这条“西电东送”大动脉全面竣工
投运。

“青豫直流”工程起于青海省海南藏族
自治州共和县，止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
县，途经青海、甘肃、陕西、河南 4 省，全长
1563千米。一头连着清洁能源资源丰富的
西部，一头通向经济社会用电需求不断增长
的中部，这是世界上首个专门为输送清洁能
源而建设的特高压工程，也是继±800千伏
天中特高压直流工程后，在河南落地的第二
条特高压直流通道。

作为我国“西电东送”的标志性工程，
“青豫直流”工程额定输送功率 800万千瓦，
年输送清洁电能 400亿千瓦时，约占我省年
用电量的 12%。据估算，工程投运后，每年
可减少受端燃煤消耗 1800万吨，减排二氧
化碳 2960万吨、氮氧化物 9.4万吨。这将有
效提高青海、甘肃清洁能源整体外送消纳水
平，有力促进河南能源转型和节能减排、污
染治理，对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拉动经济
增长，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战略实施等具有重大意义。
自 2018 年年底工程开工以来，数万名

电力建设者在 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努力奋
战、精心建设。今年7月，该工程双极低端先
行启动送电，截至目前已有超过30亿千瓦时
的青海“绿电”沿着这条空中走廊，从青海来
到河南，汇入河南电网，流向工厂、企业和千
家万户，为西部利用清洁能源脱贫致富、河
南电网应对迎峰度夏大负荷考验、我省大气
污染治理等作出积极贡献。

“青豫直流”工 程 包 括 新 建 线 路 工
程、±800 千伏海南换流站与豫南换流变电
站及相关配套工程，总投资 226亿元。这样
规模巨大、覆盖面广、技术复杂的“超级工
程”，离不开建设管理单位的科学高效推
进。比如随着双极低端投运，工程建设重点
转向双极高端，特高压豫南换流变电站全面
进入“低运高建”阶段。

“这就相当于一条双向八车道的高速公
路，双向四车道已先行通车，剩余四个车道还
在施工建设。”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特高压工
程建设指挥部有关负责人说，在这个阶段，豫
南站交流场、直流场均已带电，但许多运输车
辆、施工人员仍要在相关区域开展高端阀厅
建设、电气安装等工作，安全风险管控形势严

峻。该公司积极应用基建e安全管理系统，严
格执行“低运高建”现场隔离措施，特别是做
好现场带电/非带电区域、防感应电安全管
控，确保工程建设安全有序进行。

作为“新基建”的重头戏，特高压工程具
有投资大、产业链长、带动力强、经济社会效
益显著等优势。“青豫直流”工程的建设，预计
可直接带动设备生产规模 150亿元，带动电
源等相关产业投资超过 880亿元，增加就业
岗位超过5万个，对助力“六稳”“六保”具有重
要意义。

围绕打造“升级版”特高压工程这一目
标，省电力公司打破国外进口产品垄断，在豫
南换流变电站成功安装国内首台首套±800
千伏国产化高端阀侧套管；创新采用压缩泡
沫CAFS灭火系统，有效保障设备长周期安
全稳定运行；推广 5G＋特高压应用，站内实
现5G信号全覆盖，为提升运维工作智能化、
精益化水平打好基础。

截至 11 月底，今年我省新能源发电量
228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7.4%，同
比上升 1.8个百分点。得益于“青豫直流”等
外电入豫工程的建设与发挥效益，清洁电能
在我省能源消费结构中比重持续上升，绿色
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深入贯彻。③8

“青海之光”点亮“中原之灯”

“青豫直流”工程全面竣工投运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减少受端
燃煤消耗 1800 万吨，减排二
氧化碳 2960万吨、氮氧化物
9.4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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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巩义市河洛镇的双槐树遗址位于巩义市河洛镇的双槐树遗址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杨经理，你这次可要加把劲，给咱多带回来
几个河南大学生！”上海五角场凯悦酒店人事部经
理杨晓燕，12月 29日要到河南师范大学参加该
校2020年旅游管理类人才专场招聘会，听到这一
消息，酒店多个部门的负责人纷纷找上门来，向她
点名要人。

上海亚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信洋，
同样带着嘱托而来。他挑选出来的大学生，会被
输送到上海和平饭店、上海鲁能 jw 万豪侯爵酒
店、上海金茂君悦酒店等酒店。

“近几年，我们每年要向上海各大酒店供应
60多名应届毕业生，占每届毕业生的三成左右。”
河师大旅游学院党委书记冯峰自豪地告诉记者，
这些大学生在上海“茁壮成长”，近70%的同学在
入职半年或一年之后，成为酒店的部门主管或经
理级别的高管，在“上海滩”叫响了河南大学生的
品牌。

为啥河师大旅游学院的毕业生在大上海这么
受欢迎？

“我们酒店的客人，一半以上来自海外，要接
待、服务好他们，需要很高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
质。”杨晓燕说，河师大旅游学院的学生英语口语
好，和外籍客人交流无障碍；业务过硬，所有岗位都
能很快适应；吃苦耐劳，不嫌弃最基层的工作……
这些鲜明特点，非常契合这些酒店的标准和要求。

“2016年起，我们年年都要专门到河师大‘招兵买
马’，这些人才在酒店每个部门都很受欢迎。”杨晓
燕说。

杨晓燕的话，唤起了王信洋的强烈共鸣。
2018年发生在上海宝龙艾美酒店的一个故

事，王信洋记忆犹新。脚部骨折的美国客人
James Lee要搭乘返程飞机，行动不便、人地生
疏又语言不通，急得直挠头。酒店实习生、河师大
旅游学院毕业生王洋洋，主动找来轮椅，自费打车
把 James 送上飞机，还给他买来矿泉水和巧克
力，让他感受到了酒店的贴心服务。

几天后，James给酒店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感
谢信，上海“酒店圈”才知道王洋洋的所作所为，纷纷
为河南大学生点赞。实习期结束，王洋洋成为酒店
的正式员工，如今已是该酒店前台接待主管。

学生成长成才，是学校和学生共同努力的结
果。河师大旅游学院院长刘英基说，我国快速发
展，吸引国际酒店集团争相“抢滩”国内一线城市市
场，上海每年要新开两家以上品牌酒店，需要大量
高端管理人才。看到这一点，该院与上海亚湾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深度合作、协同育人，针对行业急
需，在教学中着重凸显学生的外语口语、管理业务、
国际礼仪等特长，让大学生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
脱颖而出。

河师大旅游学院的毕业生，除每年有30多人
考研成功继续深造、部分人不舍家乡选择就近就
业外，其他同学都被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高
端酒店“抢购一空”。

一天的招聘会结束，202名毕业生达成就业
意向，其中上海五角场凯悦酒店、上海亚湾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就“抢走”了72人。③6

□刘红涛 赵志鹏 钟华 何学良

河南丰惠中药材发展有限公司成
立于2017年 9月，注册资金1亿元，专
注于中药材淫羊藿单一品种，致力于
中药材淫羊藿的栽培研究、种植推广
与技术服务，以及淫羊藿大健康产品
的生产研发。

科技引领
实现淫羊藿栽培新突破

从 2012年开始，在中国医学科学
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郭宝林教授和河南
中医药大学董诚明教授等科研单位和
专家的指导和合作下，河南丰惠收集
全国各产地淫羊藿品种资源数百份，
主攻淫羊藿野生驯化、育种、仿野生栽
培技术研究，经过 8年的实践与探索
创新，终于攻克了淫羊藿种子种苗繁
育和大田仿野生设施栽培关键技术，
并选育出了有效成分和产量双高双
稳，适宜本地栽培种植的“天中 1号”
箭叶淫羊藿品种，实现了淫羊藿野生
变设施栽培的巨大突破。

专注淫羊藿，传承中医药文化。
2019年-2020年，公司分别荣获河南
省科普传播基地、驻马店市箭叶淫羊
藿农业科技园区和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新型农业主体带贫先进单
位、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植养殖专
委会“优质道地中药材淫羊藿种苗繁
育和种植示范基地”“河南省中药材
产业发展十大领军人物”和“河南省
中药材产业发展十大规范化示范基
地”等荣誉。

目前，河南丰惠是北京盛诺基
抗肝癌新药阿可拉定的原料配套供
应基地，在满足其生产使用的基础
上，利用自己的原料优势，合作研发
生产以淫羊藿为主要原料的保健酒
等 保 健 产 品 ，并 计 划 2021 年 投 资
5000 万元筹建一座现代化淫羊藿
提取车间，用于提取淫羊藿总黄酮
和淫羊藿苷。

同时，公司积极拓展淫羊藿药材
供应市场，保证淫羊藿药材的“三稳
一溯”，开展基地共建和订单种植，与
国内淫羊藿用量较大的大型医药公
司和保健品企业达成共建基地合作
意向。

扎根天中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河南丰惠

积极参与，勇于担当，承担的平舆县
2020年度县十大重点农业项目“中药
材淫羊藿种植项目”，把中药材种植作
为推进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的重要抓
手，通过企业发展产业、成就事业，带

动就业，造福一方。
河南丰惠淫羊藿种苗繁育基地

（二王楼农场）对万冢镇牛庄村朱留
来、朱兰英夫妇实施就业帮扶，让其参
与公司基地种苗繁育工作，夫妇二人
稳定就业、稳定脱贫。

河南丰惠淫羊藿种植基地第八分
场负责人西洋店镇余庄村村民王天
长，通过政府与公司淫羊藿种植项目
扶持，种植淫羊藿 100亩，公司统一提
供种苗和技术服务，药材保护价回收，
不但实现个人致富，还通过基地生产
用工增加当地村民的收入。

选好种 种好药
致力大健康产业

淫羊藿俗称仙灵脾，其药用价值
主要为强筋骨、祛风湿，提高人体免
疫力等。目前，上市含有淫羊藿原料
或 配 伍 成 分 的 中 成 药 和 保 健 品 达
300 种以上。随着野生资源的枯竭

和国家对野生淫羊藿品种资源开发
保护，市场上所需淫羊藿的缺口会
越来越大，淫羊藿种植产业发展前景
广阔。

通过采用“企业+合作社+农户+
政府扶贫”的种植模式，河南丰惠根据
市场行情制定收购保护价格，将种植
农户纳入公司种植管理体系，通过选
好种、种好药，统一技术指导和生产管
理标准，保证基地淫羊藿药材产量和
质量的稳定。

目前，公司已建成淫羊藿标准化
种苗繁育基地 150亩，年可供淫羊藿
种苗1000万株以上，淫羊藿标准化种
植基地 3000 亩，涉及县 8个乡镇，年
稳产淫羊藿药材 200吨以上，带动当
地农户 500 余户，每户增收 6000 多
元。如今,该公司淫羊藿种植基地已
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技术最成熟的淫
羊藿规范化种植产业基地。

公司董事长朱三国表示，河南丰
惠计划 3 年内种植面积达 1 万-2 万
亩，首先满足盛诺基阿可拉定原料需
求和保健产品研发，可带动当地农户
1000 户，户均增收 8000 元以上。未
来 3-5年，种植面积达 3万亩以上，年
产值达 10亿元以上，为推进农村农业
产业化发展，带领农民增收致富和地
方经济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河南丰惠中药材发展有限公司选好种、种好药

扎根天中沃土 造福一方百姓

河南丰惠公司董事长朱三国河南丰惠公司董事长朱三国（（左左））和专家研究淫羊藿栽培技术和专家研究淫羊藿栽培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