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阳春三月，豫北大地草长莺飞，春光潋滟。3月16日上午，安阳市中原宾馆礼堂内座无虚席，安阳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这里如期举行。
整个会场，庄严肃穆。主席台上，安阳市市长王新伟正在作《政府工作报告》。座席上，委员代表们聚精会神，认真聆听。王新伟那激昂的声音振奋

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语气中充满着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的劲头。
8%左右的GDP增长预期，8%以上的公共预算收入增长……一组组数字体现着安阳对2017年发展的信心；转型、发展、民生、环保，启动、开工、建

设、完成，每一个关键领域的阐述，每一项务实的做法，都预示着安阳在2017年将有大的发展。而最让委员代表们心潮澎湃的是，王新伟在报告中提到
关乎国计民生的“干货”：“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完善、新型城镇化提质、公共服务提升、创新发展提速，实施项目1000个左右，力争全年完成投资
1300亿元……”

政府的投资方向，体现出的是一种政策导向，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安阳转型升级的步伐与进程。投什么、怎么投、投多少，王新伟在报告中为代表们一
一道来——

安阳转型何处去？ 重点项目树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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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市长王新伟详解2017年1300亿投向哪，怎么投——

厚植安阳转型发展新动能

“安阳转型发展靠什么？”
项目是推动转型发展的重要载

体。而以集中开工的形式，推进全市
重大项目建设，为转型发展注入强劲
动力，这是安阳市委市政府突破要素
瓶颈、发展重点产业的有效抓手。

翻开 2016 年安阳的“项目进展
簿”：2016年的1月12日、5月31日、
8月31日、10月27日，安阳市委市政
府先后举行四次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活动，共有 305个项目参加，总投资
约 1240.4亿元。记者从安阳市发改
委重点办了解到，2016年度的四批、
305个参加集中开工活动的重大项目
已全部实现开工目标。四批新开工
重大项目建设，为该市提供就业岗位
约30万个。

加快重大项目推进，为安阳市转

型发展指明了方向，树立了标杆。去
年，全市产业集聚区共实施亿元以上
项目375个。其中包括位于林州市产
业集聚区的光远电子布二期、鼎鑫镁
业镁合金轮毂、凤宝管业特种无缝钢
管、东方昀达商用变速箱；位于安阳县
产业集聚区的安钢永通球墨铸铁管、
远大可建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位于内
黄县产业集聚区的新顺成微晶墙地
砖，嘉翔、盛宝、安派电动汽车；位于汤
阴县产业集聚区的广东嘉士利北方生
产基地、仙艾业国际艾文化健康产业
园、安阳众兴菌业北方生产基地；位于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的安钢冷
轧、高磁感取向硅钢等。这些重大产
业升级项目的加快建设，有力推动了
全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全市上下
掀起了狠抓有效投资的热潮。

各地各部门紧紧围绕“项目发展
安阳，行动改变安阳”的要求，狠抓项
目建设，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围绕
项目干，“挂图作战”，拼在一线，为项
目建设提供优质服务和有力保障，全
力营造有利于项目建设的一流环
境。采取“绿色通道制”“难点交办
制”“限时办结制”等机制，密切协作、
精准发力、精准施策，大大缩短项目
前期工作时间。

王新伟表示，推动如此多的重大
项目，又好又快集中开工建设，激活
了民间投资，为今后全市项目推进工
作树立了很好的标杆。

2017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实
施的关键之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深化之年，也是全面落实安阳市第
十一次党代会各项部署的开局之

年。全市经济发展的增质提效，增长
动能的顺利转换，有效投资仍是关键
举措，项目建设仍是重中之重。正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安阳市政府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将抓项目、促转
型、继续扩大有效投资作为 2017年
工作的首要任务，围绕产业转型升
级、基础设施完善、新型城镇化提质、
公共服务提升、创新发展提速，实施
1000多个项目，力争全年完成投资
1300亿元。

“投资对安阳现阶段的发展具有
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全维度、大力
度、高频度的项目推进，将为全市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保就
业，打造安阳经济升级版和建设区域
性中心强市提供全方位的动力支
撑。”王新伟语气铿锵。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振
兴实体经济，提出要坚持以提高质量
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
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

加大制造业和创新领域投资力
度，这是做强实体经济的重要途径。
作为豫北老工业基地，安阳的传统产
业占据主导地位，而随着供给侧改革
的持续深入和环保的要求，当前和今
后一段时期，安阳必须加大传统产业
转型提升力度，拉长产业链条，打造
经济增长新引擎。

从今年安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
看出，调整产业结构是重中之重。从项
目类别看，涉及产业的项目多达435
个，年度计划610余亿元，占比47%。

这一批产业项目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例如，以传统产业提升为代

表的国家级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产业
化示范基地，预计全年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 60亿元，正在朝着打造安阳千
亿级精品钢产业集群发展核心区的
目标迈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代表
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年产量可达10
万辆，以及神方机器人、全丰无人机、
通航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等项目，
这些新产业都将为安阳提升高端装
备制造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增添
巨大动能。

基础设施投资是转型升级的重要
内容。如今，安阳正进入一个高水平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发力期。2017
年，安阳综合交通运输项目57个，年
度计划投资65亿元，占比5%；城市基
础设施项目 284 个，年度计划投资
550亿元，占比27%。

以交通为例，今年开工的安阳机
场项目总投资约 11.76亿元，占地约
2490亩。该机场以客运为主、货运为
辅，主要起降 800公里至 1500 公里
范围内的短程飞机，服务区域主要为
安阳、濮阳、鹤壁及周边部分地区，服
务半径在100公里内。根据规划，到
2025年，年旅客吞吐量将达到 55万
人次，年货邮吞吐量达2000吨，年飞
机起降8550架次。

无效投资，劳民伤财；有效投资，
造福民生。今年开工的项目中，农水
项目有 103 个，年度计划投资 59亿
元，占比4.5%，这是推动防洪排涝、防
灾减灾的重要举措；还有文化旅游项
目117个，年度计划投资55亿元，占
比4.7%；能源项目73个，年度计划投
资192亿元，占比14.8%。

如165个“全面改薄”项目、市一
中新校区、新建改建69所幼儿园、第
五人民医院病房楼、第二人民医院新
址等一批社会发展项目开工建设，将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入学
难”“看病难”“养老难”问题；加快水
毁工程修复，推进以洹河、洪河、汤河
为重点的河道综合治理工程，迎宾公
园等 190个园林绿化等项目将有力
改善城乡环境。

新年伊始，一个个重大项目开工
在即，聚焦新兴产业、发力创新驱动，
让人们看到安阳转型发展焕发的勃
勃生机。王新伟指出，这批重大项目
既事关长远又立足当下。接下来，安
阳市相关部门还将进一步在稳定投
资增长、提高投资质量、优化投资结
构上下功夫。

安阳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打响了2017年安阳转型
发展的“开门炮”。面对经济下行压
力，如何打好今年有效投资和重大项
目的“攻坚战”，是摆在全市人民面前
的一道现实题。

王新伟表示，市委市政府将在 3
月份举办2017年一季度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活动，一个目的就是在全市上
下营造抓早、抓快、抓好有效投资的工
作氛围和建设环境，凝心聚力促开工、
比学赶超抓建设、攻坚克难强推进。

“盯住目标，善作善成，既体现一

种精神状态，同时也是一种工作方
法，更是一种责任担当。大项目要落
地，更要生根，要善于统筹协调，一分
部署，九分落实。”王新伟说。

安阳市委市政府将以第一次全市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为新起点，推动
1000个重大项目按时开工建设，坚定
不移地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筛选190个省市重
点项目，建立工作台账，实行市级领导
分包，明确牵头单位、责任单位、进度节
点，每月督查通报，确保按序时推进。
各地要紧紧围绕年度投资增长目标、集

中开工目标、重点建设目标逐一对标，
倒排进度、节点推进，确保这批项目按
期开工、顺利实施、连续施工。

各部门将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
当好“店小二”。坚持联审联批联办、
重大项目周例会、“挂图作战”，健全
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抓好项目前
期工作分类管理，落实责任，每月督
导，力争每季度开工一批重大项目，
确保100%完成年度建设任务和投资
计划。

投资环境的优劣，是企业家选择
发展空间的首要选项。据了解，安阳

市将通过进一步放开投资领域，简化
审批手续，减轻税费负担，降低制度
交易成本，激活民间投资活力。推广
PPP、特许经营等投资模式，充分发挥
各类产业、投资基金的撬动功能，让
民资“进得来、有钱赚、留得住”，打造
出一片开放高地、引资洼地。

抓项目必须要“吃着碗，占着锅”，
建设一批，筹备一批，谋划一批，这是新
常态下扩大有效投资的新要求。接下
来，安阳市还将继续抓好重大项目谋
划、招引和落地，不断掀起投资建设的
新高潮。15

汤阴县

新人倡导低碳生活
骑着公共自行车结婚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
甜 通讯员 郭佳佳）“妈，我已经想
好了，我们准备骑着公共自行车结
婚。”“骑什么自行车？现在条件好
了，咱们一定要办一场豪华的婚礼，
过两天我就去预定直升机！”这是一
个月前，汤阴县小伙儿韩超和母亲
何伏华在电话中的争吵声。而就在
3月18日，在汤阴县人民路上，没有
豪华的车队，没有嘈杂的鞭炮声，新
郎韩超、新娘徐敏和28名亲朋好友
骑着公共自行车，举行了一场浪漫
不浪费、低碳不低调的别样婚礼。
这是汤阴县不多见的骑公共自行车
举行婚礼的新人，这样的婚礼既倡
导了环保，又创意十足。路过群众不
时驻足观看，并拿起手机拍照留念。

为了保证婚礼顺利举行，汤阴
公共自行车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早上
7点多就把30余辆公共自行车送到
新郎韩超家中。

“公共自行车运行时间不长，举
行这样一个婚礼，对年轻人来说是
很时尚的事情。”参加了当天婚礼的
市民韩保国表示，以后自己的儿子
结婚也准备用这种方式。

身穿秀禾服的新娘徐敏高兴地
说：“虽然没有名车，没有华丽的场
景，但是众多亲朋好友的自行车阵，
也是很气派的，而且这种低碳环保的
方式给婚礼注入了更大的纪念意义，
这也是我们一辈子幸福的回忆。”徐
敏也倡导大家都能从自身开始做起，
过上更加低碳环保的生活。15

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全国爱肝日开展义诊优惠活动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

甜 通讯员 付菊平）3月 18日是“全
国爱肝日”。这天，安阳市第五人民
医院在门诊大厅开展大型义诊及优
惠检查活动，共接诊患者1200余人
次，让利于群众，解决了不少群众看
病难的问题，深受广大患者好评。

当天早上7点，安阳市第五人民
医院的 10余位肝病专家就等候在
门诊大厅，全体行政科室中层干部
也齐聚一堂，为患者服务。专家们
认真接待每一位患者，耐心询问，精
心解答，合理检查。虽然大厅里人
头攒动，但收费、检查、抽血等工作
井然有序。一位来自内黄的老大爷

激动地说，市五院每年爱肝日都搞
优惠活动，医护人员服务态度好，技
术水平高，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来这
里看病放心满意。

近年来，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收治肝癌病人逐年增多，每年开展
介入和微波消融治疗肝脏肿瘤病人
800 余人次，有效缓解了病人的痛
苦，提高了病人的生存率和生活质
量。今年 3月 18日是第 14个全国
爱肝日，主题是“早防早治，预防肝
癌”。为预防肝癌的发生，安阳市第
五人民医院的肝病专家提醒广大肝
病患者要定期检查，规范用药，做到
早发现，早治疗。15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春雷行动”战果颇丰
执行捷报频频传来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
甜 通讯员 贾红波）“全市两级法院
执行干警放弃春节期间和家人团聚
的机会，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不畏
艰辛，勇于担当，攻艰克难，‘春雷行
动’取得了明显成效……”近日，安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总结通报了全市法院“春雷行
动”集中执行活动开展情况。

根据省法院的有关安排, 安阳
两级法院在中院党组的统一部署
下，于今年1月17日至2月28日，组
织开展了以涉民生、群众关注等案
件为重点的“春雷行动”集中执行活
动。活动期间，实际执结案件2388
件，实际到位金额 7337.12万元，被
执行人主动履行 859件，履行金额
3741.28 万元，司法拘留 663 人，以
拒执罪实际判处 32人。其中执结
农民工工资、赡养等涉民生案件671
件，执行到位金额1718.67万元。

为确保行动效果，安阳中院执行
局成立三个督导组，深入基层执行一
线，指导活动开展。春节期间，中院

执行局局长带队深入各基层法院督
导活动开展，并慰问执行一线干警。
各基层法院因地制宜，利用春节前后

“人好找、财好寻”的有利时机，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集中执行活动。1月
23日至26日，安阳县法院连续开展

“凌晨突击”行动，不让“老赖”过好
年，所有执行干警早上 6点统一集
合，兵分三路现场查控，整个执行过
程文明、规范、安全、有序。

春节是围剿“老赖”的最佳时
期。安阳各基层法院积极加强与公
安、检察等机关沟通，进行联动执
行，公安机关成立了打击拒执犯罪
专案组；检察机关专门安排专人负
责拒执犯罪的起诉；法院成立打击
拒执犯罪的专门合议庭，负责拒执
犯罪案件审判，公检法密切配合，以
雷霆之势，重拳打击老赖。同时，安
阳两级法院突出农民工工资、抚养、
赡养等以涉民生案件为重点，分类
排查，建立台账。同时，加强与立
案、审判部门的沟通协调，开辟“快
立、执快、快结”的绿色通道。15

本报讯 3月19日，古都安阳春意盎然，万物复苏。安阳市游园管理站殷墟
保护区的玉兰园内，玉兰花已竞相开放，吸引了该市众多市民前来赏花。

在殷墟绿地保护区玉兰园内，白玉兰、二乔玉兰、黄玉兰、紫玉兰，株株
枝头上一朵朵硕大的花蕾正含苞待放，在和煦的春风里，婀娜的身姿展现迷
人魅力。微微的花香，晶莹皎洁的玉兰花迎风摇曳。

“能看到这么大片的玉兰花，太壮观了！”前来赏花的游人感叹道，大家
纷纷拿起相机拍摄留念。15 （文/杨之甜 图/张伟）

1300亿花在哪？ 实体经济成支柱

如何打好“项目战”？ 凝心聚力抓落实

玉兰花开香溢古都

安阳城市建设一角

打好打好““四张牌四张牌””中原更出彩中原更出彩 信息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