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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国利

数据正在经历核爆炸式的增长。
从“互联网+”，到分享经济，再

到数字经济，内涵一脉相承。“互联
网+”是手段，数字经济是结果。前者
强调连接，后者突出产出和效益。

转型升级，离不开大数据的引
领。从氟化工到新能源，多氟多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了从化学到电化学
的转型发展，并以智能制造、智慧企
业、智才聚集“三智工程”为抓手，
探索智慧多氟多。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同企业深度融合，多氟
多用大数据开辟美好未来。目前，一
幅壮丽的“云”上盛景，正在多氟多
徐徐展开。

通过承担国家工信部智能制造综
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专项，多氟多
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效提升了产
品性能，电池配组率由 89.66%提升至
98.1%，产品合格率超过 95%；通过工
厂智能化改造，利用先进的智能装备
配合数字化工艺技术，通过产品的虚
拟设计与验证，多氟多生产效率提高
25%，运营成本降低20%，能源利用率
提高15%。

何为数字经济？多氟多董事长李
世江为记者解疑释惑：数字经济是继
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
形态。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迅
速崛起，成为新一轮产业竞争的战略
制高点和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日前，记者走进多氟多，探究其
怎样通过“三智工程”这一载体，实
现企业的数字化愿景。

插上数字化的翅膀，多
氟多的脚步更轻盈

不起眼的领域里，多氟多做到了
极致——冰晶石、氟化铝、氢氟酸、
六氟磷酸锂均为全国、全球第一。可
预见的未来，多氟多的电子级化学
品，都将中国有地位，全球有影响。

化学元素周期表上，有三个元
素，即位于元素周期表右上角的氟，元素周期表左上角的锂和硅基
文明的代表元素硅。多氟多深入研究其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从化
学蜕变为电化学。深入研究三个元素，多氟多开发冰晶石、无水氟
化铝等国家级新产品，应用于铝电解槽电池；通过氟锂巧结合，多
氟多研发六氟磷酸锂，研究锂电池及其材料体系；通过氟硅巧分
家，多氟多开发单晶硅、多晶硅等产品，应用于光伏电池和半导体
产业。

多氟多转型发展的实质，是研究了三个电池，即铝电解槽电
池、锂离子电池、太阳能电池。它们分别制造能源、储存能源、节
约能源，构成了制能、储能和节能三个层次，形成了多氟多的技术
创新路线图。据此，多氟多追踪探索了结构轻量化、动力电气化和
整车智能化，进军新能源汽车。（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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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原文钊）昨日
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
对我市“百企退城”工作进行调
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百企
退城”是优化城市布局、调整产业
结构的重要举措，是提升城市形
象、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
要顺应发展变化，把握阶段特征，
坚持统筹规划，注重综合效益，加
快由重“腾笼”向重“换鸟”转变，
高质量、高效率推进“百企退城”，

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城市转
型发展。市领导李民生、闫小杏、
孙起鹏一同调研并出席座谈会。

徐衣显先后到和兴化工、汉
河电缆、鑫恒重工等企业实地调
研、现场办公。在随后召开的座
谈会上，徐衣显指出，当前，随
着“僵尸企业”处置等大头落地，
企业整体搬迁改造、重点污染及
危化企业搬迁、破产企业清算审
理、“退二进三”等取得突破，“百

企退城”到了新阶段，必须统筹规
划、整体推进、全面提升，高质量、
高效率推进。一要总结发扬成
绩，坚定信心决心。各级各部门
要结合“质量、效率、法治、出彩”
落实年活动，着眼解决供需双重
矛盾，围绕扩大综合效益，提升发
展竞争力，进一步理清思路，完善
路径，加快城区工业企业搬迁改
造步伐，为经济发展打造新亮点、
构筑新的支撑点。二要保持清醒

认识，正视存在问题。用好市场
手段，创优政府服务，加强科学调
度，制定有效措施，破解矛盾难
题，一企一策、不搞“一刀切”，寓
搬迁于服务之中、寓搬迁于发展
之中。三要聚焦目标任务，强力
攻坚克难。加强土地收储，强化
资本运作，积极向上争取资金，努
力提升融资水平。坚持因企制
宜，注重分类施策，加强整体规
划，促进连片开发，提升综合效

益。围绕总体布局，明确功能定
位，体现焦作元素，打造整体亮
点。严格政策执行，排查化解矛
盾，保障职工权益，维护社会稳
定。四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取
得实效。落实各城区主体责任，
加强各部门协作配合，健全推进
机制，提高服务效率，强化督导问
责，确保高质量完成“百企退城”
年度任务，助力城市高品质建设，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①5

徐衣显在调研“百企退城”工作时强调

加强统筹规划 提升综合效益
高质量高效率推进“百企退城”

本报讯（记者许伟涛）“水
清景美，没一点臭味。你要不
说，还真不知道这是从污水处理
厂出来的水呢！我每天都带孩子
来这儿溜达，感觉很好。”昨
日，家住武陟县龙泽湖公园附
近，正带孩子在那里休闲的古女
士对记者说。

这完全得益于武陟产业新城
生态水系工程。“每天污水处理
厂的1万立方米中水，经过1.8 公
里的生态水系处理后，成为景
观清水。”武陟产业新城规划总
监闫朝林说，目前已建成的生
态水系由总占地 450 亩的龙泽湖

与凤仪湖两大公园组成，水域
面积 120 亩，蓄水量约 8 万立方
米。

3 月 27 日，国家水利部专家
组莅临考察时认为，该生态水
系通过全过程生态修复提升水
质，与公园景观组成产业新城核
心区的生态底板，并将提质后的
清水反哺到自然水系中，实现了

“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为
城市水环境治理提供了宝贵经
验。

生态水系取水自该县木栾漫
步水道，退水向北引入二干排，
在不破坏水体底泥自然环境条件

下，通过底质改良技术对富营养
化底泥降解和修复，消除底泥黑
臭，防止黑苔上泛；通过水质调
控技术改善水体微生物系统，消
除蓝绿藻，实现水质稳定。

漫步龙泽湖公园，随处可见
水流清澈、水草飘摇、鱼翔浅底
的景观。“重构水体生态，重在

‘三分治七分养’。”项目建设及
运营方、知合环境 （北京） 有限
责任公司郑州事业部总经理董鑫
说，通过种植矮生苦草、狐尾
藻、睡莲等沉水、挺水及浮叶植
物，可在形成“水下森林”水景
观的同时，变藻型浊水为草型清

水，控制藻类爆发，并放养底栖
动物和鱼类，延长生物链，构建
良好水生态环境。

生态治理，效果如何？经过
湿地生态净化后，水体不黑不
臭，无有害藻类滋生，水质透明度
达80厘米以上。有检测数据可佐
证：污水处理厂出水检测 COD
（化学需氧量） 36毫克/升、氨氮
2.57 毫克/升、总磷 0.4 毫克/升，
为劣Ⅴ类水质；龙泽湖出水口数据
分别为20.8毫克/升、1.55毫克/升、
0.07毫克/升，水质达到地表水Ⅳ
类标准。

“生态水系从环保上讲主要

做了两件事：一是底泥改造，二
是建设人工湿地，可有效解决城
市水环境治理难题。”中国环境
科学研究院许伟宁博士说，这一
基于生态学原理的工程，通过恢
复退化水生态系统中缺失的生物
种群及结构，重建水生态系统平
衡。

据悉，该水系工程还将通过
引流黄河水，最终形成总规划面
积1600亩、水体面积600亩、平均
水深1米的河流湿地，每天净化水
6万立方米，水质达到地表水III类
标准，可影响改善武陟县东 142
平方千米的水生态环境。①5

生态水系治理城市水环境成就水景观

武陟打造“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

8月20日，解放区焦北
街道民主北路社区鑫安巷的
居民在欣赏文化长廊。鑫安
巷长210米，住着1200多户
居民，过去由于无人管理，
路面坑坑洼洼，被称为“堵
心巷”。“四城联创”工作开
展以来，焦北街道下大力气
治理鑫安巷，重修路面，规
整线路，取缔商贩，禁止车
辆停放，并对道路两侧墙裙
进行粉刷，建起党建文化长
廊，还摆放了花草，如今路
畅街美、群众称赞。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本报讯（记者徐金华）全
国政协重大专项工作委员宣讲
团河南宣讲报告会8月22日下
午以远程视频宣讲形式在郑州
召开。全国政协宣讲团成员、
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常荣军
以《统一战线：人民政协的初
心与使命》为题，用大量生动
的史诗故事，深入浅出的理论
讲解，详细介绍了统一战线形成
的历史过程，重要的历史地位和

作用，以及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
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历史渊
源和功能定位，并就新时代人民
政协如何更好地践行初心使命，
如何更加有效地发挥统战作用，
进行了深刻阐述，具有很强的指
导性和针对性。市政协主席杨
娅辉在郑州主会场参加会议，市
领导王付举、范涛、张动天、杜
宇、刘秋香、陈湘、杨世民在焦作
分会场收听收看。①5

全国政协重大专项工作委员宣讲团
河南宣讲报告会召开

“四城联创”工作开展以来，解放区健康产业园区把“美丽乡村”建设、“四好农村路”建设有
机结合起来，在4个行政村开展街巷道路硬化、环境净化、庭院绿化、墙体美化“四化”行动。图
为近日该园区多方筹资40万元对辖区小北张村道路进行硬化。 李良贵 摄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娜）
昨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
长徐衣显带队到省扶贫办，
与省扶贫办主任史秉锐等座
谈，就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
述，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深化“两定制兜底线”、推进

发现问题整改、加大产业扶
贫力度、统筹精准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打造
更多焦作特色亮点等，进行
沟通对接、争取工作支持。
市委副书记刘涛、副市长武
磊一同对接。①5

徐衣显到省扶贫办对接工作

本报讯（记者原文钊）荷香
四溢，激情飞扬。8 月 22 日，
山阳区举行第五届文化艺术节
开幕式暨“学徐州扬州高质量
发展、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
礼”歌咏比赛。来自该区21支
代表队的 2000 余名党员干部群
众满怀深情讴歌新时代、唱响主
旋律，抒发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之
情。在此次比赛中，该区教育局
获一等奖。

这是山阳区积极响应市委、
市政府号召，推动学徐州、扬州
活动更深一步发展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山阳区委、区政府高度

重视文化建设，坚持把文化事业
摆在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位置，
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
入 人 心 ， 努 力 打 造 “ 山 阳 文
化”品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山
阳区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将以此
次活动为契机，充分展示团结
向上、积极进取的良好精神风
貌，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增
强 克 难 攻 坚 的 本 领 ， 开 拓 创
新、砥砺奋进，为推动山阳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①5

山阳区：讴歌新时代 唱响主旋律

●习近平在甘肃考察时强调，坚定信心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团结一心开

创富民兴陇新局面

●中宣部部署在重大活动中进一步发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作用

●我国将进一步完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全国民航最大终端管制中心——北京终端管制中心正式运行

●2019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表“青海倡议”，坚决听党话跟党走、

坚定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严格守法诚信、坚定信心积极

参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汶川受灾区域4.7万余名游客成功转移

●2019年全国成人高考将于10月26日至27日举行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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