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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鹤发电：打通煤电企业的任督二脉
——为煤电企业发展开辟新航道

它是淇水之畔的一颗璀璨明珠
在豫北大地上光芒闪耀
它是“三山”交会处的一把火
在冰冷的夜晚，给人以温暖
它站在鹤栖南山的发源地
与这片神圣的土地风雨同舟十三年
它就是——
鹤壁丰鹤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鹤壁丰鹤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4年 6月 30日成立，是由河南豫能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鹤壁煤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鹤壁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按照 50∶46∶4的比例共同出资 7.6
亿元兴建的 2×600MW 超临界燃煤
发电机组。自投产以来，累计完成发
电 量 721.1 亿 千 瓦 时 ，创 造 产 值
226.29亿元，上缴税费 16.42亿元，为
鹤壁市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曾
先后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
奖”“中国电力优质工程奖”“国家级
安全文化示范企业”“河南省精神文
明单位”“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河
南省工人先锋号”“河南省节能减排
先进单位”“河南省环保信用评级 5A
级企业”“河南省安全生产示范单位”

“河南省重质量、讲诚信示范单位”等
称号，连续多年获得“鹤壁市突出贡献
奖”“鹤壁市基层先进党组织”荣誉。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所有未来，
皆是可期。近年来，公司在鹤壁市委
市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按照河南投资
集团能源板块统一部署，结合公司实
际问题，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坚持问
题导向，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内生
动力，善用创新驱动引擎，践行“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不
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创新发展，
在改革重组中做优做大“物理反应”和

“化学反应”，深挖潜力，真正打通煤电
企业的任督二脉，争做煤电企业转型
发展的先行者。

领全局，价值党建聚人心

公司现有 5 个党支部，共 144 名

党员，党员占比 67％。多年来，在公
司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党员队伍不断
发展壮大。疫情期间发挥党委组织优
势，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实施硬核防控
措施，既要硬度还要温度；脱贫攻坚中
发挥党委政治领导作用，践行国企担
当，发挥企业优势，精准扶贫，助力脱
贫攻坚圆满收官。

党委助力疫情防控。按照鹤壁市
委组织部关于疫情防控党员捐款文件
精神，公司党委立行号召，党员群众
一呼百应，在党员捐款中公司荣获鹤
壁市“两个第一”，捐款人数第一、捐
款金额第一。疫情期间，公司更多的
是一个个平凡岗位的坚守，制定有效
措施坚决做到“五保障”，保障职工不
出问题、保障物料稳定供应、保障机组
稳定运行、保障电力安全稳发、保障蒸
汽稳定供应，为鹤壁民生所需提供硬
核保障。

党建助力脱贫攻坚。公司党委精
准帮扶曾经的贫困村谭峪村。公司以
加强组织领导、驻村帮扶、结对帮扶

“三个层次”建设，落实帮扶村党建提
升、教育帮扶、产业帮扶、绿色帮扶、
文化帮扶“五项举措”，实施建档立
卡、贫困户慰问、产业扶贫（葡萄园、
李子园、石榴园三园建设）、农产品销
售、住房及道路建设（帮建牟山旅游
步道，修筑完善基础设施，大力发展
旅游业）、衣物捐赠“六大行动”，形成
公司党委统筹规划、驻村书记尽心尽
力、帮扶对象满怀激情三方合力的工
作格局，加快推动了帮扶乡脱贫摘帽
的进程。

稳就业，云上招聘不打烊

2020 年，疫情突发，稳就业被放
在“六稳”之首，按照投资集团能源板
块要求，公司始终聚焦高校毕业生、当
地农民工劳动力两类重点人群，在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实施线上招
聘，累计提供就业岗位 312个。自投
产以来，依托公司经营各个环节所需
原材料的供应拉动了不同行业的就业
用工，间接提供就业岗位 5000余个。
随着公司转型发展的不断深入，新业

态、新业务不断增多，公司提出再造一个
“新丰鹤”，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岗位，
坚决配合鹤壁做好“六稳”服务工作。

强支持，开通“三山服务”新业态

公司紧跟鹤壁市“十四五”规划目

标，以公司高品质工业蒸汽、廉价电
力、优质检修服务等资源为依托，以打
造综合能源服务供应商为目标，强力
推进宝山、山城、鹤山“三山服务”新业
态，助力“三山”招商引资、统筹发展、
资源共享，为打造千亿级化工园区提
供强有力的支撑。

为支持宝山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
发展，公司认真落实河南投资集团决
策部署，与该集聚区签订工业供汽独
家战略合作协议，一期总投资 1.6 亿
元，为适应新增用户需求，预留二期蒸
汽管道，一二期管网建成后最大供汽
能力达400吨/小时，根据需求可延伸
至鹤山区姬家山工业园区。项目实施
后每年可减少耗煤 47460吨、减少烟
尘排放量 20892吨、减少二氧化硫排
放量 2502.57 吨、减少氮氧化物排放
量853.6吨。

为支持山城区牟山产业集聚区发
展，2018年 11月公司同新拓洋生物
公司签订供汽合作协议，项目正在施
工建设中，预计今年 6月份完成通汽
任务，连同牟山园区其他企业预计供
汽量可达500吨/小时，供汽面积覆盖
约10平方公里。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河南省集中
供热管理试行办法》文件精神，发挥区
域能源优势，进一步丰富安濮鹤区域
协调发展内容，初步计划由丰鹤发电
向安阳市区民生供暖提供热源，实施

后将在安阳、鹤壁、滑县、浚县地区形
成一个互调互济的供热新格局，对河
南省节能减排和能源高效利用具有重
要意义，可面向全省推广。

保落实，安全环保“首位”当仁不让

实施环保减排改造。公司 2×
600MW机组是省“十一五”重点电力
建设项目，投资 36.52亿元，其中环保
投资 4.16 亿元。公司紧跟国家环保
政策趋势，加大对环保的投资力度。
2014年投资 1.3 亿元安装脱硝系统，
2015年投资 5000万元对电除尘进行
提标改造，2016年投资 1.7 亿元进行
超低排放改造，2019 年投资 8000 万
元对煤场实施封闭改造。除此之外，
公司投资1000万元先后购买洗扫车、
洒水车、环保绿化、防尘网、无组织排
放监测、道路修复等，建厂以来累计减
排二氧化硫 100万吨、氮氧化物 12万
吨、烟尘800万吨 。

实施安全提升改造。公司深入贯
彻落实《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
于开展全省燃煤发电企业重大危险源
（液氨罐区）改造工作的通知》文件精
神，实施液氨改尿素项目改造，面对时
间紧、任务重，公司成立专项组，集中
优势力量全面保障项目建设，于2020
年年底顺利完成项目改造，在省内同
类型机组中率先投运，创下国内同类
技改项目最短工期记录，为当地危化

品重大危险源治理工作减负。
实施节能提升改造。公司积极响

应国家关于水资源保护及再生水高效
利用相关意见，对周边城区市政污水
处理厂进行走访调研、收资，把中水替
代使用工作列为公司重点任务，挂牌
督办，以废水零排放为长期目标，分阶
段实施，全面实现节水综合利用改造，
投运后，每年可节约净水 752.52 万
吨，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实现水生态
的良性循环。

育人才，实习基地搭平台

公司依托自身成熟的软硬件设施
和专业的师资力量，于2017年成立电
力专业高校实习培训基地，自成立以
来，先后与郑州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
学、华北电力大学、河北工程大学、郑
州电专、中原工学院等高校签订学生
实习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累计接待
高校实习生6000余人次，为各协议高
校培养了一批高技能、专业化的毕业
生，不断为国内电力行业输送高质量
人才队伍，得到了各高校的一致好评，
在“河南省电力职教集团2020年度理
事会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研讨
会”上，由丰鹤发电培训中心选送的
《职业“轮习”助力学生技能提升》被
评为“河南省电力职业教育集团2020
年产教融合”优秀案例。

手拉手，共建城市发展新未来

“十四五”期间，公司以“立足鹤
壁，服务河南”为目标。强内部：深入
研究鹤壁市“十四五”规划，把企业发
展融入区域经济发展洪流，紧紧围绕
鹤壁市“五个示范区”建设，在产业链
上下游开拓新市场。拓外部：结合河
南省清洁能源与新材料发展规划，不
断探索风能、光伏、氢能、储能、充电桩
的落地应用，不断优化资产结构，不断
探索绿色发展新模式，做城市发展的
好伴侣：城市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
么，城市烦恼什么，我们就解决什么，
重点围绕城市发展中的环境问题，生
态赋能，助力河南省经济环境高质量
发展。

向宝山工业供应蒸汽管道

□朱庭延 王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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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优美的一厂一景一园区

煤场封闭全景图

建立“三园”基地，产业扶贫

牡丹花开迎贵宾 杜康酒香醉中原
——酒祖杜康之夜·第39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惊艳开幕

4月 10日 20时，2020央视中秋

晚会演出地——隋唐洛阳城应天门

遗址广场上，星光璀璨，歌舞升平，一

场由洛阳杜康控股总冠名的“酒祖杜

康之夜·第 39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

节”开幕式正华丽上演。据悉，此活

动是由省政府主办，省文化和旅游

厅、洛阳市政府承办。

据悉，本届洛阳牡丹文化节以

“辉煌百年路花开新征程”为主题，洛

阳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精心谋划

四大板块 20项主要活动，推出一系

列惠民政策。开幕式文艺演出节目文艺演出节目

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100 周年周年、、全面建成小康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社会、“、“十四五十四五””规划开局规划开局

和加快建设洛阳都市圈和加快建设洛阳都市圈

等等，，展现洛阳展现洛阳““古今辉古今辉

映映、、诗和远方诗和远方””的城市的城市

形象和经济形象和经济社会发展

成果。

□申明贵

文化盛宴 古今辉映 彰显古都魅力

开幕式以“辉煌百年路，花开新征程”为主
题，设计了“音诗画”“情景音乐剧”“国潮歌舞”
等节目，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具有厚重历史感和
鲜明时代感的开幕盛典。

现场载歌载舞，美轮美奂，大屏幕上气势磅
礴的酒祖杜康宣传片，让现场数百名的观众和
直播间内百万名海内外网友，共同见证了十三
朝古都的文化魅力，及酒祖杜康流传千年的深
厚底蕴。

音诗画《绽放吧，牡丹》、原创情景音乐剧
《城市变奏曲》、洛阳舞蹈《大河三彩》、国潮歌舞
《博物馆之都》等文艺演出，将当晚的开幕式推
向高潮。其中，《城市变奏曲》以非物质文化遗文化遗

产项目河洛大鼓为串联，融入洛阳地铁、小游
园、城市乐道、城市书房、乐养居、古都夜八点等
洛阳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在古新交融中，彰显河
洛大地的高质量发展。

线上线下 赏花品酒 展示两大名片

一个是享誉华夏的洛阳牡丹，一个是传承
千年的酒祖杜康。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牡丹”
和“杜康”作为古都洛阳文化名片的两面，受千
年华夏文明的浸润，在各自的领域不断发展壮
大，渐成河洛大地上一枝独秀的文化脉络。

此次洛阳牡丹文化节开幕式，两大古都文
化再次携手，联袂献礼，花香与酒香交相辉映，
让全球更多游客畅享古都的文化魅力，领略杜
康的岁康的岁月流香。

线上结合线下，观景赏花品酒。为了更好
地呈现洛阳牡丹文化节，4月 10日至 11日，“网
络直播+电视直播+网络互动”的模式全面开
启。洛阳杜康控股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志雄
做客“洛阳广播电视台第39届洛阳牡丹文化节
24小时大型线上直播”活动直播间，为热爱牡
丹与杜康的朋友们讲述本届洛阳牡丹文化节的
亮点所在。

以文化品 推“纪念酒”彰显振兴决心

作为本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开幕式的总
冠名方，杜康为关注此次盛会的海内外宾朋，送
上了最为精致的“酒祖杜康第39届洛阳牡丹文
化节纪念酒”。充满东方古典之美的配色，辅以
典雅的国潮画面，精致的立体工艺层层展开，古

都洛阳的“花城”之美瞬间具象起来。
赏国色牡丹，品美酒杜康。同为灿烂的河洛

文化，杜康的酒香与牡丹的花香相得益彰，两者的
完美契合，造就了本届洛阳牡丹文化节的惊喜。

“一朵花”的传奇背后，是一座城的蝶变。“一
滴酒”的传承背后，是一个古老品牌的匠心酿造。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古都，洛阳近年
来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高质量发展为方向、
以转型发展为路径，以洛阳牡丹文化节为依托，
充分挖掘着洛阳的文化魅力，发挥着文化旅游
资源优势，让洛阳成为一个古今辉映、诗和远方
兼备的地方。

与洛阳一脉相承的杜康，近年来也动作频
频，围绕洛阳的深度布局,实施品质与品牌双驱
动战略,坚持“一生酿好一坛酒”的工匠精神,夯
实发展基础,不断提升品质,知名度与品牌美誉
度进一步提升。

作为河洛大地的儿女，亲历洛阳的发展，见
证杜康的复兴，相信随着杜康控股的强势复兴，
作为豫酒振兴的领跑者，酒祖杜康正以王者归
来之势，以品质自信、文化自信、品牌自信，提升
洛阳形象，助力中原出彩！

正如参会嘉宾在致辞中说，洛阳牡丹文化节
已连续成功举办38届，成为传承中原文化、讲好
河南故事、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推动了区域
和城市知名度、美誉度以及影响力的持续提升，使
人民群众生活的幸福指数更厚重、成色更饱满。

“洛阳三月花如锦，多少工夫织得成。”春暖
时节牡丹花开，酒祖杜康之夜·第 39届中国洛
阳牡丹文化节开幕式虽已落幕，但花与城的故
事，花与酒的传奇，将在一条具有洛阳特色、酒
祖魅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上继续精彩上演！

洛阳杜康控股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志雄在直播间做线上产品推介 第39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开幕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