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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煤神马集团成功研发
出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己二
腈生产技术，并迅速上马一期
5万吨量产项目，建成后将助
力该集团尼龙产业的持续稳
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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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11月
13日，记者从平顶山市石龙区纪委监委获悉，日前该区印发实
施《用好“一绳两网”激励干事创业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办法》），实行容错纠错，系好“安全绳”；坚持抓早抓小，织密

“监督网”；开展澄清正名，构建“保护网”，为党员干部卸包袱、鼓
士气。

“以前总想着给村里多建点项目，提高群众的收入，可总怕
有人背后说三道四。有了这办法，俺就少了顾虑，趁着乡村振兴
的好政策，带领大家好好干，让群众生活更幸福！”该区人民路街
道夏庄社区党支部书记武艳宾说。

在基层，类似有武艳宾这样的顾虑的人不在少数。石龙区
委组建“一绳两网”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有关事项研判分析和审
批处置工作，区纪委监委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对容错范围、备案
流程、处置方式都作了详细规定。

据介绍，该《办法》将打击诬告陷害、恶意举报与澄清正名同
向发力、双管齐下，尤其对重大节日、庆典、活动、事项、项目实
施、换届选举等过程中故意阻挠或干扰、制造声势导致不良后果
的，依纪依法予以打击处理；区纪委监委查实属于诬告陷害确需
要澄清正名的，以适当范围、适当方式给予澄清，真正为担当者
负责、为干事者撑腰。8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王冰珂）从待业在家的留守妇女，
到成为拿证上岗的家政女工，张利鸽切身
体会到了技能培训的好处。“给俺们免费
培训 7天，还安排工作。每月工资三千多
呢。”11月 12日，张利鸽感激地说。

34岁的张利鸽家住郏县县城，上有老
下有小，没有办法外出务工。前不久，郏
县妇联联合家政公司开展免费家政技能
培训，张利鸽和80多名妇女一起报名参加
了培训，学习了宝宝护理、月子餐、婴儿喂
养、老年护理等技能，顺利通过结业考核，
拿到了技能证书，陆续被推荐到相关岗位
上就业。

郏县妇联主席梁静介绍，今年以来，郏

县已有3600名妇女像张利鸽一样，参加了
县、乡妇联组织的各类巾帼技能培训班21
期，其中 260名城乡留守妇女靠技术顺利
就业，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有生力量。

就业是最大民生，如何帮助广大妇女
靠技能技术就业？郏县妇联深入学习贯
彻全省“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要求，
以实施“巾帼技能提升行动”为抓手，弹好
巾帼赋能“四弦琴”，最大限度提高培训取
证率、就业率、增收率。

弹好“示范引领”弦，加大培训力度。
郏县对全县留守妇女数量、就业能力等进
行调查、统计，细化、量化培训任务，常态
化开展培训活动，定时总结、全年考核。
今年“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家政服务技能

培训进乡村活动启动后，郏县妇联先后在
多个乡（镇、街道）组织开展活动，让更多
的妇女实现在家门口培训、家门口就业。

弹好“课程设计”弦，增强培训实效。
郏县妇联针对城乡留守妇女特点，按照就
业门槛低、就业方式灵活以及想干啥就学
啥的思路，指导各级妇联和县内各培训机
构，既开设家政、育婴、产妇和老年护理等
热门课程，也开设手工编织、来料加工、科
学种田和养殖等涉农课程，还开设淘宝网
店运营等电商课程。每次的培训课程、培
训时间发出后，大家都争相报名。

弹好“技能就业”弦，促进就业致富。
郏县妇联一方面加强与绿禾农业、巧媳妇
家政公司等县域内 10多家巾帼创业示范

基地联系，共同构建企业用人信息和技能
人才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加强与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劳动保障局联系，积极鼓励
通过培训掌握一技之长的妇女外出就
业。今年以来，郏县已有 150名巾帼赋能
人员先后在县外就业。

弹好“跟踪服务”弦，当好“娘家人”。
作为全县妇女的“娘家人”，郏县妇联全程
跟进“巾帼赋能提升”行动的岗前培训、岗
后服务，切实维护好就业女工的合法权
益。目前，郏县已建成“妇女之家”96个，
开通了妇女维权热线电话，积极引导广大
妇女加入“四新组织之家”“郏县巧媳妇工
程”等组织。今年以来，郏县妇联已帮助
25名就业女性进行维权。8

一家企业，能攻克行业技术难题，已
实属不易；但若连续攻克多个领域的技
术难题，当令人起敬。

己二腈是尼龙 66 链条的核心原材
料。如今，平煤神马集团成功研发出具
有完全知识产权的己二腈生产技术，并
迅速上马一期 5 万吨量产项目，建成后
将助力该集团尼龙产业的持续稳定发
展。

同具重大意义的，还有芯片硅料项
目。该集团区熔硅的研发，纯度品质世
界领先，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这
一核心技术的国家，对确保我国半导体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
进步之魂。平煤神马集团立足建设世界
一流企业目标，更是把创新摆在发展的
逻辑起点，着力建设“六个一批”科技创
新工作体系，即建设一批战略引领型项
目、培育一批科技创新共享型孵化企业、
研发一批重大科技攻关课题、建成一批
产品研发型全流程重点实验室，搭建一
批产学研合作交流平台、培养一批高层
次科技创新人才，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
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动产业基
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努力在国内大
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成为关键环、
中高端。

前不久，在该集团帘子布公司、帘子
布发展公司召开的科技创新推进会上，
针对研发高端新产品、解决技术难题，首
批 37 个“揭榜挂帅”项目正式发布，最高
奖励 20 万元。“只要能实实在在解决问
题，任何职工、团队都可提交可行性技术
方案，最终依据考核结果进行奖励。”该
公司总经理仵晓说。

为营造科技创新的浓厚氛围，该集
团制定了重点项目科研投入视同利润进
行考核、科研仪器设备购置费用优先保
证、对科研人员加大奖励力度、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等一系列保障措施，呈现出明
显效果。

目前，平煤神马集团已建成炼焦资
源开发利用、高性能碳材料、尼龙纤维和
尼龙工程塑料 4 个全流程实验室，首批
上马了 22 项重大科研项目，在一大批技
术上取得重大突破，并依托于此，建成了
全球最完整的煤基尼龙化工、碳材料、硅
材料和氢能三条特色产业链。

平顶山质量基础设施

首个一站式服务工作站揭牌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通讯员 高轶鹏）11月 16日，平顶山

市首个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工作站——平顶山高新区质量
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工作站挂牌运行。

据介绍，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工作站可为企业特别是
中小企业提供全链条、全方位、全过程质量基础设施综合服务，
是市场监管局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的创新举措，也是“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生动注脚，对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
企业质量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高新区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工作站秉持“一站
式办理、协同化集成、零距离服务”理念，通过有机融合质量基础
设施资源，将为高新区各产业园区企业提供检验检测、标准化建
设、认证认可、计量技术、特种设备技术、品牌培育、质量意识提
升、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咨询等九大类服务。

平顶山高新区管委会主任赵秀红说，家门口的工作站能
第一时间解决企业高质量发展难题，一站式的服务模式更能
精准、高效对接需求，为企业注入活力、再添动力。高新区将
充分协调各方力量，为企业提供热情、规范、便捷、高效的质
量综合服务新平台，助力企业提质增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8

市级惠民补贴“一卡通”签约启动
本报讯（记者 薛迎辉 通讯员 王代诺）11月 16日，记者获

悉，平顶山市级惠民补贴“一卡通”签约暨惠民政策进万家活动
近日在叶县人民文化广场启动，该市财政局与平顶山银行签订
市级惠民“一卡通”合作协议。今后，该市市本级惠民惠农补贴
将通过平顶山银行代理发放至群众的社保卡中。

据该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平顶山市惠民惠农财政
补贴政策项目分中央、省定、市定三级共 54 项。其中，市定
项目有 5项，分别为资助贫困残疾学生就学及奖励残疾人大
学生补贴、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补助、独生子女父母
一方死亡困难家庭救助、失独家庭一次性救助、提高失独特
别扶助金。

自该市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工作开展以
来，平顶山市财政局联合“一卡通”联席单位积极梳理补贴项目
并形成清单及时公布。市县两级人社部门积极配合各类补贴项
目主管单位，及时为享受待遇人员制作社保卡。

目前，郏县、石龙区、叶县、舞钢市、湛河区、宝丰县 6个县
（市、区）已通过“一卡通”系统实现补贴资金集中发放，累计兑付
补贴381万余元，涉及群众1969人次。8

鲁山县

入选全国抓党建促脱贫攻坚案例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通讯员 胡晓 常洪涛）日前，从鲁山

县委组织部传来消息：鲁山县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经验入选
《抓党建促脱贫攻坚案例选·扛起责任》一书。该书由中共中央
组织部组织二局组织编印、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全国
48个县（市、区）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的典型案例，我省仅 2
个案例入选。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鲁山县大力实施基层堡垒优强工程，
制定村级组织“六个规范”建设标准，200多个行政村（社区）达
到规范化建设标准；开展村干部“学历+能力”双提升行动，对
2900多名村干部进行全员轮训，组织400余名村干部报考成人
高考；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创新推广“支部建在产
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人才育在产业链、农民富在产业链”的

“四链模式”，建立产业党组织101个，培育了食用菌、蓝莓、酥梨
等 10大特色产业；以“红鹰创业工程”为抓手，探索推行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7种模式，打造集体经济示范带，全县555个行政村
（社区）集体经济年收入达 5万元以上，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
基础。8

“一绳两网”激励干事创业活力

近年来，叶县廉村镇采用“辣椒+小麦”“辣椒+土豆”等多种
套种模式，种植辣椒近1万亩，累计带动4720余名群众增收致
富。图为11月14日，81岁的村民潘会笑正在摘辣椒。8 本
报记者 张建新 摄

平煤神马连续攻克技术难题

努力成为关键环 中高端

郏县大力实施巾帼技能提升行动

免费培训学技能 先拿证书再就业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文 通讯员 丁罗义
郭东伟/图）近日，鲁山县张良镇吉庄耀伟甜柿成
熟，果园里挂满红彤彤的“小灯笼”，鲜艳夺目，美
如画卷。

鲁山县耀伟甜柿试验基地是河南省首个新品
种甜柿试验基地，培育的优良品种阳丰甜柿即采
即食、脆甜爽口，经过科学管理，今年喜获丰收，预
计亩产果万斤左右，产值3万多元，吸引大量周边
群众前来采摘品尝、学习引种。8

红柿满枝头
果农甜心头

11月15日，中国尼龙城，平

煤神马集团聚碳材料公司。随着

聚碳材料及配套双酚A项目试生

产有序推进，利用烧碱和液氯生

成高附加值的聚碳酸酯（PC）材

料的聚变反应开始上演。

“项目自开工以来，创出

了‘深圳速度’。如今一期项

目即将投产，将有力带动氯碱

产业提档升级，有助集团打造

新型盐化工产业链，实现煤化

工、盐化工、尼龙化工‘三化一

体’协同发展，大幅提升河南

省乃至全国盐化产业高端化、

精细化发展水平。”该公司总

经理刘武松说。

近年来，平煤神马集团围

绕传统产业高位嫁接、新兴产

业抢滩占先、未来产业前瞻布

局，沿着煤焦化工转型升级方

向，坚持项目引领、创新驱动、

迈上高端，不断加快向新能源

新材料企业转型，前三季度主

要经济指标稳居全省国企领

先地位，有力助推了全省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张建新 薛迎辉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一边是煤焦产业的富余产物，一边是尼
龙产业的稀缺原料，让二者完美对接，是打
通煤基尼龙产业链的必经之路。

氢氨项目便是这“关键一招”。平煤神
马集团氢氨项目作为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
区的供气中心，也是尼龙产业的重
要补链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解
决尼龙制品合成氨、氢气资
源短缺难题，提升中国尼
龙城整体竞争力。

项目是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载体。平
煤神马集团立足新
阶段、新理念、新格
局，牢固树立“项目
为王”理念，大力实
施固链延链补链强链
工程，精心谋划了“十
四五”时期 75个优质项
目，进一步做大产业规模。

同时，该集团还投入大量资
金，加大尼龙化工、新能源新材料板块
高端化、精细化、差异化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并
布局了一批具有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项目，
加快向碳纤维、储能等前瞻性产业领域迈进。

阻燃纤维、尼龙 66特种丝等已实现量

产，石墨烯导热膜、芳纶骨架材料正加快转
化，拟投资120亿元建设的3GW光伏电站
已全面规划……如今，该集团产业链逐渐延
伸到中高端，产品广泛应用于高铁、汽车、航
空航天、船用绳缆、军工及民用高端领域，并

向着“深海、深地、深空、深蓝”持续
探索延伸。

今天的项目，就是未
来的希望。“我们将深入
学习贯彻省第十一次
党代会精神，围绕我
省‘两个确保’战略
部署，锚定世界一流
企业目标，坚持高
端化、多元化、低碳
化发展方向，加快传
统产业升级、新兴产

业培育、未来产业布
局，为助力资源型城市转

型、现代化河南建设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平煤神马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李毛说。8

布局战略引领性项目 向前瞻性产业领域迈进

连续攻克技术难题
填补多项国内空白

▲世界先进、国内最大的超高功率石
墨电极生产基地。8 平煤神马集团宣
传部提供

工艺技术国内领先的双30万吨己二酸己内酰胺生产基地——尼龙科技公司。8
平煤神马集团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