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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高炉后的厂房，经过
改造开发出“我跟爸爸去炼钢”
体验项目；曾经的废旧长廊开
办起“讲铁堂”，用 VR 展示钢
铁是如何炼成的；在钢铁历史
博物馆，通过实物展示、实景模
拟、互动体验、未来科技等多种
手段展现中国钢铁历史厚重的
文化内涵……

炎炎夏日，记者走进位于
河北省邢台县的德龙钢铁有限
公司，绿意盎然的厂区随处可
见一处处精心打造的景观。更
吸引人的是，游客在讲解员的
引导下，走进烧结馆、炼铁馆、
炼钢馆、轧钢馆，甚至污水处
理、废热废气发电等“展馆”，让
人们更近距离地了解钢铁生
产。这些“展馆”，不是刻意用
来展示的“秀场”，而是德龙钢
铁生产环节中的车间现场。

“10 年前，我们一下班就
脱下工作服，在外不敢说自己
是钢厂的。”看着在参观通道行
进的游客，德龙钢铁炼铁厂高
炉一车间主任王瑞强感慨道：

“那时候厂里还有不少荒地和
野草，火车道旁满是油污，甚至
整个厂区都飘荡着粉尘，晚上
睡觉嗓子特别干，工人辞职换
工作的情况时有发生。”

“铁花四溅、热浪滚滚、烟
气熏人”，这是人们对传统钢铁
厂的印象。曾经的德龙钢铁同
样是一家高污染、高能耗、高排
放的民营钢铁厂，一度受到公
众质疑，也曾被地方政府下
达最后通牒：环保不达标就
要关停！

2012年以来，德龙钢铁痛
下决心，先后实施了全封闭料
场建设、新能源车辆替换、竖炉
拆除、余热发电、污水处理等
100 多项环保深度治理项目，
环保投入累计超过19.8亿元，使各项工序污染物实际排放浓
度远远低于国家特别排放值要求，并且满足河北省超低排放
标准要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水、气、渣、尘等实现全方位治
理，吨钢环保运行费用达240多元。在此基础上，德龙钢铁先
行先试实行脱硫脱硝一体化改造工程，在国内率先成为“无烟

（蒸汽）钢厂”。
“我们立下了打造世界级洁净钢厂的目标，并且坚持不懈

地践行落实。”德龙钢铁有限公司环保部部长杨晓斌说，钢铁
工厂与 3A 级旅游景区看似毫不相干，但德龙钢铁却将两者
融为一体，完成了从“排污大户”到“绿色工厂”的转型，实现减
污增收双赢利。

记者了解到，在加大环保投入的同时，德龙钢铁通过工艺
改进、产业链衔接，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热、废气、废水、废
渣等“副产品”全方位“吃干榨净”，实现绿色再生。目前，该公
司自发电率达 70%以上，折合每年节约标煤 30万吨；吨钢耗
新水仅为1.7吨，是正常水平的一半左右；利用高炉炉渣生产
水渣微粉，年产量 100 万吨，创效 2.2 亿元；高炉冲渣水余热
供暖项目可保障周边 200 多万平方米居民住宅供暖……
2017年，德龙钢铁被评为3A级旅游景区。

在公司办公楼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面醒目的“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形象墙。“打造行业内永久性标杆企业”

“环保投入不设上限”“低头弯腰做环保，挺胸抬头说环保”等
环保标语随处可见。沿着厂区内道路前行，一眼就能看到路
旁显眼位置竖立着一块电子指示牌，显示着各个排污口的排
放情况。杨晓斌告诉记者，这些在线数据监测和环保部门相
连，并在市区公共场所同步显示，实时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记者沿着干净整洁的参观通廊走进炼铁厂高炉一车间出
铁平台，周围看不到粉尘，也没有刺鼻的气味，车间墙面上绘
制着彩色文化墙，房屋显眼位置摆放着工人种植的各色盆栽
花卉，这里排放的颗粒污染物远远低于国家特别排放限值。
作为粉尘污染最严重的地方之一，经过升级改造，目前这里已
成为对外开放的车间之一，随时接受游客的参观监督。

2018年，德龙钢铁以争创国家4A级景区为抓手，继续对
厂区自内而外实施 288 项提升改造工程。今年 6 月份，企业
对两座运行 12 年的 96 平方米烧结机关停拆除，确保烧结工
序达到国家超低排放标准，实现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双赢。

“环保工作无止境，我们就是要瞄准世界一流水平，按照
国家4A级旅游景区标准，打造世界级洁净钢厂、行业永久性
环保标杆企业。”德龙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国旗说，通过打
开大门办钢厂的形式，企业主动接受全社会监督，“让公众对
钢铁企业有全新的认识，同时倒逼企业从一点一滴做起，不断
践行绿色生态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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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银岭冷冻设备有限公司工人在装配

“集装箱式”移动冷库的制冷机组。该公司自主研发的制冷机

组嵌入式一体化“集装箱式”移动冷库，可以到田间地头装货，

解决了食品保鲜“最先一公里”问题。张国荣摄（中经视觉）

“集装箱式”移动冷库助力冷链物流

2018 年，中国“获得电力”指数全
球排名由第 98 位前进至第 14 位，“环
节”与“成本”两项分指标均位列世界第
一。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提升“获得电
力”指标、服务小微企业发展的行动中，
国家电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对优化
电力营商环境工作可谓不遗余力。

创新思路，让客户办电更省时

今年4月1日起，针对电力工程占
用挖掘道路等行政审批手续的办理，
福建泉州市行政服务中心供电服务窗
口在全国率先推出“一窗式”联审服
务，该服务由国网泉州供电公司牵头
联合相关部门，在客户需要电力工程
占用和挖掘道路申报项目审批手续
时，由泉州供电公司驻行政服务中心
人员“一窗式”受理和初审客户申报资
料，其他部门窗口不再单独受理。

此前，申请这一类工程审批，需先
行向自来水、燃气、石油、通讯等涉及
管线的管理部门逐一征求意见后再按
程序报批，流程多，手续繁琐，给企业
单位办电带来了诸多困扰。

针对这一情况，泉州供电公司通
过多次协商，争取泉州市政府、行政服
务中心等相关部门支持，开启破路审
批“绿色通道”，压缩客户办电时间。

供电窗口服务人员介绍，泉州供
电公司负责申报材料收集和审查，受
理后5个工作日内，召集泉州市城市管
理局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以及自来
水等 6 个相关管线审批部门和项目业
主对项目涉及图纸、施工方案等实行
联合会审。方案确定后，各单位联合
到现场勘查，提出明确意见并现场签
字，切实让客户“最多跑一趟”。

泉州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胡志
学介绍：“采用这种方式后，整个流程
比以前最快的时候还压缩了 70%，一
般不到10天就可以出具施工许可证。”

海沧隧道是厦门实施跨岛发展战
略的重大项目，更是一项重大民生工
程。为助力海沧隧道建设，国网厦门
供电公司通过应用典型设计图纸，让
该项目的施工用电方案设计时长由10
天缩短至1天；供电员工现场安装供电
设备的同时，验收班组提前介入，实行
办电环节“串改并”……在厦门供电公
司业扩联合服务中心各专业班组的协
同下，海沧隧道平均每个子项目施工
用电报装仅用 16 个工作日即完成送
电，时长比原有模式缩短了 73%，为项
目建设提供高效的供电保障。

“我们知道接电时间会缩短，但没
想到只用了原来四分之一的时间。”海
沧隧道有关负责人连连称赞供电公司
的快速度。

缩短接电时长、提升办电效率的背
后，是思路的不断创新。为解决客户的

“急、难、盼”，国网福建电力强化客户用
电工程“强前端、大后台”建设，在各市
供电公司建设业扩联合服务中心，配齐
用电检查、装表计量、配电运维、电网规
划等专业人员，按照统一指挥、信息共
享、专业融合的原则，推行客户用电工程

“一站式”服务，推广标准化供电方案模
板，推行标准化典型设计图纸；取消用电

报装图纸审查和中间检查，对办电环节
实行“多合一”“串改并”简化……一系列
举措实施后效果立竿见影。记者了解
到，福建高、低压客户办电环节已分别减
少至4个、2个；接电时长减少至40天、
7天，较2018年缩短约三分之一。

靠前服务，让客户办电更省力

“不用跑营业厅，直接在掌上电力
APP 下单，20 分钟就能受理，资料由
供电公司派出的工作人员现场收取审
核，太方便了！”福州市城乡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用电经办人林剑对申请高压
用电报装业务“一趟不用跑”很满意。

“客户办电，最怕就是环节多、时
间长，信息也不透明。”国网福州供电
公司市场及大客户服务室副主管陈艳
说，该公司抓住“痛点”对症下药，在全
国率先组建“国网福州供电公司供电
服务指挥中心”、在全省首家成立业扩
联合服务中心，推行实体化运作，通过
优化组织结构、项目管理、作业方式，
建立横向协同、纵向贯通、“一口对外”
工作机制，实现业扩报装业务办理全
集约。推进“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
术与办电业务深度融合，简化内部流
程，取消普通客户图纸审查和中间检
查环节，大中型企业客户办电“最多跑
一次”，小微企业客户办电“一次都不
跑”；借助掌上电力、95598网站等渠道
实现 3 项复杂业务“最多跑一趟”，18
项简单业务“一趟不用跑”。

“供电公司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过
程中有几点非常好的做法值得推广。”
泉州市发改委党组成员、主任助力陈
其昌介绍，第一点是审批提速。主要
是加快接电的速度，做到了省时。省
时有 3 个关键词，第一是“联审”，好处
在于把时间从原来的 30 天压缩到了

15 天甚至 10 天以内。第二个关键词
是“放权”，把国网福建电力的权限下
放到 2 处——一处是 630 千伏以下的
供电方案免审制，客户现场获得答复
就可以马上开展方案的设计以及施
工。第二处是取消设计图纸的指导，
改为引导客户参照供配电工程的典型
标准来做方案。第三个关键词是“共
享”，供电公司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实现
了用户个人信息的共享，比如有客户
申请办理二手房过户，供电公司就可
以同步实现电表过户。

第 二 点 是 服 务 提 质 ，让 客 户 省
力。怎么做？主动出击、靠前服务。
这一点从3个层面可以看出来：第一是
服务重点工程建设。供电公司与发改
委紧密对接，提前规划审核这些项目
的配电工程电网方案。第二是为大客
户专门组建专业服务团队，从设计到
建设，提供一条龙服务。第三是为小
微客户安排专门的客户经理，提供清
单套餐式预约上门服务，让客户省心。

第三点是做到了管理提效，降低
成本，让客户省钱。这一点上又做了3
方面工作，第一是向上争取优惠政
策。把原来应该由客户投资的“高压”
接入电网部分改由供电公司承担，全
面实行 160 千瓦及以下客户以“低压”
方式接入电网，小微企业接电成本普
降 40%至 90%。第二是向内挖掘。主
要在于提供供配电工程的典型设计方
案供客户选择。第三是向外推介。让
部分用电相关企业也参与到市场化竞
争中去，以降低项目成本。

强化保障，让客户用电更可靠

稳定、可靠、永不断电是用户对用
电的根本需求，为此，国网福建电力大
力推行“不停电”作业，合理制定停电

计划，减少停电时间和次数。
近年来，为保障用电企业供电的可

靠性，国网福建电力推行配网停电“10
（2）小时”作业法（计划检修以 10 小时
内复电为目标；重要用户和时段的故障
抢修以 2 小时内复电为目标）和“先复
电、后抢修”，尽量减少停电时间。

湄洲岛是福建省优质海岛类旅游
资源。但受地形条件限制，岛上原来
仅靠两套 10 千伏跨海电缆供电，供电
能力不足且故障风险高，台风灾害出
现故障时抢修难度大，旅游区用电特
性更是导致负荷波动大、供电能力不
足、电能质量差等用电风险。2014 年
7 月，国内首个直接接入 10 千伏配电
网的海岛储能工程项目——福建莆田
湄洲岛储能电站在湄洲岛正式投运，
储能功率为 1000 千瓦，可存储电能
2000 千瓦时，相当于给湄洲岛配备了
一个巨大的“充电宝”。

该工程投运后，有效解决了湄洲
岛长期存在的低电压问题，并可在供
电海缆受外力损坏导致全岛停电的情
况下，满足岛上居民和电网抢修应急
电力需求，使全岛供电可靠性和电能
质量显著提升。

2018 年，国网福建电力加快电网
建设力度，投产 500 千伏卓然变电站
扩建等 61 项电网建设重点工程。目
前，福建省已形成“省内环网、沿海双
廊”的500千伏超高压骨干网架。

除了主干电网的“强筋壮骨”，配
电网网架也得到持续升级。国网福建
电力针对福建省地理环境复杂、自然
灾害多发、配电网发展与相邻省份差
距大等问题，从资金、技术、人员等方
面加大投入。福州、厦门已跻身世界
一流城市配电网行列，晋江“四化两
全”一流新型城镇配电网引领全国中
小城市配电网发展。

国家电网福建电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你 用 电 ，我 用 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薛志伟

福建湄洲岛储能电站占地400平方米，由电池柜、变流器柜、监控柜及接入系统组成。图为放置在湄洲岛储能电站内的“单

相智能电能表一体式检测装置”。 本报记者 薛志伟摄

7 月 11 日，新宝骏旗下两款新车
RC—6 和 RM—5 在上汽通用五菱宝
骏基地下线。宝骏是上汽通用五菱于
2010 年创立的自主品牌，主要目标是
打造适合全球新兴市场的乘用车。不
过，高歌猛进的宝骏和很多车企一样，
去年以来也遭遇销量下滑的困境。

面对车市的低迷，上汽通用五菱
在反思中奋起。今年 4 月 11 日，公司
在上海发布了“新宝骏”品牌，用“钻
石”标取代“马头”标，并推出了悬挂新
标识的首款车型 RS—5。此次新宝骏

RM—5 和新宝骏 RC—6 的下线，不仅
进一步壮大了新宝骏阵营，更让新宝
骏再次成为业界关注焦点。

那么，新宝骏究竟新在何处？“首
先，新宝骏是一个具有新理念的新品
牌，代表着新的出行生活方式。”上汽
通用五菱总经理沈阳表示，汽车产品
已从过去单纯的交通工具，变为提供
综合出行服务体验的智能终端，新宝
骏的使命就是用好的产品与服务，为
消费者“创造出行新生活”。

当然，新宝骏也是具有新技术的

新产品。上汽通用五菱技术中心副总
经理赵小羽告诉记者，此次新宝骏突
破传统的车载互联思路，通过挖掘新
消费环境下年轻用户群体的消费需
求，率先提出“手机即车机”理念，并与
博泰共同推出了“手机车联网”系统，
全面革新了用户的车联体验。

“该系统具备零学习成本、个性化
体验、24小时在线、实时更新等诸多独
特优势。”博泰集团创始人及董事长应
宜伦指出，由于一般汽车的开发周期
为 3 到 4 年，待汽车上市时，硬件早已
落后两代。而手机开发周期大约为 9
个月，用户更换智能手机的频率也更
高。“现在主流手机芯片的运算速度比
主流车机芯片要快 20 倍，因此用手机
代替车机的方案，可以极大提升车机
系统的速度和流畅性。”应宜伦说。

此外，新宝骏还是一种新的商业
模式和产业生态。上汽通用五菱副总
经理张子盛告诉记者，当前新宝骏的
渠道建设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
搭建一系列数字化平台，用数字化管
理为经销商赋能，让 4S 店能做新车出
售以外的事。“比如，针对新能源车的
使用，我们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假如今
天用户在柳州发出申请，明天到达福
建后，当地 4S 店可以提供共享用车，
用户不再需要办理手续，从而实现快
速共享。”上汽通用五菱销售公司总经
理薛海涛进一步解释，“新宝骏并不是
一个简单的汽车品类，而是从用户体
验出发，围绕产品研发、制造和使用过
程，给用户‘创造出行新生活’的新理
念与新探索，更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新动能”。

新宝骏RM—5在上汽通用五菱宝骏基地下线。 车 夫摄

从从““马头马头””标变为标变为““钻石钻石””标标——

新 宝 骏 新 在 何 处
本报记者 杨忠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