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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老工业基地安阳如何破局看老工业基地安阳如何破局
———系列报道—系列报道转型篇转型篇

利源集团、方快锅炉公司产品由
单一到多元化、企业由“矮小”到“壮
大”的成功蝶变只是安阳工业企业转
型升级的一个缩影。

今年 1-2 月份，安阳市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7.9%，3 月份增长 0.3%，
4 月份增长 7.4%，5 月份增长 9.6%，6 月
份增长 11.9%，7 月份增长 8.4%，8 月份
增长 8.4%。这一组数据也说明了安阳
工业正在突出重围，逆流而上，在转型
升级路上奋力前行。

今年，安阳市确定了 100 个工业转
型升级重点项目，其中续建项目 33 个，
新建项目 67 个，项目总投资 473.1 亿
元，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能新增产值
1247.89亿元，可新增利润 136.13亿元。

为了扶持企业转型，安阳市政府
精准发力：

“围绕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我们大
力实施了工业‘400’举措，推进 100 个
转型项目，扶持 100 户工业企业，促成
100 项产学研项目合作，培训 100 名优
秀企业家，增强工业发展的后劲和质
量。”安阳市工信委负责人介绍说，近
年来，安阳政府积极推进企业通过引
资联合、嫁接重组等手段兼并重组，促
进同类型企业或上下游企业之间组建
产业联盟，推进企业加强与世界 500
强、国内 500 强和央企的深度战略合
作，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加强银企对
接工作，组织银行、担保公司、小贷公
司等金融机构，通过举办对接会、深入
企业现场对接等多种形式，有效化解
企业融资困难，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从 2013 年开始，安阳市政府每年
拿出 100 万元财政资金，对全市重点企

业和高成长性企业负责人进行分期培
训。除了组织企业家到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等知名院校免费培训外，还依
托市委党校有计划安排企业后备人才
参加培训。

为加快安阳工业转型升级，安阳
推出《强力推进全社会参与科技创新
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加快安阳市工业
企业转型升级（试行）办法》，简称“科
技一号工程”，是安阳首创、以科技创
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为显著特征的重
点科技工程，以实现企业增加产值和
增强竞争力、社会取得优质产品和服
务、政府增加税收、技术人员参与分红
增加收入的多方共赢。

目前，为加快工业转型升级，安阳
市出台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举措，打
出了“组合拳”，其成效正在逐渐显现。

曾几何时，作为全省工业发展最“红
火”的中心之一，人们言必称安阳，大多都
是一个字，好！好！好！

现如今，再说安阳，大多也是一个字，
难！难！难！

遥想当年，安阳“好”在何处？无非是
工业形势一片大好，安钢、安彩、安化、安烟
领行业风气之先，火柴厂、自行车厂、纺织
厂产量产值效益俱佳。

再看眼下，安阳又“难”在哪里？无非
是好景不再，大国企被兼并，被重组，被收
购，仅剩下的一个安钢，也是四面楚歌，步
履维艰。不仅如此，放眼全市，更多的则是
钢铁、煤焦化、水泥、机械装备等传统产业，
产能过剩，装备落后，不是亏损就是效益不
佳……

“好”日子已付笑谈中，“难”日子则需
细思量。

到底有多难？试举两例。先拿安阳县
来说，三年前，财政预算收入一度步入全省
县域经济领先行列，而去年仅一个“蓝天工
程”治理，就被迫关停中小企业百余家，致
使元气大伤，直至今日尚缓不过劲来，多项
经济指标全市垫底。再说安钢，产能过剩，
指标下滑，在亏损边缘已徘徊多年，前不
久，就在人们感到钢铁的冬天似乎快要过
去之时，其负责人则郑重告诫职工：钢铁行
业的冬天才刚刚来临！潜台词不言而喻。

难啊，的确是难！面对“难”，怎么办？
对此，道理已说得两耳生茧，无需多言，办
法只有一个字：转！

怎么转？向哪儿转？远的不说，安阳
本地就有现成的教材：利源煤焦由单一产
品，通过延伸产业链条，生产出三大类 19
种化工产品，就是教材之一；方快锅炉通过
掌握核心技术，将热水锅炉升级换代成燃
气环保锅炉就是教材之二；林州重机由机
械制造向机器人、油服领域进军就是教材
之三；凤宝特钢投资光远新材料生产电子
级玻纤产品就是教材之四……教材很多，
途径很多，不一而足，殊途同归。

其实 ，最 难 的 还 不 是“ 转 ”的 途 径 ，
“转”的方式，而是“转”的决心，“转”的勇
气。有人甚至把现在的企业转型和早年
的企业技改相提并论，说什么“不转型是
等死，转型是找死”，原因是“转”有风险。
但是，世上的事哪有什么“太平保险”呀！
企业转型方面，我们身边既有成功的典型
也有失败的案例。成功的典型，上述已举
四例，现实中也还很多。转型确实有风
险，但不转型的后果更严重。安阳自行车
厂、火柴厂的消失就是前车之鉴，而安彩
玻壳等企业由盛极一时到难以为继，同样
让人唏嘘不已。

早“转”早主动，不“转”就被动，此言不
差！

“转”的关键，在于企业负责人的决心、
勇气。决心比黄金还重要。千里之行，始
于足下。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

当下，对于企业“转型”，政策支持，政
府扶持，环境呵护，可谓千年等一回，机不
可失，时不再来。

那，你还等待什么呢？
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在 8月 26日召开的全省重点工作推进落实市县座谈会上，省
委书记郭庚茂强调指出：稳增长、保态势事关全局，河南是人口大
省、发展中大省，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保持头脑清醒，坚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在质量、效益、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前提
下，实现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个百分点的预期目标。

1个百分点，数据不大，但难度不小。具体到安阳，年初政府工
作报告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 8%，要说这个目标也不算高，但这
对于年初增速一度降至负数的工业大市来说，却是个极大挑战。

面对挑战，安阳怎么办？
作为我省的老工业基地，安阳市转型任务重，压力大，但面对

省委的号召，他们的态度是：坚决打赢稳增长、保态势攻坚战，
决不能拖全省的后腿！为此，安阳市推出了政府帮扶、产业转
型、重点项目推进、招商选商、做大电商、千方百计提升行政效能
等一系列硬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工业增加值增速也从今年 2
月份最低-7.9%提升到 8月份的 8.4%。

近期，本报记者走进安阳，实地了解该市在工业转型、重点项
目推进、招商选商、做大电商等方面的做法和成效，采写出“稳增
长、保态势、抓落实，看老工业基地安阳如何破局”系列报道，旨在
为安阳市工业经济爬坡过坎鼓与呼。本期推出的是系列报道的
首篇——“转型篇”，敬请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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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老工业基地再出发
□安阳观察记者 任国战 陈栋梁

“转”出新生
□任国战

作为“豫北工业重镇”，安阳市是我省最大的钢铁、煤焦化生产基地和
豫北地区最大的铁合金集散地。工业经济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70%以上，钢铁、冶金建材、煤焦化等传统产业早已成为安阳工业的重要
支撑，安阳人也引以为豪。

然而，日月如梭，今非昔比。面对产能过剩、竞争压力加剧的新常态，
安阳市委市政府积极引导企业擎起转型升级的大旗。

在此，我们仅以利源煤焦、方快锅炉两家传统企业的产品结构调
整为例，来展示安阳工业的转型端倪。

牛向荣是河南利源煤焦集团办公
室主任，他清晰地记得，18 年前，在煤
矿资源丰富的安阳县西北山区，洗煤
炼焦厂遍地开花，周边大大小小的冶
金、炼铁企业都涌向这里，采购当地炼
焦企业生产出来的焦炭，车来车往，熙
熙攘攘，煞是红火。当时，利源煤焦还
只是个不足 40 人、年产值 100 多万元
的小作坊，在此后的 10 多年里，主要
产品一直是焦炭。

近 10 年，随着炼焦企业的发展壮
大，焦炭产能出现过剩，而国内钢铁企
业也因产能过剩，渐渐减少对焦炭的
采购量。焦炭价格一降再降，从 2007
年 最 高 价 3300 元/吨 降 到 2012 年 的
1600 元/吨，直降到现在的 800 多元/
吨。早在四五年前，众多炼焦企业单
凭炼焦已无法盈利。若不想关门，就
必须顺应市场，尽快脱去单一生产焦
炭的“旧式外衣”，提高产品附加值。

焦炉煤气是焦炭产业主要的副产
品，每个百万吨焦化厂一年可产生 4
亿多立方米的焦炉煤气，这些焦炉煤
气由于回收成本高，其中一半回炉燃
烧 ，另 一 半 直 接 排 入 空 气 中“ 点 天
灯”。如何变“废”为“宝”，实现焦炉煤
气的资源化，成为近年来众多炼焦企
业追求的目标。

近日，沿着一条两旁绿色植物林
立的道路，记者来到利源集团 30 万吨
煤焦油加氢项目生产车间外，眼见项
目设备高架林立，车间机器轰鸣，一派
紧张忙碌景象。

“这个项目总投资达 4.5 亿元。项
目由宁波设计院设计，宝泰隆公司提供
工艺支持，由中化二建设备总包，主要
是利用从焦炉煤气中提炼出来的高纯
度氢气，通过高温高压反应生成燃料油
和调和油。这是全国第二套加氢项目，
可以说从工艺到设备都体现了高精尖
技术。”牛向荣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

牛向荣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

每吨煤焦油的价格是 1700 元，一吨煤
焦油加氢经过反应得到的产品 45%是
燃料油和调和油，每吨价格在 4000 元
左右。55%的产品是沥青，其价格为
每吨 1600 元左右，该项目提高产品附
加值近两倍。“煤焦油加氢项目今年 6
月投产，预计年产 13.5 万吨燃料油和
调和油、16.5 万吨沥青，实现产值 12.5
亿元、利税 2.5 亿元。同时，通过脱硫
提盐设备，对焦炉煤气进行脱硫，使硫
化氢排放量降为每立方米 50 毫克以
下，远低于国家每立方米 100 毫克的
标准。而且脱硫过程中形成的脱硫废
液送至提盐工段生产出纯度 98%的硫
氰酸铵、硫酸铵作为产品进行销售。

LNG（液化天然气）是一种清洁、
高效的能源，是车用柴油的替代产品，
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去年，
利源集团斥资 4 亿元投建了焦炉煤气
联产 LNG 项目。该公司充分利用自有
资源，通过甲烷合成、深度脱水、脱汞、
深冷液化等一系列程序后最终生产出
LNG 产品。

“燃油车改用 LNG 可节省 40%的
成本，LNG 产品使用前景很广。”牛向
荣说，公司的 LNG 项目于今年 9 月顺
利投产，预计每年可生产 LNG 产品约
8 万吨，年产值约 4 亿元。

走在利源集团公司内，蓝天下一
幢幢崭新的新厂房拔地而起，各种生
产设施高高矗立，气势雄伟，道路两旁
的绿化带绿意盎然，一座花园式的现
代化工厂让人很难与传统印象中“傻
大黑粗”的传统煤焦企业联系起来。

“2013 年前，公司产品单一，焦炭
占总产值的 80%，而转型升级后，焦炭
只占总产值的一半，今后产品以‘化’
为主，以‘焦’为辅。”牛向荣说，目前，
该公司年产值突破 45 亿元，已成为集
洗煤、炼焦、发电、化工、合金、新能源
等于一体的现代化集团，成为安阳煤
化工产业园区的骨干企业。

今年 7 月，一则消息让安阳方快锅
炉有限公司员工们兴奋不已。该公司
一举拿下了天津“煤改气”项目大单，签
订一笔 20多台燃气锅炉的订单，总价值
近 5000万元，创下了公司单个订单销售
历史纪录。该公司的锅炉缘何备受用
户青睐呢？用该公司总裁卢海刚的话
说，那就是方快锅炉高性能、低排放、清
洁环保。

如果将时间轴向前拨动 18年，谁会
料想到当初方快锅炉仅仅是锅炉行业
的“小不点”，主要是生产低档次的饮用
水锅炉。如何让锅炉的热效率更高，让
自己生产的锅炉比别人的锅炉更省燃
气，是方快锅炉领导层一直在研究解决
的问题。

“经过反复试验、研究，我们最终开
发生产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真空冷
凝式锅炉，不仅可以降低锅炉有害物质
的排放，而且锅炉效率较常规锅炉还提
高 10%以上。”卢海刚说。

氮氧化物是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污
染源之一，也是直接导致雾霾天、臭氧破

坏的重大因素，而锅炉是其重要来源之
一。近年来，一场围绕氮氧化物排放量
的环保革命正在锅炉行业悄然进行。

为了能生产出低排放环保的清洁锅
炉，方快锅炉率先组织技术人员进行技术
攻关，研发新技术降低废气排放。2014年
4月在研发设计中心技术人员的主导下，
结合多部门的不懈努力，通过了对超低
氮氧化物排放的燃气热水锅炉和燃气蒸
汽锅炉的测试，方快锅炉成为中国第一
家制造低氮排放锅炉的环保企业。

如此高端的产品，其销售效果如何
呢？卢海刚介绍说，去年 11 月的北京
APEC 峰会期间，为保证大气质量，北京
市环保局在会场周边执行了极为严格
的氮氧化物排放标准 60mg/m3。方快锅
炉作为中国研制出第一台 FGR 燃烧技
术锅炉——超低氮排放燃油气锅炉，收
到了 APEC 会场及其周边的大量订单。
方快锅炉借助 APEC 峰会契机，与多所
研究院、高等院校展开合作，共同研发
超低氮氧化物排放物控制技术，将氮氧
化物排放量保持在 33mg/m3，该排放量

已经超过欧洲标准，接近美国标准。目
前，该公司又研发出最新超低氮氧化物
排放控制技术，将氮氧化物排放量保持
在了 20mg/m3。

面对互联网大潮的汹涌澎湃，方快
锅炉顺势而为，他们通过互联网和移动
信号，完成了对千里之外的每一台产品
实时在线监测，利用云计算技术对锅炉
大数据进行分析，对故障进行自动诊断
和排查，并对客户的锅炉管理进行提
示、保养、告知等服务。

也正因为方快锅炉工业化和信息
化的深度融合，今年 6 月，方快锅炉入
选全国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单
位，今年 8 月，该公司又被工信部确定
为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试点企业。

“娃哈哈、蒙牛、万达等一批知名大
公司都在使用我们的锅炉。”卢海刚兴
奋地说，目前，他们已成为国内为数不
多的集研发、制造清洁燃料锅炉和清洁
燃烧技术锅炉的高新技术企业，年销售
额在 2 亿元，并且每年以 20%的速度在
增长，产品畅销国内外。

利源煤焦的经验是：通过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条；通过新技术
提升产品附加值。

成效：产品从单一产焦到现在的三大类19种，附加值提高近2倍。

产品转型：通过延长产业链，让产品
由粗放到精细

方快锅炉的经验是：通过技术攻关，掌握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
成效：从锅炉行业“小不点”成长为年销售 2亿元的大集团。

产业转型：通过掌握新技术，实现企业的华丽转身

今年确定 100个工业转型重点项目，预计新增产值 1247.89亿元

转型升级任重道远，安阳政府精准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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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老工业基地安阳如何破局看老工业基地安阳如何破局 转型篇

方快锅炉远程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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