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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大美安阳行”

采访活动，犹如一

场细雨，轻拂过安

阳大地，留下露珠

串串。6月 14 日，

本报十三版刊发

《江西日报》《湖南

日报》《宁夏日报》

等兄弟党报记者在

安阳采写的“采访

札记”和即兴诗作

后，在报界和安阳

市引起较大反响，

他们纷纷对这种宣

传形式和报道方式

予以称道，希望能

看到更多省外媒体

报道安阳的新闻作

品。这里，我们再

次推出作品若干，

敬请关注。15

短歌行·
颂安阳
——参加全国党报编
辑记者“大美安阳行”
返陕动车微信记之

□周维军

慨当以慷，
去日难忘。
犹乐陶陶，
曲水流觞。
瞻望咨嗟，
无限风光。
精神洗礼，
文明泱泱。
何以寄情，
洹液陈酿。
历历在目，
大美安阳！

（作者系陕西日报
副总编辑）

七绝·
忆安阳
□林世雄

老家归来逢端阳，
总忆太行粽子香。
殷邺故里访虽短，
举国党报情最长。

（作者系福建日报
记者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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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记者 王金龙

5月 27日,记者参加全国党报记者“大
美安阳行”采访活动,来到甲骨文与红旗渠
的故乡——河南安阳。

当日上午,安阳爱飞客飞行大会暨第
九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在安阳航
校机场开幕。数十名跳伞运动员从飞机上
一跃而下,在碧空上演礼花飞舞、叠罗汉、
七仙女下凡等精彩表演；30具动力伞一字
儿排开,几路并进,上下翻腾,蔚为壮观。
当日,以“我心飞翔,飞在安阳”为主题的
2017中国(安阳)国际通用航空装备博览会
也拉开序幕。

安阳本来是一座钢城,一座老工业基
地,怎么一下子成了航空之城?

不错,早在 2011年的第三届航空运动
旅游节上,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张
思卿就共同为“航空运动之都·中国安阳”
授牌。

在这次开幕式上,安阳市委书记李公乐
介绍,安阳是一座会飞的城市。世界上第一
次载人飞行“万户飞天”发生在安阳,新中国
航空运动的摇篮诞生在安阳,中国第一位
女航天员刘洋籍贯在安阳。这里有 4420
平方公里低空报告空域、国家体育总局安
阳航空运动学校、林虑山国际滑翔基地,有
从飞行员到空乘、地勤、机修、保养等多层
次、多类型的通用航空人才教育培养体
系。这些都为安阳通航产业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

李公乐说,安阳是国家确定的京津冀
周边协同发展区城市。市里发挥空域广
阔、人才培训、基础完善等优势,把握通航
产业快速发展机遇,全力打造“中国航空运
动之都”。安阳航校机场、林州通航机场已
经投入运营,安阳机场年内将开工建设。
贯辰、中宇、白云等通航企业和高安、揽羽
等航模公司快速发展,全丰智能无人机绿
色飞防业务遍及全国。安阳工学院、安阳
职业技术学院、安阳学院开设 8个通航专
业,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航空人才培养体
系。特别是安阳先后获批“全国通用航空
产业园试点市”和“全国首批通用航空产业
综合示范区”,政策叠加优势更加明显。去
年,安阳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把发展通航
产业作为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全力打造
集装备制造、科技研发、教育培训、会展赛
事、通航运营、航空旅游于一体的通用航空
全产业链条。

在开幕式上,还举行了经贸合作项目签约仪式。美国航空运动
器材制造、宇翔盛泰(安阳)航空产业园、军泰新能源汽车等投资总额
达 195.2亿元的 44个项目签约。全市围绕通用航空、新能源汽车、
智能机器人、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等产业领域,开展一对一、点对点
定向招商邀商,强化项目洽谈对接,取得了不菲业绩。

本次航展的规模、数量和档次都超过往年,共展出固定翼飞机、
直升机、无人机、三角翼、动力伞等各类飞行器超过400架/具,其中
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共82架、30具热气球、20架动力伞,无人机航
模超过200架,参展企业90余家。

目前,安阳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势头强劲:高安航模、揽羽模型均
为国内外知名航模企业,产品远销欧美、日韩市场,销售网络遍及全
国；安阳神鹰公司是一家集轻型飞机生产、销售、飞行员培训于一体
的现代化企业,他们与法国 TOP公司合作的飞机制造项目已落户
安阳；安阳通用航空公司与香港合作,成立了通用航空专业维修公
司；占地210亩的安阳空港新城,正在加紧推进……

通航搭台,旅游唱戏。安阳在发展通航产业的同时,也借机大
力挖掘独特厚重的旅游文化资源。安阳有殷墟、红旗渠·太行大峡
谷两个5A级景区,A级以上景区达22个。2016年安阳被确定为首
批中国研学旅游目的地城市,全市旅游业发展迎来新机遇。

安阳,一座古老的城市,一座年轻的现代城市。
（原载2017年6月6日《大众日报》五版）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铸造，是一种熔化金属铸模成型的技术。任
何机械装备都需要大量铸件，都离不开铸造业。

前不久，代表着国内铸造行业最高水准的
2017中国国际铸造博览会在上海举办，云集了来
自国内外1300余家中高端铸造厂商。会上，一家
来自安阳的年轻企业——安阳强基精密制造产业
园股份有限公司，吸引了众多厂商的目光。它参
展的“新能源汽车全铝整体铸造车架、核电机组空
心叶片”两件产品都获得了博览会“优质铸件特别
金奖”。其中，核电机组空心叶片还被中国工业博
物馆定为文物永久收藏。

6月25日，记者来到安阳强基精密制造产业
园，见到了获奖产品之一“新能源汽车全铝整体铸
造车架”。只见它外观大气、构造一气呵成、材质
轻便结实。据了解，这种全铝铸造车架的生产，填
补了国际国内空白。一向对配件“挑剔”的中国一
汽，已为自家新产品——轻量化电动乘用前瞻车
配备了该款车架。而另一获奖产品“核电机组空
心叶片”，也已通过发电设备制造企业——东方汽
轮机有限公司的检验，开始批量生产。

令大家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同时斩获两项大
奖的安阳强基，只是业内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
从去年投产至今仅一年时间，名气和规模都难以
与同时参展获奖的众多“国字号”大企业比肩。那
么，它成功的“密码”何在？

“我们的成功，在于领先的技术。”刚刚参展归
来的公司副总经理林虎一语道破获奖“秘诀”。

令林虎引以为豪的“技术”，正是安阳强基的
核心——苏氏集成精密铸造技术。它是由合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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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安阳市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
“苏氏技术”，安阳强基正式落户古都。2016年，
公司正式投产。经过一年发展，现已能生产百余
种产品。去年11月，中国铸造行业协会有关人士
到安阳强基调研，在参观了企业生产线和产品之
后，大家连声称赞：“没想到河南还有这么好的铸
造企业！”

“现在我们这里真可谓是门庭若市，以前，我
们的产品更多服务军工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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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我们已经和中国一汽签订了协议，进行新能源汽
车整车设计试制和乘用车、商用车零部件轻量化
改造。我们还计划在安阳建立新能源汽车制造
厂……”面对未来，林虎信心满满。15

一家小企业缘何
斩获两项全国大奖

6月25日，2017中国古道马拉松卫河古道站
暨中华英雄线推广启动仪式，在民族英雄岳飞的成
长地——内黄县石盘屯乡举行。200多名户外爱
好者沿卫河行走到唐代大诗人沈佺期的故里张龙
乡西沈村，行程共9公里，在快乐健身的同时感受当
地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15 刘超 刘肖坤 摄

2017中国古道马拉松
卫河古道站正式启动

□《江西日报》记者 杨敏

作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安阳
曾经创造出辉煌的人类文明，在全
国乃至世界都有重要影响。今天的
安阳，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活力迸
发。在“大美安阳行”采访期间，记
者走林州、进内黄、逛汤阴，只见铺
展在沃野上的千重麦浪，已把中原
大地涂抹成一片金色。当地的同志
告诉记者，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再
过几天就可以开镰收割啦。

5月27日上午，一场充满激情的
“航空盛典”——安阳爱飞客飞行大会

暨第九届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在安阳航校如期开锣上演。其间，还有
通用航空装备博览会、航空系列研讨会、航空运动赛事、文化旅游活动
等，彰显这座航空运动之都的独特魅力。除了来自国内外的选手为观
众演绎航空盛宴外，更有增添安阳经济社会发展生机与活力的招商引
资举措。仅在当天的开幕式上，就有44个总投资195.2亿元的大项目
正式签约，涵盖航空运动、装备制造、文化旅游等诸多领域。

如今的安阳，现代农业、健康养老、装备制造、信息服务、旅游等产
业快速发展。规划建设的7个产业集聚区、22个专业园区，初步形成了
冶金建材、装备制造、煤化工、食品医药等4个主导产业和纺织服装、电
子信息、新能源等3个优势产业。新能源汽车、精密制造、轨道交通装
备、通用航空制造、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集群正在形成。据记者了解，
安阳现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96家，年销售收入亿元以上企业424家。

在红旗渠的故乡林州，其发展历程被概括为“70年代十万大军
战太行，80年代十万大军出太行，90年代十万大军富太行，00年代
十万大军美太行”的发展四部曲，并孕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
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和“难而不惧，富而不惑，自强不
息，奋斗不已”的当代红旗渠精神。一代代林州人民以红旗渠精神
为引领，创新拼搏打造城乡发展新样板。得知林州日新月异的变
化，陕西日报社副总编辑周维军发出感慨：“向伟大的红旗渠精神致
敬，向创造和弘扬伟大红旗渠精神的林州人民致敬……”

5月26日上午，记者走进内黄农业科技博览园，发现这个投资5
亿元、占地500亩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集农耕文化展示、科普宣
传、蔬菜种植、休闲采摘、观光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绝对称得上一流。
博览园以发展高档反季节蔬菜为主，打破了传统大棚单一种植春秋
蔬菜的模式，通过与果蔬城合作，带动了当地蔬菜产业转型升级，形
成豫北地区最大的产供销“一条龙”式蔬菜种销链条。他们还以“新
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和“高科技、高产量、高效益”的企业经营理念，
把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业，让农业由单纯的生
产向农产品加工、流通等领域融合发展，进一步拉长了产业链，从而
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成为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的典
范。令记者惊奇的是，地处中原大地的内黄，森林覆盖率竟高达
45%，从而成为中国最佳绿色生态旅游名县、国家级生态示范县、中
国设施蔬菜重点区域基地县、中国果菜标准化建设十强县。

与内黄相邻的汤阴，则是全国食品工业强县、全国农产品加工
业示范基地、全国食品安全示范县、中国农业产业经济发展百强
县。当记者来到我国首家安全食品体验馆，一位中年男子手持麦克
风向记者介绍汤阴是如何注重食品安全，实行全链条有效控制的。
而他的身份并非讲解员，而是县委书记宋庆林。位于汤阴县城西部
的高岗上，那个总面积 710.2公顷的汤河国家湿地公园，风景优美，
万木葱茏，烟波浩渺，不时有飞鸟在水面上轻盈飞舞，夹着湿润河水
气息的微风轻拂着记者的脸庞。

据介绍，近两年，安阳百姓感受最大的是城市的变化：城市绿
化、道路拓宽、分流岛建设、公交港湾建设。人们称赞：这是一场生
态文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战役。高标准的改造和提升，展示出这座
古城的崭新形象，体现出城市建设管理的水平。环境变美了，生态
变优了，许多外地大型企业纷纷到安阳投资兴业。安阳则利用这一
良机进行转型发展。他们想方设法培育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
通用航空产业、精品钢及深加工产业、文化旅游产业。同时，对传统
产业进行改造提升，促进产业集群集聚发展，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
走出一条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绿色化发展新路子。

走马安阳，感受到新一轮发展的大幕已在豫北大地拉开。从安
阳市市长王新伟的介绍中，记者知道，安阳正紧紧围绕实现“一个重
返、六个重大”目标和建设区域性中心强市，统筹推进稳增长保态
势、调结构促转型、抓改革扩开放、防风险惠民生各项工作。相信，
通过安阳人民实实在在的行动，一定会把转型发展的“新蓝图”变成

“路线图”“施工图”和现实。
（原载2017年6月4日《江西日报》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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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空运动文化节上，飞行员整装待发 季春红 摄

“老家河南·太行山水”
旅游推广联盟正式成立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6月 24日，
“老家河南·太行山水”旅游推广联盟成立仪式暨
“2017河南（太行大峡谷）消夏之旅”活动在林州
太行大峡谷景区成功举办。

“老家河南·太行山水”旅游推广联盟由河南
省旅游局主导，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济源五市旅
游局共同发起，旨在加强全省旅游交流与合作，促
进区域内旅游产品互推、客源互送，整合豫北五市
旅游资源，打造“太行山水”大旅游品牌产品。

“2017河南（太行大峡谷）消夏之旅”活动，作为“老
家河南”旅游产品体系打造的重要活动，是继2017
河南（老乐山）赏春之旅活动之后的河南旅游产品
新发展、新成果的又一展示，将进一步提升河南旅
游产品的竞争力、市场影响力和综合带动力。

以联盟为主体的推广，将成为全省市场开发
工作的重要支撑，省旅游局将指导联盟，围绕国内
外重点客源市场的开发，不断打造“老家河南”旅
游产品体系。

“老家河南·太行山水”联盟还在成立大会上
发布了四条旅游精品线路，即太行山水·经典之
旅、太行山水·文化之旅、太行山水·休闲之旅、太
行山水·消夏之旅，为“老家河南”品牌产品体系打
造形成重要支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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