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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领跑新兴产业领跑新赛道新赛道
项目建设激活力，千帆竞发势如虹。千米盐穴“变废为宝”、“小作坊”成长为“小巨人”、抽

水蓄能打造“绿色充电宝”、网络货运玩转“数字”经济……作为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平顶

山市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新赛道，抢滩新蓝海，数字经济、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加速起

势，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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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8月 13日，记者来到位于叶县产业
集聚区的华北油田盐穴储气库项目处，
只看到井口有几根进出管道，并不见大
型设备。“项目的‘主要内容’在地下
1200米的深处。”华北石油管理局有限
公司河南盐穴储气库分公司副总经理
张长江说。

叶县岩盐资源丰富，展布面积 400
平方公里，储量3300亿吨，品位居全国
井矿盐之首，被誉为“中国岩盐之都”。
依托资源优势，叶县大力招商引资、延链
补链，不断拉长盐化工产业链，使其成为
支柱产业之一。

中国平煤神马联合盐化有限公司
是叶县盐化工企业之一，拥有 13对盐
井、80万立方米岩盐储量，开发出精制
工业盐、饲料盐、金属钠盐等多种产品，
去年生产工业盐220多万吨。

随着岩盐的开采，地下千米深处留
下的一个个盐穴，再加上卤水处理的高
额费用，一度成为公司的包袱。而 30
公里外的西气东输二线，在河南缺少大
型天然气储备库。将千米盐穴改造为

储气库，可有效发挥应急、调峰、保障等
作用，把劣势变成优势。

2021 年，位于叶县的华北油田盐
穴储气库项目正式上马。项目总投资
60 亿元，总库容量 26 亿立方米，工作
气量 15.5 亿立方米，一期先导工程投
资 2.5 亿元。“盐穴相当于一个大型储
气库，气体转换效率高，4个小时就能
轮换一次，对天然气保供意义重大。”
张长江说。

得益于原有盐穴的基础，储气库的
建造也更加省时，原本 3 年的造腔工
期，如今 5个月便完成改造。目前已新
造或改造完成 2 对井。张长江介绍，

“改造一对井的成本是2000多万元，我
们将改造10对。”

合作也使联合盐化公司收益颇丰：
由于高压气体的支撑，盐穴不会在地面
形成塌陷区，解除了后顾之忧；新盐井
钻探任务交由储气库公司负责，不仅打
井效率高，而且盐井质量高；钻探过程
中产生的卤水，交给联合盐化处置，处
理费成了新“财源”。

目前，项目一期工程正在建设，预
计 2024年年底投用，整个项目 2035年
全部完工。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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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车，不见货，却将货运网络
辐射全国。8月10日，河南牛车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营运大厅内，工作人员
正忙碌调度车辆、审核新注册的车主
和货主资质，进行在线结算。

“我们依靠自主研发的‘牛里很’
网络货运平台，开通了网络货运和无
船承运两大业务板块，科学调度车
辆、船舶，提高物流效率，实现了公、
水、铁多式联运。”河南牛车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伟介绍。

目前，该公司已注册车辆2万余
辆、司机 2.4 万余人、船舶 31 艘，业
务覆盖河南、山西、内蒙古、新疆等
20多个省（区、市），上半年营收3.22

亿元。
牛车科技是平顶山市石龙区河

南网络货运数字经济产业园的入驻企
业。

数字大潮奔涌，转型时不我待。
“这是我省首家网络货运数字经济产
业园。”石龙区发改委主任李三杰介
绍，近年来，该区抢占新赛道，抢滩新
蓝海，不断做大做强平台经济、数字
经济。

今年3月份，该区与河南百邦仓
储物流有限公司谋划建设河南网络
货运数字经济产业园项目，助推传
统物流货运转型升级、打造“互联
网+智能物流”业态。

在利好政策吸引下，平顶山市
金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 7 月初

“一站式”入驻园区，通过“云石墨”
交易平台，将传统交易模式升级为

线上交易，使企业更高效地获得市
场信息和客户资源，减少销售成本
和交易费用，目前正面向全球碳石
墨企业客户开展点对点线上撮合交
易。

日前，该项目二期开工建设，预
计2024年年底全部建成投用。随着
越来越多的物流企业入驻，产业园将
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
能等先进技术，整合资源、搭建智慧
物联网平台，为网络货运企业及产业
链服务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

“预计今年实现产值 30 亿元。
计划3年内引进网络货运企业80家
以上，产值规模 150 亿元以上。”李
三杰信心满满地说，石龙区将继续
加大对产业园的扶持力度，出台最
优的惠企政策，努力打造百亿级数
字经济产业。③5

千米盐穴“变身”大型储气库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石少华

智能小车无人送料、复合冲剪机激
光切割、机器人智能钣金……8月 8日，
记者走进位于郏县经济技术开发区高
低压电气专业园的天晟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智能车间，一幅现代化的工业图景
展现在眼前。

“30余名高级技工通过键盘就可操
控整个车间的设备，工作效率和产品优
质率得到大幅度提升。”天晟电气总经
理周晓亚自豪地说。

天晟电气是一家集电力设备研发、
生产、销售、安装于一体的民营企业，生
产的油浸式变压器、干式变压器和箱式
变电站、高低压成套设备在国内同行业
民营企业中处于领先地位。该公司今
年上半年销售额达2.2亿元。

以天晟电气为主导的郏县高低压
电气专业园，目前已入驻 8家电气产业
相关企业，形成了龙头引领、梯队协同
的发展格局。

从一家维修变压器的小作坊起步，
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带动形成一
个产业园，天晟电气是如何实现跨越式
发展的？

“一根火柴易折断，十根火柴抱成
团。”周晓亚说，之前由于周边上下游

配套企业少，生产成本降不下来，面对
国内旺盛的市场需求，他们只能“望洋
兴叹”。

情况反映到郏县县委、县政府后，
公司很快迎来转机。该县开工建设高
低压电气专业园项目，通过延链补链强
链，切实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郏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乔东涛介绍，该项目占地 300亩，投资
11亿元，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具
有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高新技
术企业为宗旨，打造河南省最大的智能
化电气孵化基地。

成立工作专班、出台扶持政策，提
供定制化、多元化、个性化服务……3年
来，郏县“筑巢引凤”，浙江博时达电气、
河南拓宇电气、河南锦钰电气等纷至沓
来，形成集铁芯、电磁线、电器元配件三
大核心制造、安装、销售于一体的产业
链条，产品配套率达75%以上。

“各企业间实现无缝对接，有效缩
短了产品物流周期，降低了生产成本，
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周晓亚说。

乘着政策东风，天晟电气快速发
展，成为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国铁集团
等大型国企的重点采购单位，是平高集
团、许继集团的重点战略合作伙伴。

目前，郏县高低压电气专业园安置
就业1500余人，年产值约15亿元。③5

从“小作坊”到“小巨人”

玩转“数字”网络货运更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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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2日，沿着鲁山县赵村镇崎岖的山路盘旋而上，
在风光旖旎的崇山峻岭间，河南鲁山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施
工现场展现在眼前：挖掘机、装载机等重型机械穿梭往来，
一派紧锣密鼓的建设场面。

“抽水蓄能是一种储能技术，好比一个大型‘充电
宝’！”鲁山豫能抽水蓄能有限公司项目部工程师王建林形
象地比喻，在电力负荷低谷时，利用多余电能抽水到高处，
到电力负荷高峰期再放水至低处发电，通过电能与势能相
互转化，实现电能的储存和管理。

近年来，光伏、风力等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但受环境影
响，面临供需矛盾、稳定输出等难题。鲁山县山水资源丰富，
尤其深山区地势落差大，具备发展抽水蓄能的天然优势。

河南鲁山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总投资 87.66亿元，是我
省重点项目，也是河南投资集团投资最大的单体项目。该
项目于今年1月正式开工，包括上水库、输水系统、厂房系
统和下水库等建设，计划2028年年底全部并网发电。

“目前项目筹建期的各项工程正在紧张施工，包括进
场道路、施工电源、上下库连接道路、通风兼安全洞和交通
及自流排水洞5个标段。力争今年年底主厂房开挖，主体
工程开建。”王建林说。

作为鲁山县“十四五”时期开工建设的第一个近百亿
元大项目，该抽水蓄能电站建成后，将通过削峰填谷、调相
调频，有效减少新能源大规模随机并网冲击，优化河南电
网电源结构。

据介绍，该项目在发挥电力配套产业作用外，在生态
保护、观光旅游等方面也具有一定价值，对优化地区产业
结构、发展壮大工业经济具有重大意义。项目将为鲁山县
提供各类就业岗位约3000个。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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郏县高低压电气专业园区电气
智能车间。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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