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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奔涌 古都今朝正青春

新机遇 开放安阳走向世界

10月 24日，记者走进位于安阳市
北关区的迪尚集团安阳分公司，只见建
筑面积 5万平方米的厂房内，近千名工
人正在按订单有序生产。

迪尚集团是中国纺织出口龙头企
业，安阳迪尚服饰为迪尚集团旗下分公
司，总投资 5.6 亿元，有 40条自动生产
线，生产能力为年产 800 万套品牌服
装 ，年 产 值 10 亿 元 。 全 部 投 产 后 ，
ZARA、H&M、GAP等 20多个国际著
名服装品牌将烙上安阳印记。安阳制
造迈向全国乃至国际市场的梦想即将
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安阳市大力实施开
放带动战略，明确主导产业发展方向，
深入推进开放招商，着力拓展对外贸
易，对外开放工作迈出坚实步伐。特别
是2016年开始，安阳市委、市政府坚持
把开放招商作为应对复杂形势、加快转
型升级的战略举措，全市进一步明确主
导产业方向，创新招商方式，强化招商
机制，开放招商步入精准化、科学化的
新时期。

安阳市主要领导多次在有关会议
上强调，招商引资的力度决定转型发展

的力度，招商引资的质量决定经济发展
的质量。

各级各部门逐步摒弃原来“挖到篮
子里就是菜”的招商思路,更加注重对
项目投资规模、产品档次、环境保护等
方面的考量,加强对世界 500强、行业
50强、重点央企等投资方向、产业规划
研究,引进项目质量明显提升。

制定《安阳市主导产业招商图谱》，
找出各主导产业在国内分布区域和龙
头企业，梳理分析精准招商目标企业与
安阳产业的关联度、契合度，做到心中
有数、按图索骥。制定出台《安阳市促
进招商引资的若干措施》《安阳市招商
引资“飞地”项目管理办法》，引导招商
项目突破行政区域限制，按产业功能定
位向优势区域集中，实现各县（市、区）
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明确产业功能定位。安阳市制定
《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产业集聚区主导
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重新明确全市
8个产业集聚区功能定位，解决了多年
来县（市、区）间无序竞争、各自为战、主
导产业不突出等问题。

优化产业发展空间。按照拓宽城

区发展空间和有利于推进产业统筹发
展的原则，调整示范区（安阳县）、殷都
区、北关区、龙安区、文峰区（高新区）
区域管理范围和管理体制，进一步优
化产业发展布局，推动了主导产业发
展。

安阳的发展日新月异，这种势头还
在继续。一批契合安阳市主导产业的
重大项目诸如比亚迪云轨基地、IT生产
基地、合众新能源汽车、蓝时新能源汽
车、陕汽安阳基地、中航新材、哈工大机
器人小镇、福龙马环卫装备制造、年产
500万只汽车铝轮毂、今麦郎北方加工
基地、金一文化黄金珠宝产业园、诚雨
高性能覆铜板、广马新能源汽车、迪尚
服装生产基地、三新产业园等相继开工
建设。

有这样一组数据让安阳骄傲：今年
1月—9月，全市引进省外资金541.9亿
元，总量居全省第 4位；实际利用外资
4.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1%，增速居
全省第3位。

开放的安阳，将以更大的气魄参与
世界经济大循环，共享新时代的出彩机
遇。

新格局 升级文化旅游强市

古朴的青铜器、气势恢宏的车马
坑……10月 17日，在世界文化遗产安
阳殷墟，专程带着全家人来探寻殷商文
化的北京游客李先生赞叹：“我国几千
年文化，在这里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据了解，今年国庆假期，安阳市共接待
游客262.36万人次，同比增长32.89%；
旅 游 总 收 入 21.9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7.21%。黄金周“火爆”是安阳旅游市
场“升温”的缩影。

安阳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处和华
夏之腹地，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是具
有33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
名城，是甲骨文的故乡、周易的发祥地、
红旗渠精神的诞生地。安阳有号称太
行魂的林虑山风景名胜区，有太行大峡
谷、王相岩、桃花谷等景区，有亚洲第
一、世界一流的滑翔基地。千百年来，
智慧的安阳人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
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宝藏。置身其中，一
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彰显着深厚的文化
底蕴。

依托丰富的文化旅

游资源,近年来,安阳市不断加大投入，
全面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开通
高铁安阳东站至林州景区的旅游专线；
开通 3条公交旅游专线，投资 7亿元完
成建设 9条旅游道路。不断创新宣传
推介方式，全力打造旅游品牌，极大地
提升安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中国国
旅集团、中青旅股份有限公司、神舟国
旅集团等大型旅游企业组织的旅游专
列、旅游豪华专列相继开进安阳。启动

“韩国万人游安阳”系列活动，安阳成为
韩国旅游的重要目的地。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安阳市将
充分发掘安阳历史文化资源，重点围绕

“一城一带一馆四园”，打造全省文化高
地，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市。

“一城”，即安阳古城；“一带”，即沿
洹河风光带；“一馆”，即中国文字博物
馆；“四园”，即殷墟大遗址公园、安阳高
陵大遗址公园、周易文化产业园、二帝
陵·三杨庄大遗址公园。

与此同时，将重点打造文化创意、
影视传媒、出版印刷、工艺美术、网络数

字、时尚设计、会展经济、休闲
娱乐八大文化产业集群。
未来，总投资 27.6 亿元的

安阳市文体中心项目、总投资 14.39亿
元的中国文字博物馆续建工程和汉字
公园项目、安阳古城保护整治复兴项
目、总投资 6.8亿元的安阳高陵保护展
示及环境整治项目、总投资约 19亿元
的殷墟大遗址公园项目、总投资 30亿
元的安阳历史文化科技主题公园项目
会一一呈现在世人面前。届时，古城安
阳将升级为全新的文化旅游强市。

40年浪潮激荡，40年驰而不息。
走进新时代，安阳被赋予新的定

位，全市上下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锁定高质量发展
航向，聚焦发挥优势打好“四张牌”，聚
焦决胜全面小康、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
程，聚焦打造区域性中心强市，实现了
一系列重大突破。

一组组跳动的数据，一个个具体生
动的项目，一帧帧接地气的画面……安
阳已不仅仅是一座“古”都，一个洋溢着
青春与活力、梦想与追求的新都市正款
款走来。

一股激发志气和干劲的力量，犹如
春潮，涌动在古都大地。③6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

辉，一个地方也能展现一个国家的

风貌。

40年里，地处河南最北部的安

阳，勇于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实践，从

一个老工业基地到区域性中心强市，

生产总值由 11亿元上升到 2268亿

元。

从火柴、自行车、电池等享誉全

国的老牌明星工业，到新能源汽车、

机器人、通航制造等产业“新秀”遍

地开花，老工业城“逆袭”成功；从

“豫北工业重镇”到中国航空运动

之都，“飞”起来的安阳更加出彩；

从简陋的公交车站到舒适的候车

亭、便捷的分流岛，民生领域不断改

善……安阳，充满了现代灵动的气

息。

是什么造就了全新的安阳？是

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是改革开放

释放出的强大能量，让千年古都焕

发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
都”。作为豫北工业重镇，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安阳工业红火，安钢、安化、安彩、安电
等省内国内龙头企业姑且不说，单是火柴、
自行车、电池、洗衣膏等轻工业产品就享誉
全国。

然而，随着新一轮经济转型和国家对
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提高，以“两高一资”
为主要发展方式的安阳经济，受到越来越
大的挑战。为此，安阳市委、市政府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转型发展这条主
线，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一手抓新兴
产业培育壮大，双轮驱动产业转型升级。

传统产业“华丽转身”。作为我省最大
的钢铁企业，安钢提质“强体”效果明显：去
年3月份，冷轧全线贯通，家电板、汽车板等
产品相继下线；合力冷轧与上海复星集团
合作的高延性带肋钢筋生产基地加快建
设，一个百亿级产业基地正在崛起；林州凤
宝钢铁新上高端无缝管和热扩车桥项目，
在推进钢铁产品高端化的同时，打出“跨
界”转型牌——成立光远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电子级玻璃纤维及电子布，是电
子信息、航空航天等行业的基础性材料，成
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典范；安化、顺成、
利源、鑫磊等龙头企业拧成一股绳，打造精
细化工、化工新材料、新型能源三大产业
链，衍生出精细化工产品60多种。

新兴产业强势崛起。2017 年 1 月 4
日，安阳市被国家发改委列入全国首批通
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为此，市委、市政
府将通航产业发展提升到战略层面，并成
立专门的招商指挥部，紧盯通航产业链排
位前10位的各类企业，梳理招商线索，明确
责任分工，逐条跟踪落实。目前，安阳市与
贯辰公司共同引进了瑞士皮拉图斯飞机、
模拟机产业链等项目，美国麦道直升机、首
都航天机械公司军民融合产业园、武汉翼
飞无人机、航天科技十二院、澳大利亚动力
三角翼等十多个意向项目也正在洽谈。

依托精密制造技术优势，合众、广马、
福龙马、蓝时、比亚迪、奥特瑞等一大批国
内知名企业的新能源汽车、智能机器人项
目相继落地。合众德力新能源商用车投入
批量生产，安阳与武汉北斗集团、华凌汽
车、中国一汽、中国二汽的合作事宜正在进
行深入对接……

今年 9月，安阳市通过关于培育新能
源汽车及零部件、精品钢及深加工、高端装
备制造及文化旅游等四大千亿级主导产业
的实施意见，出台新的产业发展路线图和
产业链图谱，为安阳转型注入更强劲的新
动能。

新动能
双轮驱动
加快转型

右图 林州光远公司电子级玻纤项
目，工艺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本报
资料图片

安阳市民在广场进行舞龙展演。 麻翛然 摄

利源德国西门子直燃机循环发电项目。 利源集团提供

从1978年的10.9亿元

到2017年的2268亿元

全市生产总值

人均生产总值

由1978年的284元

上升到2017年的44201元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由1978年的0.7亿元

到2017年的2281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由1978年的1.72亿元

上升到2017年的129.5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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