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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煤神马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3010个岗位等你来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通讯员 张

宏怡）8月 3日，毕业于郑州大学的2021届硕士研究生郭
丽华到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培训单位参加岗前培训。
培训结束后，她将正式入职该集团河南神马艾迪安化工
有限公司。

郭丽华学的是化学工艺专业。今年 3月，当看到河
南神马艾迪安化工有限公司的招聘启事后，她立即投递
简历，面试后顺利签约。“公司一期 5万吨己二腈项目投
产后，将打破国内尼龙66产业关键原材料依赖进口的局
面，发展前景非常好。”对于签约的这家公司，身为平顶山
人的郭丽华可谓知根知底也做足了功课。

中国平煤神马一直坚持人才强企理念，在推动高质
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尤其是今年以来，该集团
积极响应“两稳一保”，做好定员定岗的同时，聚焦招聘活
动、岗位开发、政策稳岗，将本年度高校毕业生招聘计划
增加至3010人。目前，共有710多名毕业生与该集团的
子公司签约。

市场主体是稳定就业的“压舱石”，近年来，中国平煤神
马围绕煤焦、尼龙化工、新能源新材料三大产业，坚持项目
为王，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谋篇未
来产业，加快向全球优秀的高端功能材料领军企业迈进。

今年以来，该集团先后突破己二腈、石墨烯导热膜、阻
燃纤维、全钒液流电池、芯片硅料等一大批关键技术，并且
累计投资48亿元，谋划了己二腈、氢氨、绿能等61个强链
补链延链项目，建成后预计可提供上万个就业岗位。

针对优秀高校毕业生，该集团构建起包括薪酬提升、
给予安家费、提供住房补贴，开通职业晋升通道等优厚待
遇政策体系，确保优秀毕业生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今年截至目前，中国平煤神马已有 275名高校毕业
生入职，123名高校毕业生正在办理入职手续，216名高
校毕业生参加岗前培训。除招聘高校毕业生外，该集团
还通过市场化招聘1104人入职。7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通讯员 董
亚东）8月 8日，平顶山市石龙区居民王大爷为该区公安
局送去一面锦旗，并连声致谢。原来，王大爷放在小区门
口的电动车被盗，报警后，民警仅用8个小时便侦破了案
件，为王大爷挽回了损失。

一面锦旗映射出平顶山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
动”的成效。6月底以来，平顶山公安机关坚持整体防控
和重点治乱相结合，统筹落实“打、防、管、控、治”等各项
措施，广泛动员全警以雷霆万钧之势，严厉打击违法犯
罪，攻坚化解社会风险隐患。

行动中，平顶山公安机关组织警力和平安类社会组
织、群防群治力量，围绕广场、繁华商圈、学校、医院、夜市
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巡逻；深入辖区宾馆、洗浴中心等行
业场所，督促加强安全管理；深入群众夜间避暑场所，以
群众“看得见、容易懂、记得住”的方式开展反电诈、反盗
窃、防溺水、拒赌毒等安全知识宣传。

行动开展以来，平顶山市累计投入民辅警、武警
30598人次，投入群防群治巡防力量15.9万余人次，开展
夏季夜间临查临检行动 1142 次，抓获犯罪嫌疑人 264
人，排查各类矛盾纠纷 4135起，同时积极开展安全防范
宣传，有效提升了群众的安全感。7

平顶山市公安机关

“百日行动”提升群众安全感

平顶山加快推进新兴产业 抢滩新蓝海

一线传真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通讯员 崔
高阳）8月 4日傍晚，夜幕还未降临，位于汝州市沿河东路
的洗耳河小商品便民夜市便开市了。摊主姚红强正不紧
不慢地往摊位上摆放商品。其他摊主也各守其位，井然
有序。

之前这里可不是这样。为了抢占好位置，摊主们各
显神通，桌椅、板凳、石块都成了“占位神器”，不仅造成沿
河东路两侧市容乱象丛生，也严重影响着过往群众通行。

今年 6月，汝州市城市管理局按照“提前通知、公开
透明”原则，实行一摊一证管理，向有摆摊需求的摊主发
放摊位证，商户按照报名先后顺序，自由选择摊位位置。

“有了摊位证，不用再顶着大太阳提前占位了，到点再来
也有位置。”摊主胡笑苛告诉记者。

为拓宽灵活就业渠道，强化稳就业举措，汝州市城市
管理局结合往年夜市管理经验，进一步降低洗耳河小商
品便民夜市入市门槛，拓宽经营品种，摊位设置更加自由
多样，同时解除夜市经营时段车辆禁行要求，方便市民购
物，全面激活夜经济。

“我们结合商户报名情况，在确保不影响居民生活、
不妨碍交通秩序、不扰乱市容秩序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新
增摊位 364个。”该局负责人说，目前已为 468位摊主核
发了摊位证，并与摊主签订了文明经营承诺书。7

汝州

468位夜市摊主“持证”摆摊

近日，位于郏县长桥镇东长桥村的平顶山市绿禾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种植的富硒蟠桃、水蜜桃、李子等喜获丰
收，亩产值可达万元以上。近年来，该公司先后带动本村和
周围村庄200多户农民靠种植特色林果致富。图为务工
人员在采摘丰收的富硒蟠桃。7 古国凡 胡留卿 摄

宝丰生产的高纯石墨材料，占据全

国市场六成以上；汝州大易科技公司是

国家首批、河南唯一5A网络货运平台企

业，年货运量河南第一、全国前十；高新

区的宾康智能装备公司，让搬砖用上5G

技术；新华区抖云科技公司发展数字经

济，月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

新兴产业是引导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力量。每一次科技突破均会催生大量

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一个

国家、一个地区能否在新一轮竞争中胜

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充分挖掘和

发挥新兴技术的作用，培育和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

作为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平

顶山抢占新赛道，抢滩新蓝海，加快推

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

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

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近日，记者走

进平顶山，探访新兴产业领域的龙头企

业、科研院所和年轻创客，感受平顶山

市在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展现

出的责任与担当。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王超越

一家网络货运企业，用数字技术重新定
义了大宗物流：不直接拥有运力资产和物流
资产，其物流平台注册车辆53万辆、61万名
司机，与全国300多家大型货主型企业集团、
570家承运商建立合作，2017年运营至今，累
计交易货量3.85亿吨、交易额246亿元。

位于汝州市的中原大易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易科技”）是国内首批无车承
运试点企业、无船承运企业，是国家首批、
河南唯一AAAAA网络货运平台企业。

8 月 7 日，记者走进大易科技调度中
心。巨大的液晶屏幕前，随着工作人员键盘
一点，车辆运单轨迹和系统日志，派单、接单、

提货、卸货、签收、付款流程一目了然。
“通过货运信息数字化，让人、车、货三

方互联，平台进行全程可视化监控。货主
用手机随时查询货物状态及历史回放。”大
易科技汝州分公司总经理吴晓辉说，“就像
在货物上安装了‘眼睛’，安全又放心！”

大易科技先后在汝州、郑州、北京成立了
3个研发中心，创建了无车承运的“大脑”——
大易物流平台，以及“大易货主”“大易运力联
盟”和“大易司机”3个APP，行程覆盖全国20
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运输业务网。

货主点击“大易货主”APP上的“发布
货源”，承运车队可通过“大易运力联盟”
APP“接单”，个体司机也可直接通过“大易
司机”APP“接单”，根据合同信息接送货
物，让企业“找车”和司机“找货”不再难。

平台数据显示，车货智能匹配后，车辆
利用率提升85%、车辆空驶率降低至20%、
实载率提高到80%、车货配载时间降低至8
小时、运输成本降低15%—20%、运输事故
发生率小于1‰。

大易科技平台还采用北斗、GPS定位技
术，对在途车辆进行实时定位和轨迹监控，货
主可通过手机随时查看货物运输状态。此
外，平台还与保险公司合作，提货即自动生成
保单，确保货物安全。

基于“互联网+物流平台”带来的安全便
捷高效，该平台吸聚了大量“粉丝”。在全国
229家首批无车承运试点企业中，交易额、
运量、整合车辆数居全省第一，货运量居全
国前十。仅今年上半年，公司就实现营业收
入66亿元，实现税收6.58亿元。7

货运实现数字化 找车找货两不难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本报通讯员 石少华

火箭点火时，喷出的火焰足以融化钢
铁，喷嘴为何安然无恙？

“这要得益于一种特殊的非金属材
料——石墨。它具有很高的耐热性、耐热
冲性、耐腐蚀性和耐磨性，是新材料领域中
的第四大类材料。”8月 6日，五星新材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星新材”）副总经理
郝红涛介绍。

五星新材主打生产细结构各向同性高
纯石墨，先后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今年4月入选我省制
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名单。

“我们的生产线年产石墨 3 万吨，自
2016年起，产销量便稳居全国同行业第一
名。”郝红涛说，外表黢黑的石墨，以煅烧焦

加沥青等辅料制作而成。
石墨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军工、核工

业、氢燃料电池、负极材料、半导体、金属结
晶器、5G芯片等行业，是建造核反应堆使
用的减速材料和反射材料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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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用领域，也经常可以见到石墨的
“倩影”。“我们使用的铅笔芯就是石墨制
成。”郝红涛说，还有石墨做出的烤盘、砂
锅、电饭锅内胆等产品，深受市场青睐，身
价也翻了数倍。

正因如此，我国人造石墨市场需求巨
大。而煤焦资源丰富的平顶山，发展石墨
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全市几家特种
石墨生产企业，均由原宝丰县碳素厂改制
后发展而来。

创新是企业转型发展的关键一招。五
星新材拥有省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和企业

技术中心，在产业研发、检验、生产等领域
国内领先，并与多所科研院校开展产学研
合作，突破了多项行业技术壁垒。

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6.55亿元，同比增长 80%；纳税 8439万元，
同比增长 285%。郝红涛自信地说：“今年
初，我们又开工了年产3万吨的核级石墨项
目，该项目建成投产后，石墨产品年销量将
突破6万吨，总产值超30亿元。”

“我们利用传统煤焦优势，不断推动石
墨产业转型升级，目前已发展石墨原材料
生产及下游制品企业 39家，形成可循环、
节约、高效、短流程的产业发展链条。”宝丰
县工信局局长楚亚辉介绍。

2021 年，宝丰县生产高纯石墨 5.5 万
吨，完成总产值14.6亿元，产销量占全国市
场的六成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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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
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
冰珂 本报通讯员 石少华

8月 8日，平顶山市
新华区平顶山抖云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抖
云科技”）品牌产品专场
直播间里，主播正在镜头
前卖力地介绍各色新款
产品，现场一派火爆。

“现在我们销售最
好的是美妆产品、日用百
货、防晒护肤品，每天平
均在2000单左右。”公司
总经理丁晓东高兴地说。

然而，丁晓东的创
业之路并不平坦。两年
前，当他提出回乡创业
时，遭到家人质疑：回来
能折腾出个啥？

出生于 1992 年的
丁晓东，大学毕业后一
直在外从事电子商务、
新媒体及互联网行业，
在圈内混得风生水起。
放弃现成的事业从头做
起，不仅需要勇气，更需
要机遇和眼光。

近年来，平顶山大
力发展直播、电商等新
零售方式，新业态悄然
兴起。看准了商机，丁
晓东迅速回平顶山创办
了抖云科技。开办网
店、寻找货源、建立销售
网络……他带领团队一
路“奔跑”。

在抖云科技电商产品展示区，只
见 2000多种日用百货琳琅满目。“这
些商品中不仅有自己注册的品牌，还
有荣事达、匹克运动等厂家品牌销售
授权的产品。”抖云科技电商事业部主
管郭永恒介绍。

目前，该公司的国内电商以阿里巴
巴1688平台和抖音小店为主，国外电
商以亚马逊平台为主，总共运营网店80
余家，由两个部门的26名员工负责。

“除此之外，抖云科技还开发培育
了100多个直播间。”郭永恒说，当地主
播只需要负责拍视频就可在家带货，由
公司负责发货和对接所有售后服务。

抖云科技还开展有网红孵化业
务，从账号定位，选品、拍摄、开播活动
策划进行全方位教学。目前，该公司
已培育百万粉丝以上的网红 5位，提
供就业岗位 500余个，每年培训孵化
2000多名专业人才，全国合作的带货
达人超过160位。

一根网线，一头连接平顶山，一头
对接大市场。昔日8个人的小团队，如
今已发展成为涵盖直播、网红孵化、电
商及产品供应链等多板块业务的综合
电商基地，成为该市最大的电商直播
企业之一，月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

“未来我们将加大对本地农副产
品的选品、本地网红带货资源整合的
力度，通过直播带货为乡村振兴助
力。”丁晓东信心满满。7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王超越

8月 8日，在平顶山高新区内的河南宾
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宾
康”）调试车间，高速码坯机的工作场景令
记者大开眼界——

轻轻启动码坯机开关，夹盘缓缓下降，
夹起砖坯，再提升至预定高度，行走至砖垛
上方，旋转90°，放下砖坯……一连串动作
行云流水，循环往复，每小时可以码 5万块
以上标砖。整个过程不需人工参与。

“我们自主 研 发 的 高 速 码 坯 机 每 小
时码装面粉、大米、腻子粉等 1200 袋，码
一车砖坯也就是七八分钟，可以代替8个人
工……”河南宾康董事长李金鹏讲起第六代
高速码坯机的性能滔滔不绝。

河南宾康成立于2013年，是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公司集智能高速码坯机、卸砖打包
机的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致力推动建材
行业现代化，可为客户提供安装、调试、售后
等“一站式服务”。

凭借3个研发中心、100余项专利技术，
公司先后成功研制出9代10多款码坯机。其
生产的全自动高速码坯机、机器人码坯机、

“智慧云”码坯机、超大断面智能码坯机等，适
用多种窑型、满足多种砖型，有效解决了砖
厂、建筑工地现场搬砖作业招工难、速度慢、
效率低、劳动强度大、不安全等问题。

近年来，平顶山市以电气装备、矿山机
械设备、环保设备等优势产业为重点，大力
推进装备制造业结构、创新、制造、品牌等
全面升级，打造全国重要的现代化装备研
发制造产业基地。

河南宾康乘势而为。经过 6年潜心钻
研，公司第八代“智慧云码坯机”已经面世，

其“云管理、云服务”功能，实现了码坯机远
程调试、远程监控，还可支持Wi-Fi连接。

“我们公司码坯机的智能化程度在全
国砖瓦设备行业处于领先地位，客户遍布
国内 27个省、市、自治区，远销印尼、缅甸、
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广受
国内外制砖企业青睐和赞誉。”李金鹏自豪
地说。

2021年，河南宾康还与中国联通签约，
打造平顶山市首家5G工业化应用工厂，并
在所有产品的软件开发、程序编排中，都预
留5G端口，只要工厂和工地具备5G网络，
对机器的控制将更加稳定高效。

“我们将把 5G技术应用作为重点，以
智能化为目标，以节能环保为重点，努力推
动制砖行业优化升级，为客户制造出更多
优质高效的智能装备，为建材行业的创新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李金鹏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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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平顶山抖云科技有限公司电商直播
间内，主播正在销售小家电。

图② 五星新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
工人正忙碌生产细结构各向同性高纯石墨。

图③ 河南宾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生产的
智能高速码坯机。

图④ 中原大易科技有限公司调度中心，工
作人员正为来自全国的客户提供货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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