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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日至 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
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公然
挑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言论评论品
牌“玉渊谭天”协同报道矩阵，连发多
个融媒体产品痛批卑劣政客佩洛西，
在海内外舆论场产生热烈反响。

佩洛西窜台消息曝光后，引发国
内舆论强烈愤慨，在美国也出现了强
烈质疑与反对的声音。在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新闻中心部署下，“玉渊谭天”
密切协同军事新闻部、亚太总站，持续
追踪佩洛西动向，在佩洛西行前，率先
推出短视频《不同视角看佩洛西窜访
台湾正在上演的拆台大戏》，详尽呈现
出佩洛西窜台决定在美国国会成了

“亲痛仇快”的党争新戏码。

佩洛西开启所谓“亚洲行”后，“玉
渊谭天”深度文字评论品牌【深谭】继
续锁定佩洛西，集中火力输出。8月 3
日，“玉渊谭天”微信公众号首发报道
《【深谭】丑闻缠身的投机分子，佩洛
西》，以故事化的叙述和历史纵深的视
角，揭露最近“烦心事很多”的佩洛西，
靠打“台湾牌”为自己谋取政治地位的
动机。8 月 4 日，【深谭】继续深入追
踪，推出《【深谭】佩洛西，一个被金钱

政治扭曲的危险女人》，总结了贯穿
“民主党筹款之王”佩洛西政治生涯的
逻辑——政治为家族利益服务、金钱
服务政治。

佩洛西窜台离开后，招致全球声
讨。“玉渊谭天”穷追猛打，于 8月 4日
晚推出《佩洛西，行将落幕》，揭示佩洛
西此行“未谋其利，先受其害”，给台湾
留下“烂摊子”，并最终以 140 多个国
家的政府以及多个国际组织的反对惨

淡收尾，强力解构、打消了佩洛西的气
焰和算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起底佩洛西的
报道，是国际传播中最有力量的声
音。截至 8月 5日，已有 160多个国家
发出了正义的声音，纷纷谴责佩洛西
窜台是严重的挑衅，是非常鲁莽和不
负责任的，而且都表示将坚持一个中
国原则，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③8（原载于CMG观察）

本报讯（记者 王昺南）8月 6日，
记者从省知识产权局获悉，日前，第
二十三届中国专利奖揭晓，我省再创
佳绩，共有 20项专利获奖，其中专利
金奖 2项、专利优秀奖 17项、外观设
计优秀奖1项。

本届中国专利奖我省获奖专利
中，洛阳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的“一
种钛酸锂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负
极片及锂离子电池”和中机新材料研
究院（郑州）有限公司的“一种新型紧
耦合气雾化喷嘴”2项专利获专利金
奖，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种
轧制宽幅镁合金板带的工艺”等 17

项专利获专利优秀奖，河南梦祥纯银
制品有限公司的“成套茶具（梦祥）”
获外观设计优秀奖。根据《河南省专
利奖励办法》，省政府将对获奖专利
予以奖励。

据了解，中国专利奖由国家知识
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主
办，是我国专利领域的最高奖，在国
际上具有广泛影响力，获奖专利创新
质量高、运用效益好、示范效应强。
中国专利奖重在强化知识产权的创
造、保护、运用，在鼓励和表彰技术创
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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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进“粉煤灰”等原料，“吐”出
来的却是兼具保温、防火、安全、环保
等功能的“神奇保温板”。在郑州工大
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
大科技”）的厂房里，如此的神奇一直
在延续。

“神奇保温板”名为无机塑化微孔
保温板（又称：塑化板），是工大科技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产品。目前，
工大科技“塑化板”每年可消纳 15万
吨以上粉煤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显著。

担纲“塑化板”研究的，是一支由
郑州大学教授、博士，高级工程师组成
的科研团队。他们历时五年攻坚克
难、反复试验，最终攻克了传统保温墙
材“保温”“防火”“安全”“环保”不能兼
具的世界性难题，填补了国内外市场
空白。

这是工大科技绿色低碳发展的一
个缩影。自成立以来，工大科技立足
中原，面向全国，始终以服务国家战
略、创造美好生活为己任，在践行绿色
低碳发展、助推建筑节能减排的创新
实践中一步一个脚印，步步为营，稳扎
稳打，贡献了“工大科技方案”，彰显了

“工大科技力量”。
久久为功，善作善成。多年来，工

大科技在防火、节能、高效、低碳等多
方面均有领先于行业的重大突破，并
且这种科技创新还在持续。工大科技
已然成为傲立中原，引领绿色低碳建
筑材料发展的一张靓丽名片。

魔力“小板材”

看上去是一块“灰头土脸”的小板
材，却因有“技压群雄”的本事，而充满

“魔力”。
作为主创人员之一的郑州大学土

木工程学院教授郑娟荣，从湖南大学
的本科到中国矿大的博士研究生，再
到清华大学博士后，直到工作后的研
究方向均为“无机非金属材料”领域，
深耕低碳环保型无机胶凝材料（代替
水泥）的应用基础理论研究多年，曾主
持完成了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的研究。

在郑娟荣看来，本项目研究过程

的最大创新点是在低温（≤70℃）下在
约130kg/m3的水泥基材料（水泥砂浆
和混凝土大于2000kg/m3）中造孔（即
造出均匀的、独立的、封闭性的“微米
级孔”）。

说起“小板材”的神奇魔力，工大
科技总经理赵振波神采奕奕、娓娓道
来。

小板材有大贡献。赵振波说，不
断提高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效率，是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举措。2021
年 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建立
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
导意见》中明确，建设资源综合利用基
地，促进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也就是说实现工业固废综合利
用，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而我们的
生产线一上马就实现了工业固废的综
合利用，每年可为我省消纳 15万吨以
上粉煤灰。”

小板材有大作用。“努力打好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这场硬仗，建筑领域责
任重大。据测算，2018年全国建筑运
行过程碳排放量约占当年全国碳排放
量的22%。因此，推动近零能耗建筑，
已成为建筑行业今后发展的必然。”赵
振波说，超低能耗建筑需要有节能效
果优良的建筑节能材料，如果用传统
的建筑节能材料，想达到近零能耗，很
难实现。即使能够实现，保温层的厚
度也会成为建筑的负担。而塑化板的
导热系数≤0.045W/(m·K)，在寒冷地
区，执行75％的节能标准，保温板厚度
仅需要 80mm；满足超低能耗建筑保
温板厚度160mm；实现近零能耗建筑
保温板厚度250mm。

小板材有大天地。塑化板应用范
围也十分广泛，例如：建筑外墙保温防
火，建筑物屋面保温，楼面保温隔声，
建筑物外立面的装饰线条、保温装饰
一体化板，管道保温；隔音减振等。目
前，塑化板在下游应用端的用途不断
被开发出来，已经能够广泛用于电力、
石化、通信、船舶及更多工业门类的冷
热设备、窑炉、管道等的隔热保温，再
加上隔音减振，防火门、彩钢板夹心填
充板等。

经专业人士测算，仅河南市场每
年需要塑化板达 300万立方米，市场
容量近 20 亿元；如果塑化板走向全
国，市场容量可达上千亿元。

不变“低碳情”

2020 年，我国明确提出 2030 年
“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

城乡建设是碳排放的主要领域之
一。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和产业结构
深度调整，城乡建设领域碳排放量及
其占全社会碳排放总量比例均将进一
步提高。

6月 30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城乡建设领域
碳达峰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推动低碳
建筑规模化发展，鼓励建设零碳建筑和
近零能耗建筑。建立完善节能降碳标
准计量体系，制定完善绿色建筑、零碳
建筑、绿色建造等标准。

超低能耗建材是超低能耗建筑的
基础，没有超低能耗建材超低能耗建
筑就是一句空话。正当建筑行业超低
能耗建材的需求不断增大，国内一些
材料企业苦于产品升级无门之时，一
条撩动人神经的消息引发行业关注：
2021年 9月 25日，工大科技与河南省
专注超低能耗的五方建筑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签约，开始在超低能耗建筑、近
零能耗建筑、节能改造、综合能源等多
个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在超低能耗建筑领域，工大科技
何以异军突起，成为行业翘楚？赵振
波用八个字道出了其中的奥秘：“瞄准
低碳、精益求精。”

赵振波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绿色
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在公司成立之初，

“绿色低碳”已深深植入每一位公司员
工的心中。研发之初，要把“粉煤灰”应
用到产品配方中，是科研团队的共识。

因势而谋，谋必高远；顺势而为，
为必功成。

经过多年的努力，产品指标不断
得以优化，2019 年，经国家建筑节能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验，产品各项
指标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干密度
130kg/m3，体积吸水率 4.0%，软化系
数0.70；抗压强度0.40MPa,拉拔强度
0.12MPa；导热系数 0.045W/（m·K），
燃烧性能 A 级。经过之后的反复试
验、提高，目前产品性能更加优化。

“产品的低碳除了体现在原料中使
用了大量的粉煤灰和产品良好的保温隔
热性外，还在于保温板的主要原料是水

泥，与钢筋水泥混凝土和高性能水泥基材
料均属于水泥基材料，可以实现结构—保
温同寿命，从而避免了建筑物生命周期
内二次更换保温材料。”赵振波说。

创新“不止步”

今日之河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重视科技创新，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需要创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渴求人才。

“以无机塑化微孔保温板为核心
材料，郑州工大科技又在进一步研发
两类高性能新型建材产品，即超低能
耗建筑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结构—无机
塑化微孔保温板一体化复合构件（简
称复合保温构件）和超低能耗建筑装
配式外保护层—夹心无机塑化微孔保
温板一体化外墙围护大板（简称复合
保温大板），以创新为底色，具有三大
创新特点。”作为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全国勘察设计行业信息化
与智能化专家，栗海玉自豪地说。

研发项目以无机胶凝材料、粉煤
灰、胶粉、化学添加剂等为原材料，经过
湿磨制浆、物理发泡、加入适量轻骨料、
混合注模，在规定条件下养护后，经脱
模、切割，制成兼具保温与防火并具有
良好塑性的微米级孔保温板材。以无
机塑化微孔保温板为核心材料，本项目
研发一种与其匹配的轻质抗裂外保护
层材料（HPC）：新拌合物的坍落度≥
200mm，干密度≤1950kg/m3，抗折
强度≥15MPa。因此，新型材料研发
是创新点之一。

研发的超低能耗建筑装配式钢筋
混凝土结构—无机塑化微孔保温板一
体化复合构件（简称复合保温构件），
采用反打混凝土技术，使保温板与结
构构件全粘结；再使用高强抗裂高性
能水泥基材料（HPC）做外保护层，通
过钢丝网及连接件将保温层与结构构
件可靠连接。这个体系将兼具外墙外
保温薄抹灰体系与结构保温夹心体系
的优点并避免各自缺陷。因此，新型
装配式结构—复合保温构件的研发与
推广是创新点之二。

研发的超低能耗建筑装配式外保
护层—夹心无机塑化微孔保温板一体
化外墙围护大板（简称复合保温大

板），其中无机塑化微孔保温板具有绿
色环保、耐火耐高温、保温隔热、吸水
率低、耐老化、轻质高强、隔音性好、抗
冻融性等特点，其研发与推广应用可
彻底解决传统保温材料的各种使用弊
端。研发以无机塑化微孔保温板为保
温层的复合保温大板集多功能（保温、
防火、防水、耐久等）并轻质低碳排放
于一体，通过装配式安装、技术规程、
标准图集和示范工程的建设，为我国
建筑领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重要
技术路线。因此，新型复合保温板研
发是创新点之三。

“创新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在创
新的道路上我们一直愿意做先行者。”
赵振波说。

责任“肩上挑”

2020 年 12 月 16 日，原国家建材
局副局长，国务院参事室原副主任蒋明
麟到工大科技调研指导。在现场观看
了塑化板的耐火性、抗压性及憎水性实
验，并听取了产品研发、推广、应用等详
细汇报后，对公司发展寄予厚望。

在省内，5月 19日，新乡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下发通知，明确禁止在外
墙薄抹灰系统中使用岩棉板及无机渗
透聚苯板，由此打响了河南省禁用岩
棉等传统外墙保温材料的第一枪。7
月 19日，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
南省加快材料产业优势再造换道领跑
行动计划（2022—2025 年）》，这为工
大科技优势再造领跑行业提供了强有
力的政策支持。

在省外，4月 29日，北京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通知，对加强房
屋建筑外墙外保温工程施工质量管理
工作做出进一步要求。7月 8日，上海
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碳达峰实施
方案》，到2030年，上海市新建民用建
筑全面执行超低能耗建筑标准。

……
随着省内省外形成合力，为无机

塑化微孔保温板推广应用提供了更加
广阔的空间。

初步形成以无机塑化微孔保温板
为核心的“复合保温构件和复合保温
大板”的绿色低碳装配式生产线；在河
南省创立“复合保温构件和复合保温
大板”建筑节能优质产品品牌；初步形

成一支研发、制备和应用“复合保温构
件和复合保温大板”建筑节能产品的
人才队伍……这是工大科技给自己定
的短期目标。

在完成项目研发之后，工大科技
还有自己长期规划：实现“复合保温构
件和复合保温大板”产品产量和效益
大幅度提升；以河南省为中心，使“复
合保温构件和复合保温大板”产品的
应用辐射周边省份或全国大部分地
区，力争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培
养一支高素质建筑节能产品的研发、
制备、销售、应用和管理人才队伍。

4月1日，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批准发布《无机塑化微孔保温板应用技
术规程》实施，在此前一个月，《河南省绿
色建筑条例》施行。“这为塑化板在河南
省乃至全国大力推广提供了政策支撑和
技术指导。”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节
能测评中心主任、国家建筑节能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专业总工杨玉忠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
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当下，河南把实施
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作
为“十大战略”之首，坚定走好创新驱动
高质量发展“华山一条道”。特别是把
重建重振省科学院作为建设国家创新
高地、重要人才中心的一号工程，打造
一流创新生态，为河南现代化建设插上
科技创新的翅膀，越飞越高、行稳致远。

3月28日，河南省科学院所属河南
建材院和工大科技在郑州正式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依据河南省科学院顶层设
计，双方共同参与河南省科学院绿色建
材产业研究院建设，并共同打造联合创
新平台，申报建设省级或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工程技术中心或协同创新中心。
这是工大科技融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和河南“十大战略”的生动实践。

“目前，工大科技已经在新郑市、
确山县和武陟县三个工厂投产，具备
50 万立方米产能。许昌市魏都区工
厂建设项目已经在抓紧筹建中，濮阳
市清丰县 200万产能的豫北基地已经
列入计划，全年 300万产能基本满足
河南市场的需要，并可辐射到周边省
市。”赵振波表示，作为高新技术企业，
愿与天下有志之士一道，有责任让绿
色健康的好产品走近千家万户，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板”保冷暖“碳”笑凯歌还
——探秘郑州工大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新华社南京8月 7日电
（记者 李秉宣 韩学扬）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
区按计划，继续在台岛周边
海空域进行实战化联合演
训，重点检验联合火力对地
打击和远距离空中打击能
力。

东部战区空军连续出动
预警机、轰炸机、干扰机、歼
轰机、歼击机等多型多批战
机，继续在台岛周边空域成
体系实施联合侦察、制空作
战、对地突击、支援掩护等实
战化演训。在海空体系支援
下，空中打击兵力协同远箱
火、常规导弹部队，区分多个
方向，对预定目标实施联合
精确打击演练；多支轰炸机
编队按照预设航线，南北双
向穿越台湾海峡；数架歼击
机联合海上驱护舰开展联合
演训。

东部战区空军参谋部某
处处长张智说：“此次行动，
系统检验了信息化条件下体
系进攻战役战法，锤炼提升
了对岛屿要害目标精确摧毁
能力，确保空中力量打得快、
打得准、打得狠。”

东部战区接续开展联合演训

检验精确打击能力

8月 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按计划，继续在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化联合演训。这是战机正在进行编队飞行。 新
华社发（王新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