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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林州提出了建设“世界
人文山水城市”和宜居新林州的发展目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在
这片土地已生根发芽、深入人心。

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
需要，2015 年始，林州市供电公司积极配合
当地政府淘汰落后产能，主动编制汽配生产
企业锅炉“煤改电”方案，通过电能替代改造
提升传统汽车配件产业，指导 400 余家中小
型企业落实电能替代政策，废除冲天炉，完成
中频电解炉改造。投资 2300万元改造了 16
条 10 千伏线路，投资 1100 万元为汽配产业
园建设了 3座 10千伏开闭所。2018年，指导
旅游景区 500余户民宿、农家乐，实现厨房电
气化；投资 3.75亿元，完成全市 226个行政村
的“煤改电”配套电力设施改造工程。2016
年至今，有效减少燃煤锅炉消耗标准煤量 39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97.2万吨，减少二
氧化硫排放量 2.92万吨。

2021年，该公司将石板岩镇全电化景区
列为乡村电气化示范项目，全面提升了太行
山区电网的供电能力和可靠性，给当地旅游
业带来了更长足的发展动能。电力供应充足
可靠了，景区开始大力推广电厨房、电锅炉、
汽车充电桩等电能替代项目，智能、现代的技
术应用到每一处细节当中，大大提高了接待
效率。

在电力的助力下，石板岩镇如今已变成
满目青翠、游人如织的国家 5A级景区。红旗
渠畔，太行山下，被五彩灯光和美景美食点亮
的众多林州乡村、民宿，如今正成为省内外游
客休闲度假的旅游胜地，喝着漳河水，用着优
质电长大的林州人，正大步走在振兴发展的
道路上。

坚持党建引领 绘就乡村“美图景”

走进龙泉镇东上庄村，村子里房屋院落布
局整齐，“美丽乡村”山水墨画点缀于外墙立
面，家家户户门前绿意盎然，还有远处倒映在
水面上连栋的温室大棚、5000平方米的标准
化足球场、60亩的金丝黄菊种植基地……谁
承想，几年前，这里还是省级贫困村。

而如今，这个南有浅山丘陵、北部渠水环
绕的小村庄实现美丽蝶变，去年还被认定为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个中原因，该村党支
部书记李赐禄给出了答案。

“乘着‘五星’支部创建的东风，我们强化
党建引领，大力推动支部标准化建设，因地制
宜做大做强菊花种植产业，持续发展羊肚菌种
植，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去年村集体收入达30
余万元。”李赐禄说。

遍访龙安区，像东上庄这样“化茧为蝶”的
村子还有很多。今年以来，该区结合实际，在
党建引领下高位推进“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实
行区乡村三级联动，全力打造“五星”闪耀多彩
龙安新局面。

据悉，该区实行“总牵头+分牵头”的机
制，整体工作由区委组织部总牵头，区委宣传
部、区委政法委、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等多部门分牵头，各部门分工协作，并将
帮助所分包的乡（镇）、村（社区）两级逐一进行
分析研判，做到“一村一报告”，整顿方案做到

“一村一方案”，真正悟透“五星”支部创建的重
点任务、指标定义等。

在党建引领下，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
城乡交通条件持续改善，G341龙安段、龙安大
道等7条主要公路建成通车，安新高速龙安段
正式开工；特色产业发展迈出坚实步伐，花卉
苗木种植面积达到3.5万亩，投资7000万元的
真迪央厨项目正式投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
勃发展，培育省、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1
家，家庭农场 5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197家；
人居环境整治效果明显，农村垃圾市场化运作
全面铺开，大力实施生活污水治理，完成厕所
改造 4.93万户、背街小巷道路硬化 577条；农
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全区村级年集体收入全
部达5万元以上……

强化产业支撑 释放经济“新魅力”

一台台“机械手”收缩自如，有序运转，通过
自动化控制，将弹条从工作台上快速取下，一个
个弹条沿着输送带源源不断地送出来……在
安阳市铁路器材有限责任公司的弹条车间内，
机械化“智慧”工厂赫然可见。

龙安区坚持抓产业、抓项目、强支撑，促
使经济发展提质增效。为推动传统产业焕发
出新活力，该区坚持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
核心位置，持续强化科技对企业的支撑引领
作用，切实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帮助企业纾困
解难。

“为激励企业研发热情，提升核心竞争力，
我们为企业派遣科技特派员，帮助企业解难
点、疏痛点。”龙安区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武
晓军说，他们着力创新平台，下拨资金，为企业
搭线派遣科技特派员，以多种方式助力企业创
新发展。

真抓实干，立竿见影。辖区内，湖波熟料有
限公司等4家企业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工厂，鼎鼎
实业被认定为国家“小巨人”企业，岷山环能高科
入选河南先进制造业重点培育头雁企业。

该区工业转型升级持续加快，新兴产业蓬
勃发展。“三新”产业园建设迈上新台阶，光伏
玻璃和光热玻璃项目投产达效、产销两旺，药
用玻璃项目全面开工；福斯罗轨道扣件项目开
启产业国际合作新局面，福宁钢结构设备桥梁
等项目建成投产；钣喷产业园当年开工并建成
运营，打造了国内首个绿色钣喷、清洁生产示
范园区；静脉产业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
成发电，餐厨垃圾协同处理项目试运行；印刷
产业园入驻企业15家。

值得一提的是，该区生态旅游产业开发势
头正足。加快发展彰武小南海文化旅游组团，
核心区建设加快启动；安阳花卉苗木博览园今
年将建成运营，生态旅游快速通道（乡村振兴
示范路）即将动工，花卉苗木产业和生态旅游
加快融合发展；昆玉山和洹河峡谷景区创建成
为 AAA级景区；大力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新
造林 1.17万亩；投资 1.1亿元实施山水林田湖
草沙南太行生态修复项目 3个，其中 2个被评
为省先进示范项目，可持续发展生态基础进一
步筑牢。

聚焦民生福祉 托起群众“幸福梦”

“现在镇上，甚至村里都有了这便民服务
中心，俺办啥事儿直接来这儿就行，那比以前
方便得多了。”在善应镇党政综合便民服务中
心，在此处办理慈善血透项目申请的南善应村
村民王明得高兴地说。

“像王老先生这个申请，他只需要填好申
请表在村里和医院盖上章就行，剩下的都由我
们这边来处理。”工作人员窦思思告诉笔者，放
在以前，老先生可能要镇上、区里跑好多次、找
好几个部门。

为切实减少群众办事跑腿次数，降低群众
的办事成本，龙安区积极探索“群众办事不出
村”便民服务新模式。结合实际，该区梳理出
37 项区级常办民生服务事项，通过线上、线
下、掌上有机结合，让群众不出村就能办成
事。据悉，“群众办事不出村”模式已实现198
个村（社区）全覆盖。

如今在龙安区，群众可感可知的实惠背
后，是一项项惠民举措接连出台，是一个个民
生项目落地开花。

悉数十年，幸福无数。该区脱贫攻坚任
务如期完成，污染防治取得阶段性成果，风险
防范有力有效，连续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科
学调度实现安全度汛；实施西南片区、“两河
新城”等棚户区改造项目，万和城二期、嘉洲
文庭等 51个房地产项目建成，完成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 45个；坚持教育优先，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工作顺利通过国家评估验收；加大文
化体育设施投入，建成 108 个基层文化服务
中心、8个城市书房、6块社会足球场；新增绿
地 34万平方米，城区绿化率达到 43%；乡镇
卫生院医疗设施逐步完善，基层医疗服务水
平不断提升；投资 1.4亿元的南海水库移民避
险解困工程安置房全面完成；就业工作连续
5年超额完成市定目标，引进人才 237人；南
水北调西部调水、“引热入安”等全市重大民
生工程顺利实施……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建设新时代现
代化强区的奋斗目标，在创新驱动、项目带动、
转型发展、生态建设、党建引领等各个方面实
现新突破，真抓实干、奋勇争先，以出色工作助
力安阳绚丽多彩，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安阳市委常委、龙安区委书记李
可满怀信心地说。

多彩龙安 奋勇争先

林州是红旗渠精神的发祥地，“四

有书记”谷文昌的故乡，正在高质量建

设豫西北现代化中等城市。党的十八

大以来，国网林州市供电公司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扎根红旗渠畔，坚守初心使命、履

职尽责担当，以科学发展开新局、砥砺

奋进勇担当为林州源源不断注入发展

动能，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崭

新成就。

□李旭兵 张澜
金秋时节，走访安阳市龙安区，但

见花卉苗木博览园项目已见雏形，静

脉产业园运转有序，安铁器材、湖波熟

料公司俨然一副绿色工厂模样，生产

正酣；东上庄村、冯家洞村面貌一新，

村内环境干净整洁，特色产业“一村一

品”，各有千秋；辖区内公园、游园一步

一景，游人如织……

非凡十年，数据亮眼，成绩斐然。

该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5%，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25.7%，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至 10亿元，翻了

一番，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良好态势。

近年来，龙安区大力打造工业强

区，开放兴区，建设城乡一体、美丽宜

居新城区，在抢抓机遇中厚植优势，在

深化改革中破解难题，在应对挑战中

逆势而进，谱写了龙安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

□赵阿娜

国网林州市供电公司

践行国网担当
书写时代答卷

2022年 8月 15日，国网林州市供电公司
调度系统告警，配电自动化云主站系统在 5
分钟内通过自动研判得出“东姚变电站东 2
号东头线路接地”的故障警示结果。这是全
省首次将基于云主站技术的接地自动研判功
能推向调度实用化，也是配电自动化系统向
实际应用推进过程中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林州电网发展由弱到
强，再到如今逐步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倾注
了无数电力人的汗水与激情。

这十年，国网林州市供电公司固强补短、
厚积薄发，电网实现本质提升。仅在“十三
五”期间，林州供电公司就累计投入 13.07 亿

元，新建及扩建 110千伏变电站 4座，解决了
石板岩站“一线双站”问题，新建改造 10千伏
线路 1514.5 千米，台区 2166 个、容量 64.9 万
千伏安，户均配变容量增长 201%，配电线路
跳闸次数下降 89.72%，形成了以 220千伏为
支撑、110 千伏为主网架、35 千伏辐射 16 个
镇的电网格局，电网供电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十年来，随着农村配电网升级改造、“井
井通电”、贫困村电网改造、“煤改电”等工程
的先后实施，林州告别了曾经刮风下雨就停
电的日子，实现了从“用上电”到“用好电”的
转变。每当夜幕降临，灿若星河的万家灯火
总会为红旗渠畔的这座山城增添万种柔情。

工业是林州的支柱产业，是林州谱写“美
太行”创业“第四部曲”的中流砥柱。近年来，
林州市持续厚植优势，进一步做大做强工业
项目，为高质量建设中等城市和持续当好省、
市发展排头兵提供坚强支撑。

光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林州市产
业集聚区，主营电子级玻璃纤维细若蛛丝，被
纺成电子布后，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光远
新材产能持续扩大，逐步发展成为业内的龙
头企业。为满足生产发展需求，该企业计划
在 2022年投运新的生产线，并于今年 5月向
供电公司申请增容 5 万千伏安变压器，增容
后合计容量达到 15万千伏安。

国网林州市供电公司主动上门办理增容

手续、勘查现场，并制定“一企一策”供电服务
保障方案。施工过程中，供电公司专业技术
人员深入现场进行指导、查看进度，保障变压
器顺利完成增容。

2022 年，国网林州市供电公司完成 107
家 企 业 的 业 扩 报 装 工 作 ，累 计 增 加 容 量
168110 千伏安，主动上门服务 342 次，企业
客户满意率 100%。

“过去 10 年，我们大力推行‘三零’‘三
省’办电服务，最大限度压环节、减时间、降成
本、提高供电可靠性，全面提升客户满意度。

‘十三五’期间，我们严格落实各项降电价政
策要求，累计减少客户用电成本 2.22 亿元。”
国网林州市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李亮说。

十年磨砺迎蜕变 潜心发展“弱到强”

主动上门服务 企业客户满意率100%

助力“双碳”进程 开辟绿色振兴路

①①

①林州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景
区指导客户使用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 苏世一 摄
②2022年，林州市供电公
司施工人员在110千伏
桂东光伏发电配套
工程建设现场。
苏世一 摄

②②

2017年，林州市供电公司员工奋战在石板岩镇山区贫困村电网改造现场。苏世一 摄

林州市临淇镇林州市临淇镇5050MWMW风力发电场风力发电场。。苏世一苏世一 摄摄

▲日新月异的龙安区。
龙安区委宣传部提供

◀安彩光热科技公司员工正在
确认玻璃外观。韩亚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