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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导读 本期人物

本报讯（记者郭树勋） 11 月
25 日，位于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国家孵化器——焦作高新技术创业
服务中心的“科技小巨人”河南森
格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收到一个来自
北京的奖励证书，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北京市庆祝活动领导小组表彰
该公司在音响保障中作出突出贡
献。

获此殊荣，是因为该公司在首
都大阅兵庆祝活动中提供了高可靠
性的单晶铜高保真音频信号传输电
缆。其实，早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抗战胜利 70 周年两次大

阅兵中，该公司都曾因这一产品在
保障音频信号无损传输上贡献突出
而受到表彰。

三次受到表彰的该公司单晶铜
音频电缆，由教授级高工、河南理
工大学材料学科兼职教授和硕士研
究生导师、国内定向凝固连铸单晶
有色金属领域知名专家封存利和他
的团队研发生产。20 年前，封存
利及其研发团队瞄准长期被国外垄
断、价格高昂的单晶铜，赴兰州理
工大学学习深造，致力这一新材料
的产业化及应用研究。经过不懈努
力，他们研制的这一产品已实现从

实验室到产业化、从跟跑到领跑的
转变，替代进口70%、价格下降三
分之一。

目前，该公司拥有有效专利
12件、科技成果3项、科技奖励6
项，主编的国家标准 《信号传输
用 单 晶 圆 铜 线 及 其 线 坯 GB/
T26044-2010》已发布实施，核心
产品单晶体铜杆及超细丝材被评
为国家重点新产品、河南省高新
技术产品。

单晶铜因消除了作为信号传输
导体中主要衰减源的晶界，而具有
优异的综合性能。（下转第十一版）

三次大阅兵 出彩“焦作造”

焦作工匠让单晶铜进口减七成价格降三成

本报记者 孙国利

这两天，一股冷空气袭来，
我市天然气使用量节节攀升。不
过，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虽然
冬季是用气高峰，但今冬我市

“不差气”。
作为天然气产业链中的重要

一环，储气库不可替代，也无法
替代。”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
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邹才能
说，“对天然气产业链条而言，储
气库意义重大。”

天然气生产和消费具有明显
的同步性和季节性特点，因此，
储气调峰是天然气安全有效供应
不可或缺的环节，调峰能力也是
天然气产业发展成熟程度的重要

标志。在储气建设方面，我市认
识高、下手早、动作快、成效
好，目前已形成集产、运、储、
销、用于一体，要素齐全、链条
完整的天然气开发利用产业体
系。博爱三峡益众新能源有限公
司 2016 年投资兴建的 2.5 万立方
米储罐，是目前我省最大的储液
库。豫北LNG应急储备中心项目
建设进展顺利，预计 2020 年 4 月
底竣工并试运行，储气能力可满
足豫北六市居民3天的用气量。

在储气建设方面，我市比较
优势多多。具体而言，我市天然
气产业链条完整、气源丰富多
元，长输管线长度占全省总长的
10%，输送运输能力居全省前
列，已成为河南省重要的天然气
供应基地。

优势之一，我市天然气产业
齐全。2003年，西气东输一线河
南首个分输站在我市建成并投
用。10余年来，山西煤层气、晋
煤天庆纷纷在我市建设天然气开
发生产工厂，中石油、中石化、
中能燃气、蓝天、安彩等企业先
后进驻焦作，博爱三峡益众煤层
气开发利用一期工程建成投运。

优势之二，我市天然气资源丰
富。途经焦作的长输油气管共有
17条，分别途经修武、武陟、博爱、
沁阳、温县、孟州、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等地；涉及 16 家长输管道企
业，总长 606 公里，设有分输站 26
座、阀室31座，形成了以西气东输
等管输天然气为主，以山西煤层
气、压缩天然气（CNG）、液化天然
气（LNG）为辅的多元化供气格

局。今年年初以来，我市各燃气企
业与上游企业签约供气量达 7.63
亿立方米。除依靠外来气源外，设
在沁阳的河南晋煤天庆煤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年产量3亿立方米。

优势之三，我市天然气基础
设施完善。近年来，我市着力推
动天然气管道向产业集聚区、新
型社区、农村等地延伸，构建国
家资源干线、省域输气主线、市
域供气管线、县域配气支线四级
天然气输配网络。除长输管道
外，我市建成城镇天然气管线
5000余公里，多环多支、环支相
扣天然气输配管网覆盖全市，年
输气能力达到85.5亿立方米。

因应国家政策，我市近年来
加大储气设施建设力度，储气调峰
辅助服务市场能力不断增强，燃气

管网体系进一步完善，天然气保障
供给安全可靠，为推动我市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清洁能源保障。

扭住一个关键，即扭住气源
保供关键。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储气设施建设工作，坚持将其
作为民生工程抓紧抓好，作为能
源结构调整的战略举措抓严抓
实。市政府建立了煤电油气运保障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
议，听取天然气保障供应情况汇
报，对安全稳定保障供应提出要
求。我市组织各燃气企业提前与
中石油、中石化等上游供气企业
沟通衔接，签订全年供用气合同
和供暖季供气合同，争取气源指标
保障。各燃气企业与上游企业签订
的 2019 年度供用气合同总量为
7.63亿立方米。（下转第二版）

助推高质量发展
——我市储气建设采访札记

本报记者 姚广强

小区居民说，没有她管不了的事情；爱
人说，没吃过她做的饭；女儿说，她是“公
家人”，顾不上自己家的事；她自己说，居
民家的事就是我的事。她就是朱仁华，2005
年至今担任山阳区东方红街道文化巷社区市
政府小区居民议事会主任。

朱仁华全心全意为居民服务，被群众亲
切地称为“小区总理”。她是群众的“联络
员”，是大家的“和事佬”，是大家的“贴心
人”，还是不少居民的“钥匙总管”。2016
年 5 月，她被市关工委评为“关爱楷模”。
2017 年，她被山阳区文明办授予“最美山
阳人”称号。①2

朱仁华：居民家的事就是我的事

图为朱仁华（中）在与居民拉家常。 本报记者 姚广强 摄 ▶▶▶详见今日本报第二版 ●进驻时间：
2019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10日
●受理举报电话：
（0391）8861901
●专门邮政信箱：
焦作市A015号专用邮政

信箱
邮编：454000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日8:00~20:00

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
和督察组职责，省“三散”
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主要受
理焦作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的来信来电举报，重点内容是

“散乱污”企业环境污染、散
煤燃烧环境污染、散尘环境
污染等方面的问题。其他不
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
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省辖
市、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河南省“三散”污染治理
专项督察组公告

携号转网正式启动，“说
转就转”能轻易实现吗？

▶▶▶详见今日本报第三版

▶▶▶详见今日本报第五版

▶▶▶详见今日本报第十版

“改”到群众心坎上
“造”出人民幸福感
——解读《焦作市老旧小区改造提质
工作实施方案》

跑出链上焦作加速度
——我市“区块链”发展路径分析

本报讯（记者焦娇）为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书记王
国生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上的讲话
精神，昨日上午，市委书记王小
平主持召开市委务虚会，听取中
铁太行国际生态城概念规划、南
水北调与城市水系连通工程规

划、郑焦一体化发展情况汇报，
并研究我市具体贯彻落实意见。
市领导徐衣显、胡小平、王建
修、李民生、汪习武、葛探宇、
谢如臣、武磊、闫小杏、王付
举、杜宇、买万国出席会议。

就中铁太行国际生态城项
目，会议要求，要坚持生态优先，
将高标一流的理念贯穿规划、建
设、开发、管理、运营始终，突出
生态主题、产业核心，作好项目
与城市总规划、北山保护规划、

空间规划的衔接，特别是与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个
重大国家战略的衔接，努力打造
生态标杆项目。要加快推进项目
建设，突出区域特色，在项目布
局中合理规划科教产业园、科创
综合体，吸引集聚高端人才，加
速我市创新发展。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及时跟踪督办，为项目推进
提供优质服务；中铁方面要持续
加大投资力度，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争取早日建成生态新城、产

业新城、宜居之城、幸福之城。
就南水北调与城市水系连通

工程规划，会议要求，要提升规
划标准，做到与城市经济发展、
国土开发、资源利用等规划协调
一致，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
益相统一。要抓住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以及“四
水同治”带来的机遇，按照规划
谋划一批项目，全力推动我市高
质量发展。

就郑焦一体化发展规划，会

议要求，要积极抢抓机遇，围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做些文章，争取省级战略向焦作布
局、政策向焦作聚焦、资源向焦作
倾斜。要聚焦十大重点产业，坚持

“项目为王”，健全推进机制，形成
加快推进的鲜明风向标。要借助
郑焦一体化契机，加强大气污染
防治、水污染防治联防联控，推
进生态环境跨区域合作，共同打
造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空
气更清新的美好家园。①2

市委昨日召开务虚会
本报讯（记者董柏生） 为深入贯彻

落实省委书记王国生莅焦调研讲话精
神，进一步提升我市的城市品质，丰富
城市业态，加快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发
展，推进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示范城市
和“精致城市、品质焦作”建设步伐，
昨日下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王小平，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带
领相关市直部门和温县、武陟县主要负
责同志，到郑州考察建业集团相关项
目。市领导刘涛、王建修、闫小杏一同
考察。建业集团联席董事长刘卫星、地
产总裁袁旭俊等陪同考察。

位于郑东新区CBD成熟核心区的建
业天筑地产项目，集“绿色、科技、现
代、精装”于一体，是中原首家绿色三
星级建筑。位于郑州国际文化旅游产业
园区的建业 J18 项目，是涵盖公寓、酒
店、写字楼、博物馆、商业、住宅等多
种类型的大型文化商业城市综合体。王
小平、徐衣显等深入了解了这两个项目
的规划设计理念、建筑风格、运行模
式、商业业态等，对建业集团以国际化
视野和现代人居理念规划、设计、建设
富有现代气息的高品质地产项目，以及
采取“建业+生活”“建业+文旅”“建
业+住宅”“建业+幸福生态”等模式运营
项目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位于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建
业·华谊兄弟电影小镇，以电影场景为
形，以历史文化和城市记忆为魂，是集
电影场景浏览、电影互动游乐、系列主
题演艺、电影文化体验、特色餐饮、主
题客栈、民俗和非遗体验等于一体的电
影情境文化旅游小镇。该项目开创了中
原地区电影文化主题特色小镇先河，自
今年9月21日首映礼试运行以来，累计接
待游客约40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约1.3
万人次。

王小平、徐衣显等实地考察了电影
小镇项目，了解了电影小镇创新运营模
式，培育新型业态，通过“演、玩、
吃、住、购”全方位文旅体验，推出夜
游 《一路有戏》 等特色文化旅游产品，
初步实现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协同发
展，让游客在旅游中感受电影文化和中
原文化熏陶的运营方法，对建业集团由
房地产开发商向新型生活方式服务商的
成功转型，对该集团文旅产业的发展态
势和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表示赞赏。

考察期间，王小平、徐衣显与建业
集团高层就进一步深化焦作与建业集团
的战略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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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丽娜）昨日
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
与东方锅炉总经理兼东方电气环
保事业部总经理唐勇座谈，双方
就做大做强焦作项目、进一步扩
大合作深入沟通交流。东方锅炉
总经理助理杜云华、河南投资集
团河南城发环境公司焦作项目组
组长陈玮、河南东方锅炉城发环

保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冬平，
副市长孙起鹏一同座谈。

徐衣显欢迎唐勇一行的到
来，对东方锅炉将环保装备制造
企业落户焦作表示感谢和赞赏。
他说，东方锅炉是中国东方电气
下属核心企业，也是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此次布局焦作的环保装
备产业，是市场空间大、发展前

景好的朝阳产业，对于焦作打造
中原经济区高端制造业先进基
地、促进装备制造产业结构调整
升级、助推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
都有很大作用。焦作市始终高度
重视企业发展，将坚定不移、全
力以赴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努力打造焦作制造高端品牌。希
望东方锅炉发挥总部人才、资

本、管理等综合优势，加大对焦
作项目的支持力度，尽快成为区
域重点项目。同时，希望积极推
进产品在焦作的应用，推动政企
双方携手发展、互利共赢。

唐勇看好焦作发展前景、赞
赏焦作营商环境，感谢焦作市对
该公司在焦项目的大力支持。他
说，环保产业是东方锅炉的主导

产业，此次核心制造企业落户焦
作，进展十分顺利。焦作公司将
致力打造一流企业、一流队伍、
一流产品，立足河南、辐射全
国、走向世界，为焦作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叫响焦作制造品牌贡献
力量。同时，希望在新能源、新材
料等更多领域寻求合作机遇，扩
大合作成果，实现共赢发展。①2

徐衣显与东方锅炉总经理唐勇座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