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李妍 2018年11月9日 星期五
要闻 06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焦炉炼焦、高炉炼铁、转炉炼
钢、轧钢成材……钢铁炼成需经上
百个工序，全程会消耗大量能源资
源， 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的余气、余
热和余压。

以前，余气、余热和余压都被
当作生产的废弃物白白浪费掉了。
华菱湘钢能源环保部首席工程师
吴畏告诉记者， 上个世纪80年代，
湘钢有一盏“天灯” 十分引人注
目———厂区内1座50米高的煤气放
散塔顶端，因煤气燃烧“蹿”出3米
高的蓝色火焰，像悬挂在空中的大
灯，日夜不熄。

“那时候煤气燃烧放散，在钢
铁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大家只觉
得‘天灯’景象壮观，没有人意识到
这是一种能源浪费。 ”吴畏说。

11月6日，记者来到湘钢厂区，
煤气放散塔静静矗立，顶端没有了
烟雾，更没有火苗。

吴畏介绍， 上世纪90年代初
期，湘钢在轧钢过程中，将钢坯加
热炉燃料“以气代油”，即用煤气代
替重油来烧坯，公司煤气放散量逐
渐减少。

“天灯”彻底“消灭”在2015年1
月。 标志性的事件是湘钢第二台
135兆瓦高温超高压发电机组投产
运行。

135兆瓦发电机组主要是利用
余气发电。 高炉炼铁产生的煤气，一
部分供炼铁自用，多余部分被“赶”进
管道； 煤气经管道进入锅炉燃烧，加
热水使水变成过热蒸汽；过热蒸汽推
动汽轮机旋转，带动发电机发电。

湘钢超高压余能发电车间副
主任陈仕介绍，135兆瓦发电机组
操作系统很复杂，2013年第一台机
组刚装上时，会控制系统的人屈指
可数，熟练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原来， 湘钢上135兆瓦发电机
组时，国内只有1家钢厂有1台相同
功率的发电机组运行。“当时，那台
机组运行得还不太稳定，对湘钢来
说，没有师傅带，也无经验可寻。 ”

陈仕介绍，为了让技术人员尽
快熟悉操作系统，湘钢特意搭建起
135兆瓦发电机组仿真培训中心；
最初两年，每名操作人员每天要在
仿真室模拟操作系统上“工作”1个
小时。

置身湘钢超高压余能发电车
间，机器轰鸣作响，银白色管道纵
横交错。

车间分上下两层，第一层多台
蓝色水泵并排而立，第二层主要是
汽轮机、发电机和实时监控室。

在实时监控室， 记者看到，一
台135兆瓦发电机组共有45套系
统，每一套系统下面又包含若干个
子系统，“一般要学习1至2年，才能
掌握整套系统的操作。 ”陈仕说。

超高压余能发电车间外，连接
着变压器、升压站、输电线路，俨然
一座小型发电站。

目前，余气发电量占到湘钢自
发电总量的85%， 是绝对“主力
军”；余热发电量和余压发电量，分
别占比14%和1%。

余热发电，主要是利用冶炼烧
结矿石时产生的热量来发电。 湘钢

配置的是1台4.5兆瓦和1台20兆瓦
的发电机组。

余压发电，主要利用煤气从高
炉炉顶（煤气压力约为220千帕）到
管网（煤气压力约为15千帕）这个
过程中产生的压差发电。 湘钢4座
高炉配置了4台发电机组， 功率在
15兆瓦到20兆瓦不等。

余气、余热、余压的综合利用，
使湘钢自发电量逐年提升并屡创
新高。

2011年，湘钢自发电量13.6亿
千瓦时， 占企业总用电量的35%，
处于行业较低水平。

往后逐年提升：2014年23.5亿
千瓦时，2015年29亿千瓦时。

2016年跃升至31亿千瓦时，自
发电量在企业总用电量中所占比
例增加到85%以上，跻身行业先进
水平。 生产不饱满时，自发电消耗

不完，还向湘潭电网返送电能。
2017年，湘钢自发电量达31.1

亿千瓦时。 也正是这一年，湘钢能
源精细化管理模式获得了全国优
秀能源管理案例奖，成为全国钢铁
企业中唯一获奖的单位。

今年， 湘钢日均自发电量达
904万千瓦时， 年自发电量预计可
达33亿千瓦时。“外购电成本约0.6
元/千瓦时，以此计算，湘钢自发电
今年可创效益近20亿元。 ”

吴畏介绍，湘钢能源环保部已
经对整个厂区的高品质余热做了
全方位“扫荡”，发现目前只有焦炉
烟气上升管的余热、3个轧钢加热
炉产生的余热，还没有回收利用。

针对此，湘钢能源环保部已经
制订了相关计划，准备上第三套高
效发电机组，可研性报告已递交华
菱总部，获批后即实施。

为
化 “抓住”跑掉的能源

———看华菱湘钢如何将余气、余热、余压“吃干榨尽”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人物
� � � � 李菁， 1989年出生 ， 泸溪浦市镇
人， 作家、 摄影师、 “遇见” 民宿创
始人。 201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 ， 成
为西安一所高校教师； 2016年辞职回
乡自由写作， 陆续出版畅销书 ； 2017
年在浦市镇开了一家名为 “遇见” 的
民宿。

故事 � � �
� � � � 爱写作、 痴美学、 喜摄影的李菁
有多重身份———作家、 摄影师、 “遇
见” 民宿创始人。 两年前， 她还是西
安一所高校的教师， 教授平面设计相
关课程。 因为热爱文学， 课余时间她
全部用来写作。 那时， 她已出版散文
集 《见素》、 短篇故事集 《当茉遇见
莉》， 拥有许多喜欢她文字的读者。
2016年6月， 为有更多时间从事自己
喜爱的写作， 她毅然辞去稳定的高校
工作。

李菁回到从小生长的泸溪浦市古
镇。 没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如何让
一个女青年的文学梦想枝繁叶茂？ 李
菁用聪慧与勤奋让这个难题迎刃而解。
她开办摄影梦想课堂， 在网络上为全
国各地的学员上课， 教授他们摄影美
学知识， 还给客户拍照、 修图、 做设
计， 写作之外的工作日渐饱满。

有心人， 天不负。 一年之后， 她
不再为生计烦忧， 有了更多时间去做
自己热爱的事情。 2017年10月， 她的
励志随笔集 《你的人生终将闪耀》 出
版， 3个月畅销3万册。 新书摄影文字
集 《向美而生》 也即将面世。

作家雪小禅说， 李菁最大的优点
就是勤奋， 不怕吃苦， 充满灵气。

这个优点让她将喜爱的事情越做
越精。 她的摄影课堂每期人员爆满，
她镜头下的人物唯美灵动， 摄影作品
成为著名作家梁实秋、 张晓风、 雪小
禅等的书籍插图。

梦想， 是一粒美妙的种子。 春天
来临， 生根发芽， 茁壮成长。

2018年5月， 一位天使投资人看
中了李菁的能力和影响力， 为其投资，
李菁得以在浦市古镇创立一家名为

“遇见” 的民宿。 为能让更多有缘人来
“遇见” 民宿， 静心感受千年浦市古镇
之美， 她用独特审美把民宿打造成新
中式简约风格的特色精品美宿， 前庭
后院， 清幽雅致。 “遇见” 成了许多
人向往的梦想之地， 他们不远千里来
到浦市， 只为听听李菁的故事， 领略
古镇别样风情。

她的故事温暖而有力量， 感染了
越来越多的人。 一次偶然， 经一位微
信朋友推荐 ， 李菁遇见了灵魂伴
侣———闫凌 。 闫凌是一名独自走过
100个国家的环球旅行家， 李菁是一
名读万卷书的作家， 他们都热爱旅行、
写作、 摄影。 当闫凌来到身边， 李菁
仅用几分钟时间， 便确定他是自己等
待已久的人。 从此， 她的故事里， 多
了能让她相依相偎的爱人。

北京人闫凌为李菁放弃了京城优
越的生活， 来到浦市古镇和她一起过
恬静的日子。 她在哪， 他的家就在哪；
他在哪， 她的梦就在哪。 每次出门、
回家， 两人十指相扣， 深情满满。 她
陪他参加电视节目录制， 他陪她参加
书籍分享会， 她当他的摄影师， 他做
她的记录者。 2018年9月15日， 闫凌
骑着骏马来， 李菁坐着花轿去， 两个
人在浦市举行婚礼， 永结同心。

他们相约， 旺季来了， 一起打理
民宿生意； 淡季时， 两人相携去往海
角天涯。

诗在远方和路上， 诗也在柴米油
盐中。 李菁用勤奋和努力， 把日子过
成了诗， 过成了无数人梦想中的样子。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唐亚新

【事件】
2005年1月， 湖南省委、 省政府决

定，全省实行农业税全额免征，由此一
项可为农民免除税负13.6亿元。 2600多
年“皇粮国税”的历史从此结束，这是湖
南农村税费改革的重大突破。

【亲历】
“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 今年65岁

的卢青年是沅江市远近闻名的种粮大
户，对于13年前那场“破天荒”的变革，
他记忆犹新：一开始有点惊讶，交粮纳
税，“天经地义”；后来，便是惊喜，这一
延续数千年的税负终结了。

1992年， 已在粮食部门工作多年
的卢青年选择辞职回乡种田。 很快，怀
着对土地深厚感情的他就成了当地知
名种粮大户。 2003年12月，卢青年被评
为“全国十大种粮标兵”。 2004年,他又
带头成立沅江市种粮大户合作协会，带
动周边农民致富。

“取消农业税，对我们农民来说是
最大的利好，也是最大的鼓舞。 ” 卢青
年回忆说，1995年至1999年，全国粮食
市场持续低迷，一度出现了“谷贱伤农”
的局面。 一时间，农民没有了种粮积极
性，大面积弃耕抛荒屡有发生。

此后，随着中央出台一系列促进农
村经济发展、 农民收入增加的政策，农
民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开始回升。

农业税的取消， 则像一剂强心针，
更进一步地提升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昔日一度被抛荒的土地，也重新焕发出
了生机。

“农民送来的粮食明显增加了。”种
粮之初，卢青年就在沅江当地办起了大
米加工厂。 2003年底，规模不断扩大的
大米加工厂， 发展成为集粮食生产、加
工、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企业。

“最开始，仓库最多只能储存1000
吨粮食。 ”卢青年介绍说，如今，该企业
已有经营场地123亩， 大米加工厂两
个，库容6万吨，大米加工能力达20万
吨/年，优质稻种植基地19.7万亩。

卢青年的经历，正是湖南农村税费
改革、农村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的一个缩
影。

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之一的湖南，
历来就是农业大省。 而让农民“减负”

“增收”，也一直是湖南省委、省政府农
村工作的重点和目标。

早在2000年，津市市、永兴县、长
沙县就被确定为湖南省农村税费改革
试点县（市）。

2002年，经国务院批准，农村税费
改革推向全省。“减负”后，全省农业税
平均税率降为6.92％， 农业税附加为
20％。

到了2004年， 全省除实行粮食直
补、水稻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取消
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等支农政策
外， 还降低了农业税税率3个百分点。
农业税附加同步降低0.6个百分点，全
省共减征农业税及附加10.61亿元。

2005年1月13日和14日，湖南先后
召开了省政府常务会议和省委常委会
会议，专题研究农业税问题。 1月17日，
湖南省委、 省政府推出重大决策———
2005年起， 全省实行农业税全额免征
（农业税附加也相应免征）。由此一项可
为农民免除税负13.6亿元。

“这是湖南省农村税费改革的重大
突破。 ”时任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实施这一政策后，湖南农村除烟
叶农业特产税外，已基本上没有了直接
面向农民的税费。 基层组织主要的精
力，也转为管理国家的支农支出、帮助
农民增收。

在实施农业税全额免征的同时，湖
南还继续实施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
机具购置补贴，并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主导产业和发展项目
的扶持。

2005年12月29日， 十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 ，自
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
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
征牧业税。 在全国范围内，延续了2600
多年的“皇粮国税”从此结束，彻底走进
了历史的“博物馆”。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上官智慧

张家界，有三水七溪，即澧水、
溇水、溹水和仙人溪、陈家溪、杨家
溪、沙堤溪、西门溪、东门溪、红砂
溪。

11月6日，寒风拂过黎明，张家
界“民间河长”杨宏银拿着手机、穿
着冲锋衣、踩着自行车，沿着永定
城区的澧水河“跑”了起来。 身边的
朋友都称他“杨跑跑”。

自去年加入张家界微爱公益
组织后，杨宏银经历了从为自己圆
梦到为河流圆梦的过程。 爱“跑”的
他，要圆一个梦———让三水七溪的
水更清、溪更绿。

点燃爱之火，筑梦
15年前，34岁的杨宏银带着理

想，“跑” 到外地干起了旅游。 7年
后，杨宏银抱了一桶金“跑”回张家
界，还是干旅游。

2017年10月，正当杨宏银的事
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老朋友张绣云
找到了他， 希望他能加入公益组
织。“哪个有他熟悉张家界？ ”张家
界微爱公益组织负责人张绣云道

出了选择杨宏银的初衷。
健谈的杨宏银告诉记者，奇峰

三千、秀水八百的张家界，在他心
里就跟九九乘法表一样，早已滚瓜
烂熟，“哪里的山最高最美，哪里的
水最清最绿，我心里有数。 ”

当时正值张家界微爱公益组
织筹建“河流守望者”项目。 正在寻
找项目负责人的张绣云还没把动
员的话说完，杨宏银就一口答应加
入，“我有义务帮张家界的山山水
水重拾美貌。 ”

2018年3月31日，“张家界河流
守望者”项目与绿色潇湘环保公益
组织、 河流守望者发展中心签约，
杨宏银成为该项目的负责人，又被
称为“民间河长”。 从此，杨宏银过
上了检测水质、查看河道及水面垃
圾、检测排污口等“跑跑”式巡河的
奋斗生活。

骑行众河流，解梦
翻开杨宏银名为“澧水守望

者” 的微博，40条记录都是曾经骑
行巡河的“佐证”。“大部分日常巡
河都是没发微博的。 ”杨宏银拿着
一本厚厚的资料说，河流守望者项

目有一本台账，登记每次巡河的日
期和内容。

从八大公山水源地溯源探访，
到仙人溪一级饮用水保护区专项
整治；从第三水厂、澄潭水厂水质
检测活动，到景区索溪水库各项指
标的检测……台账里的内容，非常
扎实。

“曾经跟着杨宏银巡河，脚都
走出泡了。 ”张家界微爱公益组织
志愿者杨娟说，杨宏银的巡河是没
有区域划分的，“哪里有河流，哪里
就是巡河区域。 ”

于是， 杨宏银开启了“白+黑”
“5+2”的疯狂模式，用将近270多个
日夜，把张家界三水七溪的317条河
流、264座小二型以上水库走了一多
半，并翔实记录下它们的情况。

众人拾柴火焰高。 在杨宏银的
带动下，截至目前，参与张家界河
流守望者项目的志愿者已达200多
人。

疏通各“经络”，圆梦
5月6日，杨宏银“跑”到了永定

区三岔乡土木溪水库饮用水源地
保护区。 在日常巡河过程中，习惯

沿着水“跑”的杨宏银隐约看到了
河流圆梦的“阻力”：离饮用水源地
保护区不足40米处，10间羊圈还未
完全拆除。

“在饮用水源地保护区200米
以内是不能有养殖场的。 若不及时
拆除，将会影响水质。 ”杨宏银立马
蹲下拍照、手写记录、电话上报……
不到10分钟，就把情况反映给永定
区环保局。

时隔半个月再次回到三岔乡
土木溪巡河，昔日反映的羊圈已完
全拆除。“感觉河水更清， 水质更
优，更感觉它在跟我说谢谢。 ”杨宏
银说，帮助土木溪“圆梦”后，他更
有信心了。

截至目前， 在杨宏银的奋斗
下，三水七溪的部分河流水库已经
“圆梦”：永定区仙人溪水库的围栏
修好了，慈利县赵家垭水库的养殖
网箱取缔了，武陵源区的索溪河水
更清了……

公益无止境，奋斗不停步。 下
阶段，河流守望者项目将走进校园
和企业，让更多的人成为“河长”，
和杨宏银一样成为张家界三水七
溪的“圆梦人”。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三湘历程

2005年①———

全省实行农业税全额免征

李菁：
把日子过成诗

� � �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胡信
松 通讯员 肖军勇）“狙击手打装甲
车”不再是传说。 昨天，湖南兵器工
业集团（简称湖南兵器）一款新型国
产高精度大口径狙击步枪首次亮
相珠海航展，同时，只有在电影中才
会看到的“反装甲” 子弹也首次曝
光，引来广大军迷与观众的围观。

湖南兵器下属的湖南轻武器
研究所研制的这款12.7毫米高精度
狙击步枪，威力强大，主要用于远程
反器材武器使用， 可攻击敌方的轻
型装甲目标和无防护的软目标，能

够精确打击1500米距离内的轻型
装甲车、指挥车、雷达、油库、弹药
库、停机坪上的飞机等重要目标，可
对1500米内的有防护的有生目标
实施精确杀伤。

除了高精度远距离的狙击枪，一
款湖南产12.7毫米口径“反装甲”子弹
也首次曝光。 这款12.7毫米钨芯脱壳
穿甲弹，是一种可以在狙击步枪上使
用的步兵用反装甲弹药。由于金属钨
是自然界中硬度非常高的一种金属，
可以有效击穿金属装甲和坚固防御
工事，打击效果惊人。

民族魂 奋斗曲
———新时代的奋斗者

他是“河流守望者”，也是“民间河长”———

杨宏银：三水七溪的“圆梦人”

“狙击手打装甲车” 不再是传说
湖南产大口径狙击步枪和子弹亮相珠海航展

� � � � 图为首次
亮相的新型国
产高精度大口
径狙击步枪。

肖军勇 摄

13.6亿千瓦时

2014年

23.5亿千瓦时

2015年

29亿千瓦时

2016年

31亿千瓦时

2017年

31.1亿千瓦时

2018年

预计可达33亿千瓦时

� � � � 2011年，湘钢自发电量13.6亿千瓦时，占企业总用
电量的35%，处于行业较低水平。

2014年23.5亿千瓦时。
2015年提高到29亿千瓦时。
2016年跃升至31亿千瓦时， 自发电量在企业总用

电量中所占比例增加到85%以上。
2017年，湘钢自发电量达31.1亿千瓦时。
2018年，湘钢日均自发电量达904万千瓦时，年自发

电量预计可达33亿千瓦时。 外购电成本约0.6元/千瓦
时，以此计算，湘钢自发电今年可创效益近20亿元。

2011年

李菁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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