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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城市提质 幸福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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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动经济快速恢复

开足马力赶进度 基础设施展新颜

本报讯（记者 樊霞 成利军）听不
到机器的轰鸣声，看不见忙碌的工人，
但一只无形的“手”，却能将水泥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悄悄“捕集”，在催
化剂的作用下生成一种新材料。

11月 24 日，在济源中联水泥有限
公司，站在正在试车的我国建材行业首
条钢渣捕集水泥窑烟气二氧化碳制备
胶凝材料生产线前，总经理匡三浩介
绍，投产后这只“手”一年可“抓捕”水泥
窑烟气二氧化碳 1.6 万吨，每年可利用
钢渣合成生产30万吨胶凝材料和30万
吨复合材料，“是核心技术助力我们从
空气中抓取财富”。

近年来，以传统产业为基础的济源
工业，正在加快发展富有特色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促进产
业结构调整和发展动力转换。

记者近日走访多家企业发现，不少
制造业企业或自主研发，或与科研平台

“联姻”，利用大量具有专利权的核心技
术，不断推动“老字号”跑进“新赛道”、传
统产业“蝶变”为新兴产业。

走进位于济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的河南金利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洁净
敞亮的数字化车间呈现一派繁忙的景
象，技术人员正在对一台大型起重装备
进行检测调试。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由于拥有自己的技术研发团队，
自2020年 9月投产以来，公司短短两年
多时间已申请了几十项专利，自主研发
生产的 JLD2250 型风电塔机最大起重
吨位达180吨，最大起升高度达198米，
为国内同类产品之最。

掌握核心技术成为济源越来越多新
兴产业企业的发展“密码”。记者日前从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工业和科技创新委
员会了解到，济源目前已拥有23家战略
性 新 兴 产 业 企 业 ，2021 年 实 现 产 值
264.7亿元，同比增长37.8%。这些新兴
产业涉及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节
能环保等领域，主要产品有高纯度锌、太
阳能发电、风能发电、纳米稀土等。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化红军
康晓灿）初冬时节，在位于禹州市陶瓷产业
园的圣戈班绿色建材产业基地项目工地，
机械轰鸣，工人忙碌，一派火热的建设场
景。

这个由世界500强企业法国圣戈班集
团投资10亿元建设的产业项目，明年 5月
份建成投产后，可年产 20 万吨石膏粉、
4000万平方米石膏板，实现年产值 12亿
元。

“依托一流技术，推动绿色发展。”11
月 25日，圣戈班项目经理韩杰介绍，禹州
龙岗及周边地区的 8家燃煤电厂，发电时
每天产生大量脱硫石膏固体废弃物。通过
圣戈班的技术和工艺流程，这些固废“变
身”环保型石膏粉、石膏板，实现燃煤电厂
副产品的循环利用，也构建了一条循环经
济发展的产业链。

圣戈班绿色建材产业基地项目是将资
源“吃干榨净”、发展循环经济的样板，也是
禹州市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产业转型蝶变
的缩影。

禹州昔日以盛产煤炭、铝矾土而闻名，
资源经济在带动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产
业粗放、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去年以来，
禹州市着力破除资源依赖，以打造“工业强
市、文明新城”为目标，把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作为主攻方向，聚焦新材料、装备制造、
医药健康三大主导产业，坚持“项目为王”，
通过项目支撑转型升级、“换道领跑”，推动
经济发展提质增效。

总投资 60亿元的天道锂电池负极材
料产业基地项目“花落”禹州，实现了从

“煤+电”产业链向“煤+电+负极材料+锂电
池”产业链的转变；总投资20亿元的普莱斯
德新型保温材料项目开工建设，有效带动
一大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入驻禹州……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禹州市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以“万人助
万企”活动为抓手，认真落实重点企业（项
目）“白名单”、闭环施工管理等制度，确保
企业不停产、项目不停工。今年前三季度，
该市 160个产业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371.4
亿元，占年度投资的97.5%；(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陈晨 河南日报社
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鹤壁老城，万

“巷”更新，活力奔涌。
“昔日垃圾填埋场被改造升级成

枫岭体育公园，老旧厂房、锅炉房等闲
置资源‘变废为宝’打造成社区‘一站
式’综合服务中心，‘颜值高’‘有内涵’
的爱情小巷成为网红打卡地……如今
的山城，一巷一特色、一街一景观、一
园一文化，品质生活圈逐步扩大，城市
更新步伐不断加速，群众幸福指数持
续提升。”11月 25 日，鹤壁市山城区
创城办负责人刘晓栋向记者细数该区
的发展变化。

以“硬件有质量、软件有温度”为
标准，在建设37个社区生活圈的基础

上，特色化打造广场社区、山城西巷、
馨苑二区等 8个高品质生活圈，对 64
个老旧小区、72条背街小巷实施改造
提升，利用边角地、老旧厂房等空闲资
源打造66个城市游园，新增绿化面积
150万平方米——为实现“老城市新
活力”，山城区正开展一场大规模城市
更新行动。

据悉，2020年以来，山城区将城
建项目作为民生工程和城市更新的有
力抓手，投资 7.2 亿元相继实施老旧
街巷改造提升、公共基础设施完善建
设、多元业态整合丰富等一大批重点
项目，紧盯服务做优“便民生活圈”，推
进城市更新再提质再加速。

刘晓栋介绍，该区依托老旧小区

改造和城市更新，通过植入口袋公
园、体育运动设施、文化活动场地、点
式生活服务设施等功能载体，盘活闲
置厂房、边角地等存量资源，连点成
线提高城市品质，在小空间做好民生
服务大文章；推动品牌连锁企业、维
修等便民商业资源下沉社区，丰富社
区商业业态，畅通社区经济“微循
环”；推进 5G 智慧管理平台、智慧健
康小屋等，使科技更好地服务居民生
活，让社区管理更智慧，居家更安心；
以“善行山城”为引领，深挖历史文化
底蕴，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新场
所体验、延续社区记忆，打造高品质
文化圈。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记者 张体义 温小娟

11 月 27 日，在三门峡举办的首
届仰韶论坛上，我省考古工作者披露
了渑池仰韶村遗址、灵宝北阳平遗址、
南阳黄山遗址、宜阳苏羊遗址等取得
的考古新发现、研究新认识，为探索中
华文明起源又提供了新实证。

仰韶村遗址：首次发现
高等级房屋建筑遗存

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从
2020年8月启动一直持续至今，发现遗
迹丰富，有房址、壕沟、窖穴、墓葬等，出
土一大批文化遗物。在遗址南部发现
一座仰韶文化大型房屋建筑基址，平面
呈方形或长方形，推测面积在130平方
米以上，从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初步判
断为仰韶文化晚期。在中部发现4条
大型人工壕沟。仰韶村遗址首次发现

高等级房屋建筑遗存，为研究仰韶遗址
及豫西地区仰韶文化时期房屋建筑的
类别、形制、技术等提供了新材料。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史前考古
研究室副主任李世伟说，考古发掘深
化了对仰韶村遗址文化内涵的认识，
表明该遗址内涵丰富，学术价值较高，
是渑池盆地一处大型中心聚落。

北阳平遗址：发现多重环壕

灵宝铸鼎原联合考古队 2022年

继续在北阳平遗址北部及中南部发
掘，发现仰韶文化房址 7座、壕沟 2条
等。房址中 F5为大型圆角方形半地
穴式，现存面积172平方米、房内面积
约 150平方米，是该遗址目前发现的
最大房址，房内有2处用火设施，居住
面涂朱。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
兴涛说，该遗址已发掘的仰韶中期房
址分深穴和半地穴式两种，有大、中、
小不同规模，其中半地穴式房址与周
边遗址同类房址结构、建造方式、建筑
材料等基本一致，表明仰韶中期房屋
建造已趋于模式化和成熟化，尤其是
F2炭化木构件的发现，为史前建筑研
究提供了难得资料。在遗址偏南部勘
探发现 3条东西向壕沟，其中 2条年
代基本一致，很可能在仰韶中期聚落
南部有二重或三重环壕，初步显示北
阳平遗址具有更强防御能力。

(下转第三版）

从仰韶文化研究探索中华文明起源

我省新石器时代考古又有重要收获

本报讯（记者 宋敏 祁道鹏）11月
26日晚，位于驻马店市确山县的许昌
至信阳高速公路溱头河大桥施工现
场，主跨桥面上灯火通明，物料运输车
川流不息，施工机械阵阵轰鸣，随着最
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许信高速8标
溱头河大桥实现双幅合龙。

这标志着许信高速工程建设取得
重大节点性胜利，至此，年内计划通车
的第5至 9合同段全线贯通，向顺利通
车运营迈出关键一步。

据了解，许信高速全长172公里，总
投资156亿元。今年计划通车的第5至
9合同段，北起驻马店市遂平县境内，与
商南高速相接，南至信阳市平桥区，与沪

陕高速相接，全长约97公里；共设大中
桥梁69座、隧道6座、互通式立交9处等。

“作为京港澳高速西复线的重要组
成部分，许信高速是我省在建高速公路
中建设里程最长、途经市县最多的项
目。”河南许信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平说，预计 2023年全线建成通车
后，许信高速将与盐洛、商南、新阳、沪
陕等多条高速公路衔接，形成较为完善
的高速公路运输体系，对于加强中原城
市群核心圈与豫中南地区的联系，促进
沿线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作为许信高速关键性控制工程
之一，溱头河大桥左幅全长 517米，右
幅全长 547 米，跨越饮用水水源二级

保护区薄山湖水库，且与薄山1号隧道
桥隧相连，施工工艺复杂、技术环保标
准严格，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许信
高速 8标项目经理王作恒说，施工前，
项目部多次组织专家论证，对设计进
行优化。同时，加大施工力量投入，将
流水作业改为平行作业，确保了溱头
河主桥高质量按时合龙。

在严格落实防疫措施的前提下，许
信高速各参建方精心组织、科学统筹，
优先实施重难点工程，共计调动 3000
余名参建人员昼夜奋战。在桥隧占比
高、技术要求精、施工难度大的8标，项
目关键性控制工程——薄山 1号隧道
等4条隧道也已全部贯通。③5

合龙！许信高速年底通车段全线贯通

11月 26日，位于驻马店市确山县的许信高速溱头河大桥实现双幅合龙，标志着年内计划通车的第5至9合同段全线
贯通，向顺利通车运营迈出关键一步。 周鹏超 居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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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连城

早 晨 做 饭 时 ，家

中 天 然 气 已 所 剩 不

多 ，于 是 马 上 问 物 业

管 家 能 否 充 值 ，回 复

说“可以”，心才算放回了肚子里。

这几天，多数郑州人宅在家中，主妇

烧饭做菜要用气，孩子学习上课要用网，

全家人照明、办公要用电，天寒地冻家里

要取暖……居家期间，水电气暖“网罗”

千家万户，是城市正常运转的“生命线”，

一样都少不了，一样都不能停。

随着寒潮和大风袭来，郑州将开

启“速冻”模式。天气越冷，越需要政

策“暖”人心，把民生事项做实做细，服

务不打烊、守护不缺位，方能让居家的

市民在寒冬中感受到城市的温度。不

管是郑州市水电气暖保供人员的闭环

管理，还是郑州热力集团的“三优一

简”服务保障举措，抑或公用事业公司

推出的“欠费不停供”政策，都是在用

贴心服务保障居民安心生活。

如何落实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解决好人

民群众实际困难，保障水电气暖正常

供应，既检验着为民初心，也考验着能

力 作 风 。 天 地 虽 寒 ，望 春 则 暖 。 这

“春”，是战胜疫情的期盼和信心，也是

民生保供工作的融融暖意。1

寒潮来袭，尤须多添政策暖意

□本报记者 李林 宋敏 高长岭

战疫情、保民生。流动性管理中的
郑州，坚守在水电气暖各个岗位上的工
作人员，正在为城市正常运转与市民正
常生活付出着努力、贡献着力量。

做好供水保障，欠费不停供

“为做好供水保障，公司成立保供
领导小组和制水生产安全保障、信息
收集处理、管网抢修、表务营销、水质
保障 5 个专班，500 多名保供人员 24
小时坚守在保供一线。”郑州自来水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实行流动性管理期间，市内9个水厂实
施封闭管理，生产人员 24小时坚守供
水一线岗位，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确保
制水生产工艺持续稳定运行，保障水
量充足、水压稳定、水质合格，保持供
水管网安全稳定运行；公司水质监测
中心及各水厂驻厂化验班，加强各制
水厂原水、工艺点水、出厂水、管网水
等水质监测工作，增加水质监测的频
次，确保出厂水和管网水满足国家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同时，供水服务热线67680000实
行“居家坐席接电”模式，负责做好 24
小时用户服务，在全市域内设立的5个
应急抢修队，24小时待命，确保在发生
管道和水表漏水、爆管后，第一时间专
业、高效开展抢修，快速恢复供水。在
此期间，暂停所有非远传注册水表的
抄表，将不计收欠费违约金，不对欠费
用户停水催收。

确保取暖用电安全，抢
修不过夜

连日来，郑州供电公司配电运检
人员对辖区内配电线路和变压器进行
巡视检测，确保冬季取暖用电负荷高
峰期供电可靠。

以“先复电后抢修”“抢修不过夜”
为原则，电力部门进一步完善配网抢
修站点“网格化”设置，启动配网抢修
与气温、配网负荷的联动响应机制，全
力以赴保障配网供电安全。目前，郑
州供电公司配网三级抢修梯队共1531
人驻守在值班岗位，442辆抢修车辆随
时待命，人员、车辆、抢修工具及物资
严格执行防疫措施，随时应对城市配

网突发事件。
冬季部分地区供电需求增大，为

解决设备和线路负荷较高问题，郑州
供电公司开展了 26项度冬重点工程，
涉及新建输变电工程、设备技改大修、
配网升级改造等。目前，部分工程已
经投入运行，其他工程也按计划推进
中，将于 12月中旬冬季用电高峰期来
临前全部完工投产。“我们根据建设计
划挂图作战，提前开展沙盘推演，并针
对性地制定疫情防控专项措施，统筹
疫情防控和工程建设同步推进。”郑州
供电公司建设部项目经理王哲说。

启动寒潮天气燃气保障
应急预案

“按照郑州市城市运行保障会议
指示要求，为确保流动性管理期间燃
气安全平稳供应，公司管网、客服、车
用气、调度等10余个部门、249名一线
应急保供人员驻守岗位，闭环管理。”
郑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全市供气平稳有序，可确保市
民正常用气供应。

(下转第三版）

郑州水电气暖尽全力保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