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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繁花锦簇，50 年大爱无

疆。

南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南阳中联”）作为从南阳本土

成长起来的企业，始终对南阳有着

深厚的“家国情怀”，在发展经济的

同时，始终牢记国企的社会责任，将

“脱贫攻坚”和“绿色环保”纳入企业

发展战略，作为一项年度重要工作

任务，常抓不懈。

近年来，南阳中联重金投入环

保设备更新，持之以恒减排、降耗、

抑尘、降噪、增绿，现厂内绿化面积

有两万多平方米，矿山复垦复绿 3.2
万平方米，植树 7600 棵，倾心打造

绿色工厂、花园式工厂，为企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构筑了绿色屏障。

南阳中联坚守国有企业的经济

责任、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将扶贫

工作作为企业的年度重要工作之

一，深入开展“千企帮千村”扶贫工

作，数十年如一日参与赈灾救灾，并

投身慈善公益事业，为南阳人民奏

响了一曲涌动着正能量，散发着绿

草芳香的民、企共建协奏曲。

重 金 投 入 环 保
打造花园式工厂

深植绿色发展理念，坚持可持

续发展。

南阳中联自建厂以来一直坚持

做三件事：一是大力改造提升产能，

二是大力实施绿色转型，三是大力推

动“水泥+”产业链一体化经营。这也

是南阳中联 50年来始终领跑同类企

业、勇立潮头的重要原因。

作为三大战略之一，南阳中联

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坚持“企业发

展，环保先行”，投入巨资，不断增加

厂区绿化面积，加强矿山治理工作，

全面开展“跑冒滴漏”治理，加强污

染源管控，实现清洁生产、矿山绿

化，把美化厂容厂貌、营造良好工作

环境作为基础管理中的一项重点工

作来抓。

在环保设备方面，南阳中联每

年的投入资金占总投资 20％，不但

生产上做到环保，运输、采矿上也做

到环保。石灰石矿山距厂区 6 公

里，石灰石经破碎机破碎后由大皮

带输送至厂区石灰石预均化库，全

程密封，不仅减轻了道路运输压力，

而且避免了扬尘，保证了环保。

在厂区，南阳中联严格按照国

家环保要求，通过管好用好环保设

施，全面开展“跑冒滴漏”治理，加强

污染源管控，实行清洁生产，各类污

染物均实现超低排放，致力打造花

园式工厂。投入巨资绿化厂区环

境，不断增加厂区绿化面积；修建污

水处理站，污水经过净化、消毒、加

压后分别送往各处重复利用，年用

循环水 760 万立方米，年节省开支

近 200万元。

在矿山，南阳中联认真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将矿山治理工作放在企业发展的重

要位置，开展绿色矿山建设，保护矿

产资源。 2018 年以来投资 1815 万

元进行矿山环境治理，在运矿道路

沿线安装了自动喷淋抑尘系统、进

出矿区自动感应洗车系统、矿区监

控门禁控制系统；铺设了矿区沥青

道路，设置了安全隔离墩，修整了道

路边沟，修建了绿化带 ,并对矿区边

坡危岩进行削坡降段……

同时，南阳中联把节能减排的

理念贯穿生产全过程。数据显示，

南阳中联年利用各类废渣 100万吨

左右，废渣实际掺加量占水泥原料

总量的 30%。如采矿废渣、电厂粉

煤灰、脱硫石膏、硫酸渣、转炉渣、煤

矸石等废渣，都被大量用于生产中。

南阳中联高度重视能源的综

合开发和利用，投资 1.4 亿元建成

河南省首家 16000kW 水泥窑纯低

温余热发电节能减排重点项目，日

发电量达 32 万 kW·h，年利用工业

废气 50 万吨，从根本上控制了粉

尘、废气排放，降低了生产成本，实

现了节能降耗，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

如今的南阳中联，环保观念已

经深入到每一个员工的心中，成为

一种自觉的习惯，形成了“要我环

保”到“我要环保”的文明新风尚。

如今的南阳中联，俨然是一个

大型的花园，五步一绿，十步一景，

现代化企业与自然景观在这里得到

完美结合，令人目不暇接，心旷神

怡。漫步南阳中联，翠绿的草坪、摇

曳的垂柳、高大的雪松，与挺拔的预

热器相映成趣；澄明如镜的人工湖

上，蜻蜓在水面上展示着婀娜的舞

姿，金鱼在荷叶的掩映下嬉戏游弋；

矿山上，林木葱翠，青草护坡，蝴蝶

在各色花瓣上翩然起舞，整洁的柏

油路在弥漫着青草气息和鲜花芳香

的空气中，向着远处延伸……

坚守国企担当
彰显中联大爱

50 载栉风沐雨，50 载不变初

心。

近年来，南阳中联生产技术日

新月异，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经营效

益逐年提升，2019年销售收入达 10
亿元。

在实现经济效益和体现社会价

值的同时，南阳中联始终不忘自己

所担负的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国

家责任，数十年如一日助力脱贫攻

坚，投身慈善公益，改善和发展地方

经济，让百姓共享企业改革发展的

成果。

南阳中联把扶贫工作作为公

司的年度重要工作之一，并提高

到“三重一大”事项层面研究部

署，积极参加南阳市委、市政府组

织的“千企帮千村”活动。扶贫工

作中，公司领导多次到定点扶贫对

象——镇平县老庄镇凉水泉村和

社旗县郝寨镇刑庄村考察调研，安

排专人驻村扶贫。南阳中联发挥

企业自身优势，投资 500 万元援建

厂区周边凉水泉、王庄村、秋树湾

村的“村村通”道路和小学图书室；

向贫困群众捐赠米、面、油等生活

物资；组织矿山劳务合作社，安置

贫困群众稳定就业，以实际行动践

行企业社会责任。

南阳中联还注重扶贫“扶志扶

智”工作，针对性地对被帮扶对象进

行能力提升，鼓励贫困群众树立信

心、振奋精神、自力更生，从思想脱

贫、观念脱贫向行动脱贫转变。

自 2004 年以来，每年春节，南

阳中联历任领导都坚持到镇、村敬

老院，看望慰问孤寡老人，送上棉

被、电磁炉等生活用品，截至今年 3
月累计捐赠物品价值 20余万元。

2019 年 8 月以来，公司工会在

开展“金秋助学”活动的同时，将定

点扶贫村贫困家庭考入本科院校的

学生纳入资助范围，活动开展以来，

共资助 17名大学生，发放资助金 3.4
万元。

今年以来，南阳中联陆续为抗

击疫情捐赠 20 万元，并组织党员、

团员为抗击疫情爱心捐款 2.92 万

元……

这只是南阳中联近两年开展公

益事业的一个缩影。1998年洪灾、

汶川地震、“非典”肆虐……但凡国

家有难，人民有困的时候，南阳中联

以国有企业的担当、世界 500 强的

责任，作出应有贡献；南阳中联人挺

身而出，义无反顾冲在最前沿。

南阳中联深植绿色发展理念，

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不移推进绿

色生产，毫不动摇开展各类公益捐

助活动。如今，南阳中联已成为豫

西南地区的企业标杆，可持续发展

战略作为范本在业界流传，引来省

内外诸多企业考察参观；先后获得

国家级绿色工厂、国家级绿色矿

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

业、全国建材行业先进单位、全国

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河南省节

能减排科技创新示范企业、河南省

绿色企业、河南省绿色环保引领企

业、南阳市“千企帮千村”先进企

业、镇平县“社会扶贫明星企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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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一角 矿山复绿

本报讯 （记者曾庆芳）9 月

15日，副市长谢松民带领市直相

关部门及新野县有关负责同志，

深入新野县外贸企业现场办公。

谢松民一行先后到南阳鼎

泰高科有限公司、河南新野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

间，详细了解外贸生产经营和进

出口等情况，协调解决企业发展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促进外贸

企业高质量发展。谢松民指出，

各级各有关单位要强化服务，育

强主体，千方百计为企业争取各

项政策、资金扶持，切实解决企

业生存发展难题；要强化业务指

导，破解发展瓶颈，助推企业做

大做强。各外贸企业要正视当

前形势，进一步转变经营思路，

持续开拓国际、国内市场；降低

经营风险和经营成本，加大产品

创新力度，积极调整产品结构，

提升市场竞争力。②11

强化服务指导 助力企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赵 倩）9 月 14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第四届全球跨境电商大会将于

9月 22日~24日在郑州举行。

本场电商大会是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我省在线下举办的一场重

大经贸活动，也是深化河南跨境电

商高质量发展、推动新一轮高水平

开放的重要举措。本次大会由河南

省商务厅、郑州市政府、商务部国际

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国际电

子商务中心、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共

同主办，以“全球疫情下跨境电商发

展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方式举办。大会将举办

开幕式暨跨境电子商务高峰会、“丝

路电商”国际合作 (郑州)高峰论坛、

中国跨境电商 50人论坛两场平行论

坛和知名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线上直

播等活动，探讨全球跨境电商行业

发展趋势，打造国际化、高端化、精

准化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流合作平

台，推动跨境电子商务持续创新，实

现高质量发展。②11

全球跨境电商大会 22日在郑开幕

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

通讯员 王婉玉

近日，乐凯集团举行 2020年度

技术创新大会，乐凯华光双层热敏

版改进及产业化项目成为唯一荣

获技术创新一等奖的项目。该项

目是乐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实施产品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升级

的重点项目。

填补国内空白

长期以来，单层热敏 CTP版材

是国内印刷行业主流产品，但单层

热敏版不能满足长印程和耐 UV油

墨的印刷需求。双层热敏版不仅

保留了传统单层热敏版优良的印

刷性能，而且能够适用于长印程普

通油墨印刷、高档商务印刷和 UV
油墨印刷，是实现印刷数字化、绿

色环保化和 CTP 技术推广应用的

关键产品。随着国家越来越提倡

和重视环保，双层热敏版具有单层

热敏版替代不了的优势，拥有较好

的市场前景。研制双层热敏版，成

为华光研发人员的共同心愿。

在乐凯华光双层热敏版研发

负责人孔祥丽看来，核心技术如果

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后续的发展会

处于被动局面，这关系到乐凯华光

未来的发展问题。

孔祥丽带领项目组展开艰苦卓

绝的科研攻关，进行了大量严谨细

致的试验。他们在生产一线连续进

行了一年多的生产跟踪，无数个日

日夜夜，与一线操作工人一起通宵

加班，摸索优化工艺条件，分析解决

实际问题。研发团队不断优化版基

处理工艺，较好控制了涂层结构，熟

练掌握了涂层工艺要点，最终成功

研制出双层热敏版，并顺利实现产

业化。该版材使用双涂层结构，采

用具有专利技术的功能性树脂和先

进的涂布工艺，成为国内首个双层

热敏版，综合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产品自上市以来，得到国内外

客户的广泛认可。

取得科研硕果

创新是企业的生命线。在乐

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创

新正在带动企业不断突破自我，实

现加速发展。

产品研发出来了，技术创新的

脚步不能停歇。双层热敏版改进

及产业化项目研发团队又立即投

入到产品性能改进、质量提升工作

中。团队认真总结经验，查阅相关

资料，组织进行理论分析，通过调

整溶剂体系，解决了版材下层表观

发花的问题；开展降粉尘、降成本

“双降”配方研发攻关，经过配方调

整，制版粉尘降低了 58%以上；组

织开展版材后烘工艺研究，经过对

下线版材进行低温后烘，提升了版

材存放稳定性和抗划伤性能；组织

开展了 46个批次的原材料检测工

作，保障项目产业化顺利推进……

双层热敏版的检测评价方法，

对于保证版材稳定性能非常重

要，国外印刷企业对此项技术十

分保密。项目研发团队不断总结

经验，结合 UV 油墨版的质量控制

及双层版材的特性，研究制定了

双层热敏版性能检测评价方法，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行业标准和

企业标准。

双层热敏版改进及产业化项

目团队共有 10人，由科研、技术、生

产、销售各领域人员搭建起完备的

组织架构。团队成员齐心协力、各

司其职，统筹兼顾、铁杵磨针，推动

项目研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喜人

的阶段性成果。2019年，双层热敏

版全年销量 1651.2万平方米，销售

收入 3亿多元，成为该公司重要的

利润增长点。②11

乐凯华光双层热敏版项目填补国内空白乐凯华光双层热敏版项目填补国内空白——

以技术创新助力高质量发展以技术创新助力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刘力果）9 月 15
日，我市举办“劳动共筑中国梦·携

手同建文明城”劳模事迹宣讲报告

会暨文艺演出活动。

今年年初，面对突袭而至、来

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市各级

工会组织、劳动模范、广大职工与

人民群众风雨同舟、众志成城，构

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为夺取

疫情防控关键性胜利作出了积极

贡献。劳动模范是劳动群众的杰

出代表，是最美的劳动者。他们以

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辛勤

的劳动谱写了新时代劳动者之歌，

生动诠释了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

价值追求。全市劳模和五一劳动

奖获得者把推动经济发展和精神

文明建设作为砥砺劳模精神的主

战场，奉献在前，冲锋在前，奋斗在

前。他们弘扬劳模精神、展现劳模

作为、彰显劳模担当，充分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不断传递和放大爱岗

敬业的职业操守和团结互助的传

统美德。②11

我市举办劳模事迹宣讲报告会

唱响新时代劳动者之歌

为人民
靠人民

共建网络安全

9 月 15 日，由市教育局组织

开展的 2020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

传周校园日活动在我市大中小

学举行，各学校通过开展主题班

会等系列活动，对学生进行网络

安全宣传教育，营造健康文明的

校园网络环境。图为市十五小

网络安全主题班会 ②11
本报记者 周 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