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底气源于领先世界的先进技术
——苏氏集成精密铸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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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千亿级精密制造产业园
安阳底气何来？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2012年。
春节刚过，时任安阳新区筹管委主要领导就带

领招商团队奔赴北京，拜访北京经天精密铸造有限
公司总经理、苏氏集成精密铸造技术创始人——苏
章仁教授，就如何引进苏氏技术，建设安阳示范基
地项目进行商谈。

苏氏集成精密铸造技术是由合肥工业大学精
密铸造研究所所长苏章仁教授及其技术团队历经
20余年发展，形成以传统失蜡熔模成型工艺为核
心，以多种液态、半液态金属一次成型为手段，集理
念、概念和架构于一体的精密成型技术体系。该技
术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可以广泛适用几乎所有需要
金属结构零件的工业领域，前景十分广阔。

安阳是河南省重要的工业城市，产业基础雄
厚，拥有各类工业企业 3万多家，其中不乏鑫盛机
床、安阳锻压、林州重机、豫北金铅等一大批与冶金
铸造行业密切相关的大中型企业。如果苏氏技术
进驻安阳，通过技术合作，形成集工业设计、新产品
研发、产业转型为一体的发展格局，将对带动全市
工业转型升级有着重要意义，产生的经济贡献何止
千亿！

看到了该项目对安阳未来发展的重大意义，在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招商团队先后赴北京、合
肥等地拜访苏氏公司 38次，用锲而不舍的精神坚
定了对方落户安阳的决心。经过综合考虑后，安阳
在与北京、重庆、宁波、中山等几个城市的激烈竞争
中脱颖而出，成为苏氏技术在全国唯一的合作伙
伴。项目签订后，苏教授激动地说：“安阳在铸造业
上有着悠久的历史，精密制造技术到安阳来，等于
又回家了！我们要向国民证明，我们可以靠技术去
唤醒古文明沉睡的技艺！”

技术落地，安阳市快马加鞭，迅速启动安阳精
密制造产业园项目，成立了领导小组和项目推进
组，合资组建了赛普工业研究院（安阳）有限公司和
安阳强基精密制造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依托
一项技术，搭建“两个平台”（工业设计服务平台和
零部件精密制造平台），建设“三大基地”（中国最大
的航空零部件产业基地、汽车轻量化产业基地和中
部地区最大的通用机械零部件产业基地）的发展规
划。力争用十年时间，将园区打造成为安阳市乃至
中原经济区最具影响力的千亿级精密制造产业园！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
甜 通讯员 付菊平）近日，安阳市卫
计委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观摩座谈会
在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召开。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观摩了该
院党建工作以及全面从严治党职责
和问责清单宣传展板和党员教育阵
地，听取了该院门诊部党支部和住
院部党支部创建标杆党支部工作汇
报。五院党政主要领导和部分代表
作了工作汇报。

2016年以来，该院党委始终把
党建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党建与
业务工作统筹推进，紧抓“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契机，坚持以“两看一检验”
（看单位风气，看干事创业氛围，以实

际工作成效检验党建工作效果）党建
工作标准为准绳，坚持立足党员抓日
常，立足支部抓制度，立足一线抓创
建，全院干部职工的精神风貌焕然一
新，干事创业氛围明显增强。

与此同时，该院结合实际制定
了紧密结合各支部和临床、医技、行
管等岗位特点和工作职责，按照“党
政同责、齐抓共管、权责对等、一一
对应、职责到人、问责到人”的要求，
分类确定职责包括医院党委、党支
部、党小组、科室和党员五个层面，
共 27个清单，具体明确量化了 230
条职责措施和对应的230条问责措
施，让履职更清晰，责任更明确，监
督更有力。15

安阳卫计委召开
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观摩座谈会

本报讯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
甜 通讯员 宋艳丽）4月3日至5日，
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金龟子城堡》
栏目组来到汤阴县，在中华·梦幻谷
主题公园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节目录
制。金龟子刘纯燕、毛毛虫霍小雷、
青蛙王子刘波、阿偶刘雪涛等大家
耳熟能详的少儿节目主持人从电视
荧幕中走了出来，在汤阴与众多小
朋友进行亲密互动。

录制当天，来自汤阴及周边县
市的24组幸福家庭纷纷登台亮相，
有惟妙惟肖的情景剧《乌鸦喝水》，
有刚劲威武的岳家拳《精忠少年》，
有欢快超萌的舞蹈《快乐小猪》……
小朋友和爸妈上演了精彩的全家才
艺，展示了才艺、展现了风采。游戏
环节，金龟子城堡的四位主持人和

小朋友还有爸爸妈妈们一起在欢乐
大地图上迎接挑战和惊喜。活泼可
爱的主持人身着卡通形象的服饰，
幽默风趣的主持风格使得围观的游
客忍俊不禁，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
摄，现场充满了欢声笑语。

据了解，《金龟子城堡》是央视少
儿频道《智慧树》周末版，以活泼生动
的形式，鼓励孩子们勇敢地去抒发情
感、构筑梦想，深受全国少年儿童及
家长们的喜爱。此次到汤阴县共录
制8期节目，将于4月中下旬播出。

中华梦幻谷主题公园于 2016
年 7月 16日对外正式试营业以来，
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好评，丰富
多彩的游乐项目和缤纷娱乐的表
演，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
来。15

央视“金龟子”“青蛙王子”走进汤阴

本报讯（通讯员 牛学亮 王兴
宇） 为改变农村扶贫干部年龄偏
大、事务性工作多和业务掌握不够
精准熟练等局面，进一步充实脱贫
攻坚力量、提升脱贫攻坚基层工作
水平，安阳县创新实行了选聘村级
扶贫专干制度。

该县在全县贫困户超过 10户
（含10户）的112个重点村，从村干部
或后备干部和原计生专干中择优选
聘40岁以下、学历较高的扶贫专职干
部，利用其熟悉村情、户情的优势，通
过强化培训，使其成为村里脱贫攻坚

的“明白人”和具体工作执行人，在乡
镇和村两委领导下专职负责本村脱
贫攻坚各项工作。扶贫专干由各乡
镇考察选聘并管理，经安阳县脱贫攻
坚指挥部备案后，统一进行培训、指
导和考核，年底根据其工作考核情况
向县委组织部择优推荐评优、评先。

目前，扶贫专干选聘工作已经
开始，人员确定后，该县将立即组织
业务培训、迅速投入到脱贫攻坚工
作中。据了解，该县选聘村级扶贫
专干的做法在全市乃至全省尚属首
例。15

安阳县选聘农村扶贫专干
充实扶贫干部队伍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
甜 通讯员 刘素娟）4月 5日，安阳
市北关区国税局在该局“互联网+智
慧国税”办税服务厅举办自助办税、
网上办税“铁人三项”技能竞赛。该
局通过微信群向辖区纳税人发出参
赛邀请，得到纳税人的积极响应，通
过推荐和筛选环节，共有40名纳税
人进入了此次竞赛。

竞赛由一般纳税人“网上申
报+网上认证+自助领票”和小规
模纳税“网上申报+自助领票+自
助代开专票”等两组连续 3项组合

项目构成。该局税务人员和金税
公司技术人员担任裁判和技术指
导，从完成时间和准确程度等 2个
方面对参赛纳税人进行评判。通
过两轮、近 3 个小时的角逐，分别
决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
各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
奖 5名。

通过这次竞赛，纳税人找到了
差距和不足，交流了办税经验。税
务人员针对纳税人在比赛中暴露的
问题进行专项辅导，取得了很好效
果。15

安阳市北关区国税局
举办纳税人网上办税技能竞赛

清明假期，内黄县豆公乡2万亩桃花竞相绽放，吸引了来自安阳、濮阳、
鹤壁、邯郸等地十万名游客前来赏花踏青，促进了地方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图为4月7日，游客在万亩桃园里尽情地游玩、照相 刘超 刘瑞芳 摄

千呼万唤始出来。2013年 10月 23日，安阳
精密制造产业园试验工厂正式开工建设。

苏氏公司团队一行 50 余人从北京来到安
阳。面对陌生的环境，如何安置好这些员工，使
他们尽快投入工作，是企业最棘手的问题。“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对我们真是‘保姆式’的服务，从厂
区用水用电，到办公用房、职工公寓，甚至员工子
女上学，他们都主动帮我们安排，大家很快适应
了安阳的生活，有的已经成了安阳的女婿。”该公
司综合办主任魏红军说。

没有了后顾之忧，项目发展日新月异。园区
设计研发的核心部分：试验工厂于2014年 4月建
成投产。园区技术示范的核心部分：模范工厂两
条生产线相继建成。其中，1号中小型精密件生产
线于2016年 6月底投产，4号线大型薄壁智能生
产线设备已安装就位，正在进行联调联试。园区
的规模化生产区：专业工厂正在抓紧建设，设计总
建筑面积 38万平方米，其中 10万平方米标准化
厂房已基本完工，可以满足企业入驻需要。下一
步还将规划建设模块化巨型工厂，通过技术、市场
和资本合作，打造中国精密制造领域的“富士康”。

在产品陈列室，记者看到百余种产品，可谓琳
琅满目。有中国一汽集团汽车发动机关键部件、
新能源汽车整体车架、燃气轮机叶片、美国精密电
子门锁锁具、芯片散热器等高科技产品，它们都有
两个共性：一是一次成型，结构再复杂也没有任何
焊点；二是精密耐用，2毫米厚的箱体承受记者75
公斤的体重没有任何问题。该公司副总经理林虎
说：“因为我们的产品是一次浇铸成型，没有破坏
金属的内在结构，所以产品质量非常可靠，获得美
国最高标准CT3级标准认证，并出口到美国。”

2015 年，安阳强基公司成为国家工信部首
批“工业产品生态设计试点企业”。国家机械科
学研究总院陈蕴博院士考察该项目时，给予苏氏
技术充分肯定，并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2016年 10月 19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
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成果展”上，安阳强基公司
从全国 4000 多家备选企业中脱颖而出，成为
100多家参展企业之一，与北斗导航卫星、水下
机器人等先进技术一起获得好评。国家工信部
已将该技术列入《中国制造 2025》，并确定安阳
精密制造产业园为国家工业强基重点工程！

底气源于园区跨越发展的稳步推进
——世界一流的智能生产线相继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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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7日，陕汽集团、蓝时集团、安钢集团等
合作建设河南新能源汽车项目签字仪式在安阳市
党政综合办公楼举行，拟投资10亿元，建设包括
新能源商用车、SUV等多类车型在内的新能源汽
车生产基地，规划产能10万辆。

该项目只是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招商引资的一
个缩影。在得到国家和行业不断认可后，苏氏技
术吸引全国客商纷至沓来。

“现在这里可是门庭若市，以前主要是服务军
工企业，现在一些民用企业，尤其是汽车企业主动
上门来找我们合作。2016年，我们与中国一汽集
团签订‘汽车轻量化研发合作意向书’，在新能源汽
车、零部件轻量化研发等领域进行全面合作，今年
已经开始生产样车。下一步，一汽还要和东风汽
车、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合作，共同在安阳建设前
瞻性共性技术创新中心和新能源汽车制造基地，该
项目近期将正式签约。”强基公司负责人介绍说。

谈到苏氏技术在招商引资中的积极作用时，
安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党工委书记张保香感触良多：“在没有引进苏氏
技术之前，我们在招商引资中，经常有客商问：

‘安阳除了地理位置好、传统工业强，还有什么优
势？’我们也总感觉底气不足。现在好了，一提

‘苏氏技术’，客商们都很感兴趣，冲着这个技术，
至少会来安阳看一次。只要他们来，我们就有深
入交流、甚至合作的机会。可以说，苏氏技术改
变了客商对安阳工业的传统印象，增加了招商引
资的成功率，成为我们制胜的法宝！”

目前，浙江合众新能源汽车项目即将开工建

设，北京蓝时新能源汽车总装线、德众精密磨床和
燃气轮机项目已入驻专业工厂，与武汉北斗集团、
华菱汽车、阿尔特汽车、美国GE、东方燃气、重庆
隆鑫的合作事宜正在进行深入对接……

除了引进好的招商项目，苏氏技术有望与本地
企业开展全面合作，助力安阳工业转型升级。在原
材料上游产业，与安钢集团、林丰铝电、三丰铜业等
企业，在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材料方面进行合作，
建立稳定的材料供应渠道；在机加工领域，与鑫盛
机床、二机床、安阳锻压、豫鑫锅炉等企业，在模具
设计制造、机械加工中心等方面进行合作，增强机
加工能力；在汽车零部件产业，与宏源型钢、华兴机
械以及林州汽车零部件企业进行技术合作，实现优
势互补；在物流产业，与安阳物流港、环星物流等企
业合作，建立稳定顺畅的物流配送基地。

三年时间，安阳精密制造产业园已经成为安
阳乃至豫北地区高科技的代名词。

取得的成绩让人欣喜，未来的规划也十分清
晰。2017年1月22日，安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
发《安阳市“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明确提出：要努力打造河南省先进装备制造产业
示范园区和国家高精密铸造产业基地，使先进装
备制造业成为安阳市战略性支柱产业。

安阳精密制造产业园的发展目标同样振奋人
心：力争到 2020 年产能规模突破 600 亿元，到
2023年突破 1000亿元，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
千亿级精密制造产业园。

冲锋的号角已经吹响，打造千亿级精密制造
产业园，安阳底气十足！15

□安阳观察记者 任国战 闫明
本报通讯员 崔俊杰

春风拂面，生机盎然。4月 10日，记者走进位
于安阳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安阳强基精密制造产
业园。没有烟囱、没有噪音，漫步在绿树成荫的园
区内，察觉不到身旁的车间里正在生产。安阳强基
精密制造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虎自豪
地说：“苏氏集成精密铸造技术是世界领先的，英
国、德国都没有我们做得好！”

当记者追问什么是苏氏集成精密铸造技术？该
技术如何落户安阳？林虎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底气源于转型发展的广阔前景
——引领本地数十家企业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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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精密制造产业园

信息速递
打好“四张牌”中原更出彩

在去年召开的省十次党代会上，省委书记谢伏瞻提出：要培育壮大“百千万”亿级优势产业集群。

在安阳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市委书记李公乐也明确表示：要打造精品钢及深加工、装备制造两大千亿级产业基地！

其实，早在2013年，安阳精密制造产业园模范工厂项目在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落地时，安阳市就提出：以模范工厂为引领，以苏氏集

成精密成型技术为依托，将精密制造产业园打造成千亿级产业园区。三年过去了，精密制造产业园已初具规模，而苏氏技术和模范工厂

正像一块磁铁，吸引一汽、陕汽、北京蓝时等越来越多的行业龙头企业来此落户，为千亿级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强筋壮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