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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松骏

近日，在历经16个月的奋战后，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五冶）承建的宝钢股份一二烧结整

合大修改造工程（以下简称烧结项目）

投产，标志着我国目前规模最大、最绿

色环保、设备最先进的烧结机组投入

使用。

一系列优异指标的取得，离不开

她的建设者——中国五冶夜以继日的

奋斗。面对极为紧张的建设工期，中

国五冶创新施工工艺，强化项目管控，

为业主和社会交上了一份优秀的答

卷，助力我国钢铁生产在节能环保、产

能提升等方面更进一步。

创新施工方式
让“绿色”生根

烧结是钢铁生产的一个重要环

节，它是将铁矿粉、粉（无烟煤）和石灰

等原材料按一定配比混匀，经烧结而

成的有足够强度和粒度的烧结矿，作

为后续炼铁的原料。在钢铁冶金行业

中，烧结一直是污染排放较大的一道

工序。

现役的宝钢股份一二烧结机分别

于1985年、1992年建成投产，设备状

态趋于劣化，节能减排技术与当今先

进水平存在差距。通过此次整合大修，

焕然一新的宝钢一二烧结装备上了我

国单体面积最大的600平方米烧结机

组，还配备了当前最先进的粉尘制粒、

烟气循环、烟气净化、余热锅炉、液密封

环冷等绿色环保节能系统，将极大降低

大气污染物排放水平，工艺装备和自动

化控制水平不仅达到国内同类机型的

一流水平，更具国际先进水平。

大量先进工艺设备的应用和规模

产能的提升，对工程建设提出了更高

要求，其中不少系统在烧结乃至钢铁

厂范围内也是首次使用，如何快速优

质地开展一二烧结大修改造，成为摆

在五冶建设者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努力革新传统施工与设备安装方

式，针对本项目特点展开针对性优化

与攻关是中国五冶选择的破题之法。

例如，此次烧结大修改造工程最核心

的主厂房纵向长度达到了158米。为

了确保质量，中国五冶将烧结主厂房

划分成五个施工段，创新采用跳仓法

施工，还改变了以往土建完工清场再

装设备的方法，通过实施新技术和新

工艺，实现了机电设备与土建施工的

同步高效推进。

而在本次大修改造项目改变最大

的环节——烟气循环系统的安装上，

项目部将大型构件散件吊装的方式改

为地面组装，然后再整体一次性吊装，

在增加安全性的同时也提高了工作效

率。为了实现这样的整体吊装，项目

部同设计院优化设计，改变箱体与箱

体间的连接形式，有效节约工期和降

低施工成本，并形成多项专利与工法。

强化项目管控
让“履约”兑现

由于该烧结整合大修改造项目

是促进宝钢股份烧结工序实现清洁

高效生产、提升绿色制造水平的重

点工程，因此业主高度重视，项目工

期十分紧张。

为了确保“热负荷试车”等重大节

点按期投产，自开工以来，在业主的鼎

力支持下，中国五冶全力以赴、奋勇拼

搏，投入了最优秀的力量，刷新了宝钢

烧结建设工期的新纪录。

整合公司内外资源，确保项目进

度。该项目机电设备一体化程度高、

体量巨大，为了确保安装顺利，项目部

增调了350吨级履带吊、叉车、登高车

等一系列设施设备，尤其是通过公司

协调增调了江浙沪地区唯一一台650

吨级履带吊参与环保设备安装等施工

建设。

除设备物资外，人员配置更是必

不可少。烧结项目原有人员千余人

左右，为确保节点顺利投产，中国五

冶积极调配人员，增至1500余人，最

高峰时更是达到了1700余人。除增

加普通工人以外，中国五冶还在全公

司范围内调配公司领导、技术骨干常

驻项目部，积极配合工程机械安装以

及项目管理、技术指导等工作，大大

增强了项目团队的实力。项目部各

班组之间也通力合作、相互配合，确

保各系统节点按时完工。尤其是在

施工高峰期的酷暑季节，为了确保

工人高效工作，项目部每天都会给

各个班组的工人准备盐汽水、冷饮、

西瓜等，既解渴又能缓解工作疲劳，

提高效率。

创新管理机制，全力拼搏不懈

怠。为了调动人员积极性，烧结项目

部对分包设立节点奖，与管理人员签

订责任书，未达标扣绩效，超额进行绩

效奖励。从2018年7月开始，为确保

烧结节点投产，项目团队更是进入了

“5+2”“白加黑”的模式。例如，为了

烟气净化系统试车，项目班子成员与

项目员工一齐上阵、通力合作，为项目

建设保驾护航。

□ 本报记者 王绪阔

2018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三

五”规划、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关键之年。河南省濮阳县渠村乡

党委政府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以

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撸

起袖子加油干、扑下身子抓落实，团结

带领广大干群，自加压力，实现了脱贫

攻坚、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农业

农村重点工作的新突破，各项社会、民

生事业继续保持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的良好势头。

2018：重点工作取得新突破

脱贫攻坚取得明显成效。立足资

源基础，狠抓产业扶贫。2018年，渠

村乡紧紧围绕以产业发展促脱贫攻

坚，投产了聚源德电子厂、晟安服饰、

豫龙工艺品加工厂、鸿泰纸业、福民纸

业、骨质陶瓷厂、抓德驴肉加工厂等工

业扶贫就业点，已安排近500名群众

就近务工；重点发展了牛寨小龙虾养

殖基地、刘闵城韭菜种植基地，有力促

进了农民增收。因人施策，推进就业

扶贫。为1083名贫困群众申请公益

岗位，户均年增收6000元；举办就业

招聘会4场，实现1820名贫困劳动力

转移就业。精准发力，推进金融扶

贫。积极与中原村镇银行对接，为

937户贫困家庭办理了扶贫贷款推荐

手续，银行已放款213人1029万元。

补齐短板，注重“智志双扶”。共培训

60多名扶贫创业致富带头人，极大增

强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能力和能人带

动效应；发挥“一站两组三会”作用，发

挥广大党员、致富能手典型引导作用，

实现脱贫638户2535人，圆满完成了

年度脱贫目标。

特色小镇和乡村旅游产业取得长

足发展。积极依托丰富的历史、地理

及优美的黄河自然景观等旅游资源，

建设特色小镇及黄河湿地生态园，促

进乡村旅游业发展；发挥“黄河文化”

“鱼文化”“儒家文化”等自身优势，打

造集黄河湿地景观、文化传承、农业观

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全县乡村旅游

示范点。“五一”假期期间成功举办了

“中国濮阳（渠村）首届黄河鲤鱼节”，

开展了万人品鱼汤及烹饪大赛、孔子

学堂研学等活动；“十一”假期期间成

功参与了“相约龙都、畅游金秋”活动；

全年共吸引观光游客达11万多人次，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取得新突

破。以构建外联内通、便捷快速的交

通体系为重点，加快推进沿黄快速通

道、引黄入冀观光路和濮渠路拓宽改

造建设，形成东、北、西向通道的互联

互通；完成连村道路、生产道路建设

30多公里，完成村内道路、胡同硬化

近60公里；村室建设提升及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建设逐步提速；村级文化

广场、标准化卫生室已实现34个行

政村全覆盖。

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引黄入

冀补淀工程持续顺利通水，黄河标准

化堤防建设项目顺利完工；投资1.2亿

元的渠村分洪闸维修改造工程正进行

收尾工程；涉及6个行政村的滩区迁

建安置区一期正在顺利建设，正在建

设的14栋居住楼房，5栋即将封顶；明

帅照明项目落户县产业集聚区，完成

招工200余人，如期顺利投产。

市场引领农业发展更加清晰。做

好全乡水产养殖规划，促使全乡水产

养殖业健康快速发展；在牛寨村流转

土地800余亩，发展了淡水小龙虾养

殖；以武寨为中心，发展稻鳅混养

1500余亩，全乡已发展各类水产养殖

7000余亩。力推设施农业发展，在孟

居集中发展了丝瓜、辣椒、芹菜等蔬菜

大棚800亩、甜瓜大棚500亩，秋葵、

金银花 300 亩，苹果、梨、桃等果树

400亩。积极发展现代休闲旅游采摘

业，在三合村投资1000多万元、流转

土地200余亩的义田农庄项目正在稳

步推进建设。

社会、民生事业健康发展。小学

在校学生4600余名，初中在校学生

2200余名；卫生院综合楼投入使用，新

农合参保人数达到4.7万多人，截至目

前，累计收治门诊病人8000多人次、住

院病人700多人次；城乡居民社会养老

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8万人，6000余名

60周岁以上老人按月享受养老金，低

保、五保实现了动态下的应保尽保。

生态环境取得明显改善。圆满完

成植树造林任务，在主要道路及沟渠

两边实施绿化工程；整改取缔的16家

小散乱污企业无一家反弹；结合“世界

地球日”“6·5世界环境日”等开展环

保系列宣传活动，发放各类宣传材料

5000多份，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环保意

识；持续深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狠抓

夏、秋两季秸秆禁烧工作，有效保证了

环境空气质量改善。

2019：凝心聚力谋划新未来

2019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关键之年。渠村乡党委政府将坚持

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全局，以

加快发展和转型升级为主线，以脱

贫攻坚、基层党建、现代农业发展、

美丽乡村建设等为重点，强化目标

考核，狠抓责任落实，确保全年经济

建设和社会事业保持稳中有升的良

好发展态势。

全力做好脱贫攻坚工作。2019

年，渠村乡将举全乡之力、汇全乡之

智，继续把精准扶贫工作作为所有工

作的重中之重，确保顺利通过3月份

脱贫摘帽省级实地核查工作，大闵

城、后园等8个贫困村整体退出贫困

村行列。抓好产业扶贫。超前谋划，

积极探索，进一步合理规划产业布

局，把特色产业做大做强，不断拓宽

致富门路，持续提高群众收入。抓好

就业扶贫。重点发展以一木木业、兴

勤木业为代表的木材加工业，以豫龙

服饰、孟居服饰、晟安服饰为代表的

服装加工业，以北玻玻璃、福民纸业、

鸿泰纸业为代表的工业加工业，以抓

德驴肉加工、公西集春卷厂为代表的

食品加工业；带动更多的市场主体进

入扶贫领域，提供更多就业岗位，让

贫困劳动力就近就业，帮助贫困家庭

增收致富。抓好金融扶贫。持续与

中原村镇银行等金融部门对接，为缺

资金且有发展意愿的群众、扶贫企业

办理贷款手续。

狠抓美丽乡村和魅力乡镇建

设。借助丰富的旅游资源，进一步完

善乡村旅游、公共交通和生产生活基

础设施建设，努力打造“生态优美、特

色鲜明、舒适宜居”的美丽村居。持

续提升公西集、王辛庄特色小镇建

设。按照“一村一品”思路，在公西集

村突出“圣贤故里”特色，以乡村旅游

为统领，积极融合发展休闲旅游、特

色加工等产业；在王辛庄村充分发挥

自然景观特色，打造集生态、观光、休

闲、娱乐、度假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黄

河风情特色小镇。大力发展乡村游

玩，不断扩大黄河湿地生态园的建设

规模。持续对黄河湿地生态园进行

提升打造，吸引更多游人前来休闲旅

游。持续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以濮

渠路、浮桥路、省道307两侧为重点，

大力开展环境整治活动。严格按照

规划引领美丽乡村建设，保持规划科

学性、合理性，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

突出各村美丽乡村建设特色，打造更

多的美丽乡村亮点。

大力调优农业产业结构。继续

把调整农业结构、发展高效农业作为

重头戏来抓，与产业扶贫相结合，依

托基地，突出特色，有序推进规模化、

产业化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全乡重点谋划发展五个产业发

展区：一是特色农业种植产业，以现

有的闵城韭菜基地及韭菜交易市场

为基础，通过政策扶持，辐射带动周

边大闵城、刘闵城、曹闵城、公西集、

王窑等村发展韭菜种植业，实现新增

韭菜种植3000亩；二是中药材种植

产业，在王芟河、叶庄、公西集、武寨

等村先行发展500余亩艾草，在县级

扶持政策的基础上乡政府每亩再补

贴100元，确保全乡艾草种植面积突

破1500亩，实现全乡包含金银花在

内的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2000亩；

三是瓜果蔬菜设施种植业，在孟居现

有2000亩设施农业的基础上，辐射

带动牛寨、翟庄发展大棚种植，确保

设施农业面积突破3000亩；四是稻

鳅混养产业，依托现有万亩稻田种

植，完善该区域基础设施条件，为发

展“稻下养鳅”提供便利条件，秋季稻

鳅混养突破3000亩；五是休闲农业，

进一步发挥濮渠路沿线、黄河自然风

光、渠村“亚洲第一大闸”、引黄入冀

补淀工程等优势，重点发展王辛庄水

产养殖及沉砂池水产养殖等，实行点

线结合，将濮渠路沿线打造成为观赏

农业发展区。

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以重

大项目建设推动经济发展，为重点

项目建设营造良好施工环境。搞好

对接服务，围绕当前正在推进的重

点工程项目建设，与有关单位加强

对接，切实做好沿黄快速通道、濮渠

路拓宽、引黄入冀观光路等重点工

程项目的协调服务工作。积极做好

滩区迁建安置工作，严格按照上级

的政策要求和时间节点实施搬迁，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黄河滩区移民

迁建工作任务。积极谋划申报，争

取渠村至青庄道路、南滩公路项目早

日开工建设。

持续推进民生改善。基础设施

方面，完善乡村道路、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及村室，满足群众生产生活需

要；争取多方资金，配合实施好土地

项目，使田成方、路相通、井配套、旱

能浇、涝能排，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

力和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教育方面，

乡一中四层宿舍楼及乡二中教学楼

建成投用，改善学校教育条件，努力

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不断扩

大学校建设规模，进一步擦亮渠村乡

教育名片。社会保障方面，做好城乡

居民新农合、新农保的参保工作，提

升大病医疗救助参保率，减轻群众看

病难、看病贵压力，真正让民生工程

惠及群众；进一步规范低保、五保管

理，确保把最应该纳入到低保、五保

的群众纳入进来，做到应保尽保。大

力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严厉打击各

种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为群众营

造更好的人居环境。

扑下身子抓落实 高点站位绘蓝图
河南省濮阳县渠村乡在2018年各项重点工作取得新突破的基础上，以加快发展和

转型升级为主线，全面谋划2019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力推脱贫攻坚、基层党建、现代
农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等保持稳中有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创新施工工艺创新施工工艺 一切以环保为先一切以环保为先
———— 中国五冶承建宝钢股份一二烧结整合大修工程纪实中国五冶承建宝钢股份一二烧结整合大修工程纪实

转型提升后的五冶冶建作品——建设中的国内单机面积最大的宝钢股份

600平烧结工程 王晨辉 摄

正在紧张冲刺的宝钢一二烧结整合大修改造项目全景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