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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

28种珍稀鸟类“安家”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鸟儿是湿地的精

灵。1月 25日，安阳寒意袭人，汤河国家湿地公园 8000
多平方米的人工湖一半碧波荡漾，一半结着薄冰，别有一
番冬趣。远远望去，湖心岛上，一只白鹭偏着头单脚站
立。汤河湿地公园管委会副主任丁树彬开心地告诉记
者，目前，公园已有各种鸟类174种，其中国家一级、二级
重点保护鸟类达28种。

汤阴汤河国家湿地公园是国家林业局 2012年批复
的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建设单位之一，总面积710.2公顷，
湿地面积 568.7公顷，以永久性河流和库塘湿地为主，兼
有洪泛平原、草本沼泽等类型的复合湿地生态系统。日
前，该公园顺利通过国家林草局验收，正式晋级“国字
号”。

“湿地浅滩是涉禽的理想栖息地。”丁树彬介绍，他们
已观测到东方白鹳4只、黑鹳 3只，均为国家一级保护鸟
类。此外，还有小天鹅、鸳鸯、白鹭、苍鹭等。

多年观测发现，不少原本迁徙过路的候鸟，现已有部
分种群变成留鸟，在汤阴“定居”。

“比如白鹭，以前是从北边飞过来，在汤河水库栖息，
入冬便继续往南飞。”丁树彬说，如今在湿地公园一年四
季都能看到，到夏天，更有“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
黄鹂”的美景吸引着无数摄影家和鸟类爱好者。

据观测记录显示，2012年汤河国家湿地公园高峰时
段可观测鸟类约 2800只，2016年上升为 4500只，2018
年超过10000只。8

2018年 2月 14日，安阳市成功入选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从 2018年开始，该市将连续三年接
受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争取 2020年创建
成为全国文明城市。去年，安阳市以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为抓手，大力实施百城建设
提质工程取得显著成效：228个市政道路
和背街小巷整治建设项目、25条道路管
线整治项目、130个园林绿化建设项目、

“两场一厕”新建改建项目顺利推进，迎宾
公园、彰德游园等一大批公园、游园绿地
和生态水系建成开放。建成南林高速城
区段和西北绕城高速两条生态廊道，城市
防护林实现“四廊合围”。

2019 年是创建工作的第二年，安阳
人自我加压，以绣花功夫继续深化文明创
建行动。

记者注意到，会上关于“深化文明创
建”的内容占据较大篇幅，大到加快城建
重点项目建设、棚户区改造，小到提升市
民文化素质，就连“对闯红灯、乱穿马路、

车辆乱停乱放等不文明行为”都有明确要
求，可谓一个“细”字。

去年，该市对古城区的仓巷街进行改
造。今年，在推进古城保护整治复兴方
面，安阳将有大动作和新进展：将启动高
阁寺、西大街两个街区整治，完成城墙东
南角魁星阁建设，打开绕城水系，逐步恢
复古城风貌。

在加强城市重大项目建设方面，安阳
计划实施 98项市政道路工程，持续推进
安阳机场、轨道交通、过境高速公路、城区
主干道与高速公路互联互通等基础设施
建设，加快文化中心体育中心、殷墟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不断
提升城市品位。

加强城市管理。通过微改造、微装修
等方式对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治理改造，
提升品质；推进绿化提升和亮化美化；加
大“城市大脑”建设力度，整合“天眼系
统”、城市管理系统，进一步净化城市空
间，优化城市环境。8

文明创建再提质

关键字：细

滑县

小伙“最美一跪”暖人心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近日，安阳大地寒风

凛冽，然而，一张刷爆市民朋友圈的“下跪”照片让心头暖
意融融。图片中，一位身穿黑色羽绒服的小伙儿单腿跪
在地上，让一名受伤的女士靠在怀里。网友们称这是
2019新年的“最美一跪”。

记者从滑县相关部门获悉，这位小伙叫杨铭，是滑县
留固镇副镇长。

1月 12日早上 8点左右，大雾弥漫，省道222大海线
滑县周庄段一辆轿车与一辆货车发生碰撞。小轿车车头
完全变形，驾驶员卡在车中，情况十分危急。

留固镇副镇长杨铭等人在上班途中看到车祸后立即
下车，一边拨打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一边组织大家实施
救援。同时在车辆前后放置警示标志，对该路段的交通
进行疏导。

在众人的努力下，副驾驶位置的伤者很快被救出。
杨铭看到伤者的左胳膊骨折，痛苦不堪，马上单膝下跪，
用腿支撑伤者以减轻其痛苦。该镇文化站站长王素琴则
坐在地上，与伤者背靠背，给其抚慰和温暖。

随后，急救人员赶到。看到伤者被送往医院，杨铭他
们才离开现场。

“紧急关头，不管是谁都会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全力
救助。”杨铭说。

滑县群众交口称赞，“这‘最美一跪’，跪出了党员干
部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据了解，目前两名受伤人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伤势
稳定。8

安阳

提升公共文化共建实效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政府—高校—社区

“321”公共文化共建项目是安阳市国家级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项目。1月 27日，记者从安阳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了解到，为解决项目中活动场地、服务种类和
质量等无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现实问题，安阳市下发
《安阳市吸纳社会力量深入开展政府—高校—社区
“321”公共文化共建项目的实施方案》，采取“五个一”
举措，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不断提升公共文化共
建实效。

“五个一”指团结一支社会力量、打造一支社会辅导
员队伍、开拓一批“321”公益课堂、推出一批群众文化
交流赛事、建立一套效率优先的运行模式。

“目前全市已有 32家社会培训机构参与公共文化
共建项目。”安阳市文广新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通过
合理利用社会公益机构的场地、设施、资金、师资等优
势，他们着力打造一批邻近社区、设施优良、便于群众
参与的公益课堂，并在原有广场舞、合唱、战鼓比赛的
基础上，计划推出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社区文化交流赛
事，最大限度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丰富、更实在的公共文
化服务。8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的大庆之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如何展现新风貌，

彰显新作为，开创新局面？中共安阳市

委十一届九次全体会议暨全市经济工

作会议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

质量发展根本要求，坚持转型发展主攻

方向，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巩

固、增强、提升、畅通的方针，统筹推进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

险、保稳定工作，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

稳定，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

定性基础。

新的一年，新的征程。坚持稳中求

进总基调，根本在“稳”，着眼点在“求”，

目的在“进”，努力奔跑，追梦时代，古都

儿女将奋发有为，奋力图强。

新时代，做努力奔跑的追梦人
——安阳市委十一届九次全会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解读

刚刚过去的一年，安阳市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有效投资持续扩大、主导产业
加快发展、改革创新亮点纷呈、城乡统筹协调
推进、民生保障不断加强，高质量发展迈出新
步伐，取得新进步。

“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生产总值增
长 7%-7.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8%左
右……”一组组数字体现着安阳对 2019 年发
展的信心。而最让参会代表们感到踏实的是，
市委副书记、市长靳磊在讲话中不止一次提到
的“稳”字：要坚持“稳”字当头，把补短板、扩内
需、强实体结合起来，确保经济健康运行。

稳在投资。与前两年上千亿的投资规模
相比，安阳市在2019年对重大项目建设的投资
数额略微收紧。“推进 500个以上重大项目建
设，力争全年完成投资780亿元左右，其中省市
重点项目208个、年度投资509亿元。”会上，靳
磊用沉稳的声音向参会人员解读。“投资方向
上，要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功能配套、生态
环境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农林水利工程等，紧
盯市场需求和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增加
高技术和新兴产业规模。”

稳在开局。1月 11日，安阳市发改委组织
召开市工信、财政、统计等11个部门会议，根据
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实现2019年全市
经济开门红的具体措施，初步起草了《关于实
现 2019年全市经济开门红的实施意见》，为全
年目标任务完成奠定坚实基础。

盯紧目标开好局

转型是永恒的话题，急不来，也慢不得，关键
要走稳走实。新的一年，转型仍然是安阳经济的

“主导词”，但跟以往略有不同，写入今年安阳全市
经济工作会议中的一个高频词，是一个“进”字。

政府的投资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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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积极引导下，
安阳市转型进程突飞猛进：

2017年，该市明确各县（市、区）主导产业；
2018年，在市级层面确定了新能源汽车及零部
件、高端装备制造、精品钢及深加工、文化旅游
等四大千亿级主导产业。各县（市、区）各单位
围绕主导产业紧盯不放，组建专业团队，成立
专门队伍，深入研究分析，按照产业定位，合理
引导招商，注重培育龙头企业，统筹项目落户，
引导相关企业集群集聚发展。

而 2019年是四大千亿级主导产业的推进
之年。为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推进转型
升级营造良好的氛围，市委市政府对下一步工
作做出如下要求：

提升产业链水平。坚持和完善“一个产
业、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的工作机
制，推动产业高端化、技术尖端化、质量顶端
化。加快信息网络、现代金融、科技创新、检验
检测等新型服务平台建设，推动“龙头+配套”
集群发展、“基地+基金”集聚发展、“存量+增
量”同步发展，产业整合成链条。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民营钢铁企业
重组，促进全市钢铁行业形成“1+1”发展格局；
落实“以钢定焦”，淘汰落后，去产能，控总量，
腾空间，促转型。深入推进以智能改造为重点
的“三大改造”。

大力培育新兴产业。突出开放合作、市场牵
引和生态构建，吸引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落地，
推动福龙马环卫装备生产基地、比亚迪智能终端
及零部件、德力纯电动商用车、复星合力高延性
冷轧带肋钢筋、“三新”产业园一期项目建成投
产；加快中博轨道交通产业园、通航制造产业园、
智能机器人小镇等项目建设，为发展蓄势积能。

由此我们可以预见，到 2019年年底，安阳
市产业结构将发生一轮高质量的新变革。

决战决胜,就得敢打硬仗。市委书
记李公乐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
脱贫、污染防治这“三大攻坚战”不但是
经济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对安阳
来说，不能忽视经济社会发展中还有风
险,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生态环境保护任
重道远,唯有聚焦聚力方能啃下“硬骨
头”。

目前，安阳还有贫困人口 36800人，
今年要实现 2万名农村贫困人口和 33个
贫困村脱贫。李公乐表示，2019 年，安
阳将坚持产业扶贫这个根本，坚持把脱
贫质量放在首位，坚持把提高人民群众
幸福指数作为工作追求，补齐民生短板，
统筹推进贫困村和非贫困村、贫困户和
非贫困户各项工作，让农民群众共享脱

贫成果。
守护好青山绿水，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2018年，安阳这场攻坚战打得很
艰苦，尽管实现了“两降一升”目标任务，
但是形势依然严峻。为此，在强调打赢
污染防治这场攻坚战时，李公乐和靳磊
摆数据、举例子、讲措施，对安阳当前面
临的形势和任务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要
求。

安阳市环保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安阳将认真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既狠抓“治”，更注重“建”，深入实施经济
结构提质、生态功能提升、国土绿化提
速、环境治理提效“四大行动”，加快产业
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和用地布局结
构调整，标本兼治，坚守阵地，巩固成果。

竹影石坊篱笆，小桥流水人家……1
月 15日，记者来到林州市太行山下的黄
华镇庙荒村。近年，得益于国家扶贫政策
支持和各级干部努力，这个省级贫困村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被人们誉为“幸福
庙荒”。

如今，村里正在打造民俗村，发展民
俗旅游。巧借石头房和土坯房进行改造
美化，红旗渠畔已经建成了多处商铺：大
风斋、竹雨轩、素香斋……有青年村民说，
村里正在招商，还通过一家合作的电商发
布了招商公告。记者看到，不断有人走进
村里查看商铺，洽谈合作的事情。“村子建
好了，要发展必须有产业支撑，庙荒村的
优势就是发展乡村旅游。”驻村第一书记
告诉记者。

在安阳，像庙荒村这样受益于乡村振
兴战略、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村庄越来越
多。

去年，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会

议在安阳召开。今年的经济工作会向全
市发出号召：要抓住良好态势，乘势而上，
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组织振兴。

发挥乡镇引领。把乡镇政府所在地
作为“试验田”和“样板间”，按照不同乡镇
的功能定位、产业特色、人口规模等，因地
制宜做好规划方案。

抓好乡村振兴试点。不断优化农业
部局，调整种养结构，大力发展村级集体
经济，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拓宽农民
增收渠道。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抓好垃圾污水
处理，村容村貌提升；扎实推进“厕所革
命”，90%的村庄达到美化、亮化、绿化、硬
化、文化“五化”标准。

强化乡风文明建设。推进农村移风
易俗，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40%以上的行政村达到县级以上文明
村标准。

乘势而上筑“新”村

关键字：兴

提升质量促转型

关键字：进

全力以赴攻难题

关键字：补

工人正在操作机器人焊接设备 杨之甜 摄

新能源轻型客车下线 杨之甜 摄

庙荒村的百姓露出幸福笑容 陈煜杭 摄

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生产总值增长7%-7.5%，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8%左
右……

780亿元

推进 500个以上重大项目建设，

力争全年完成投资 780 亿元左

右，其中省市重点项目 208 个、

年度投资509亿元

宽阔通畅的道路直通天际 赵苗苗 摄

1月 25日，安阳市殷都区举办“奋斗者之歌 前进殷
都更出彩”文艺汇演，殷都区干部职工载歌载舞，用欢笑
和歌舞总结上一年成绩，揭开新的奋斗篇章。图为干部
职工自编自演小品。8 樊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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