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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

初夏时节，林州市采桑镇北采桑村漫山
遍野的梨树、苹果树长势正盛。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头’，如今是
满山‘致富树’。”5月 2日，站在村北小山岗
上，北采桑村村委会主任王付增指着眼前一
片梨树自豪地说，林果经济不仅拓展了农民
的增收渠道，也为他们发展旅游打下了基础。

北采桑村四面环山，土薄石厚，以前村
民种玉米，辛苦一年反而要赔钱，大多数人
外出打工，村里1600多亩耕地长期荒废。

“既要守好山村生态底色，又要带动村
民增收致富，产业和绿色，林果化是个结合

点。”王付增说，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和“生态
采桑”建设目标，最终确立了大力发展林果
业的思路。

2016年开始，北采桑村先后投资 2000
余万元，流转土地 1300余亩，陆续引进“玉
露香”梨和“晋富”系列苹果，以及桑葚、樱
桃、甜柿、葡萄等优质果树，修道路、打机井、
铺设地埋管道，为荒坡披上了绿装。目前，
该村共栽植“玉露香”梨400余亩，“晋富”系
列苹果 500余亩，桑葚、樱桃、甜柿、葡萄等
200余亩，为200多名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带动 2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户每年增收
1200元。该村注册的“绿然种植有限公司”
在上海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感觉这条路走对了,越走越有奔头。”
李付增高兴地说，接下来北采桑村将打造一
山一景，实现三季有果、四季花开，发展休闲
采摘、乡村旅游，预计到 2025年，每年接待
游客上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千万元。

采桑镇工业基础薄弱，但辖区内山峦层
叠，生态资源丰富。该镇聘请北京生态工程
专家，确立了“产业引导、旅游联动、镇村统
筹、生态保障”的规划定位及“生态采桑”建
设思路，着力打造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工业、
旅游业。

除北采桑村外，采桑镇辖区西部还有投
资 6000万元、占地 1000余亩的南采桑松柏
山庄发展有机林果采摘、生态养殖；镇区东

部有投资 400万元、流转土地 300亩的涧东
郑荣生态园发展体验式观光农业，西岗、棋
梧、南景色、六家峪……飘香林果成了各村
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与此同时，良好的环境也带来实际效
益：投资超亿元的河南天呈食品有限公司已
经投产，河南鸿淼食品有限公司正在建设；
电子产业园引进省外等资金7.39亿元；乡村
旅游初见成效。2018 年，采桑镇完成税收
（全口径）3亿多元。

“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林
州市采桑镇党委书记王宪表示，他们将继续
按照“生态采桑”规划逐步落实，奋力实现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7

飘 香 林 果 富 山 乡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朱晓涛）4月

25日，我省“健康基层行·药师在行动”健康扶贫系列公益
活动走进内黄县。当天上午，来自省人民医院、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等省、市医院的药学专家在内黄公园开
展了大型的用药咨询公益活动，为前来咨询的群众进行
用药咨询、健康指导。

此次系列活动由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扶贫开发办
公室主办，旨在通过系列公益活动助力卫生事业发展，普
及合理用药知识，关爱困难基层群众健康。活动计划深
入全省18个地市，重点围绕贫困县分批次举办，通过举办
政策巡讲、合理用药知识培训、学术交流培训、用药专家咨
询等一系列活动，不断提高基层医务人员合理用药水平，
提升基层群众健康素养，助力健康扶贫工作取得实效。
内黄县是此次健康扶贫系列公益活动的第一站。

“健康扶贫是医疗卫生机构参与脱贫攻坚的一项重
要内容，提高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合理用药水平，增强
群众的合理用药意识，可以减少药物的不合理应用，减
少药品费用支出，从而减少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群众用
药负担，从一定程度上预防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负责人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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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产业当前的核心问题是环保，
环保关系到安阳钢铁产业的生存与发
展。”安阳市发改委负责人坦言，如果始
终受制于环保，企业将无未来可言。

面对前所未有的、高压态势的环保
挑战，是激流勇进还是全面退守，安钢集
团毅然选择了前者。

5月6日，站在安钢8号焦炉前，抬头
望去，50多米高的烟囱上一丝白烟都没
有。“这座焦炉底部安装了净化塔，采用
的是焦炉活性炭干法脱硫脱硝净化技
术。”安钢环保部负责人介绍，该项技术
被中国金属学会评定为国际领先水平，
已经在唐山东海、凤宝特钢、武安裕华等
国内多家钢厂投入使用。

“越早达到环保目标，企业越早受
益”，这是安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
利剑一直秉持的理念。据估算，仅焦炉

活性炭干法脱硫脱硝净化一项技术，每
年就能给安钢带来超过 10 亿元的收
入。

一方面斥巨资更新环保设备，一方
面打造花园式厂区。从去年开始，安钢
全力推进 4A 级花园式工厂建设，积极
推动安钢生态转型，把“工厂变公园，厂
区变景区”，逐步探索一条环境保护与转
型升级、提质增效、经营发展协同共进，
企业与城市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

在环保高压下，安阳不少钢铁企业
纷纷走上绿色发展之路。“外来户”沙钢
永兴就是其中之一。2018年，沙钢永兴
盈利8亿元，成为行业内民企的佼佼者。

在永兴特钢脱硫脱硝控制中心，宽
大的电子屏幕上，脱硫脱硝工艺流程一
目了然。屏幕正中间实时显示烧结机烟
气出口在线监测数据：二氧化硫实时排

放为 5.5mg/m2，低于国家标准 97%；氮
氧 化 物 为 38mg/m2，低 于 国 家 标 准
87%……

“可以说，这是目前全省正在投运
的、指标最好的脱硫脱硝技术。”沙钢集
团安阳永兴特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增伟
表示，他们将继续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
持续推进节能环保，为安阳打赢环境污
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强大助力。

“钢铁产业要想发展，第一要先争取
生存权，环保必须过关；二是加快整合重
组，缩减钢产量，由长流程变成短流程，
外移生产基地；同时围绕市场需求进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用户为中心，为用
户提供个性化服务，搞好加工配送，由生
产商转为服务商……想要冲击千亿级产
业，安阳钢铁要做好这几件事。”安阳市
发改委负责人说。7

地方传真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姚林茹）
今年是甲骨文发现 120周年。近日，从美国纽约联合国
总部传来消息，北京时间 4月 25日早上 6时，由安阳学
院主办的“2019联合国中文日甲骨文书法艺术展”在联
合国总部开幕，吸引了多国驻联合国外交官及华人华侨
到场观看。

据介绍，此次展出的甲骨文书法作品，是从 2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甲骨文书法爱好者书写的700余件作品中
筛选而出。主办方安阳学院于 2017年 12月成立“甲骨
文艺术研究中心”，这是国内第一个以研究甲骨文艺术
与创作为主的学术机构。他们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让更
多人了解中国古文字的艺术风采和文化内涵，让世界共
享这一文化瑰宝。

展出现场，一幅幅潇洒写意的甲骨文书法作品，引
来到场嘉宾阵阵惊叹。主办方负责人在电话中兴奋地
向记者讲述，许多嘉宾被一幅甲骨文书法作品所吸引，
纷纷猜测书写的内容，并热烈讨论。最后，作品作者、日
本甲骨文书法协会会长张大顺向大家揭开谜底，他写的
是“甲骨文是中国文化的基因”。

据了解，目前全世界共发现刻有甲骨文的甲骨约17
万片，单字4500多个，已识别出约1500个。2017年，甲
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7

甲骨文书法艺术展
在联合国开展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像黄大年一样，把
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
业。”4月 28日，安阳师范学院报告厅里灯火通明、气氛
热烈，适逢第26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安阳师范学院分会
场闭幕，电影节期间，电影《黄大年》主创团队，长影集团
国家一级导演成科、黄大年的扮演者张秋歌等走进该
院，与 300多名师生共同感悟“时代楷模”黄大年至诚报
国的精神，激励大学生奋发有为、报效祖国。

黄大年是享誉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教会
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张秋歌深情地说，“当你觉得
自己能够为国家做点事的时候，你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
得的。”

“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要把自己的理想同国家
的发展结合起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安阳师范学院
传媒学院学生刘冰说出了大学生们的心声。

据了解，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是经中宣部、教育部批
准的全国性电影节，在我省设郑州大学、安阳师范学院
两个分会场。7

本报讯（通讯员 郭荣）“新型公厕外形美观，内部设
施齐全，我们来接孩子更方便了。”5月 7日，在林州市兴
林路与王相路交叉口，市民花女士指着路边一座橙色建
筑——新型公厕赞不绝口。

对于一座旅游城市来说，公厕使用是否方便显得尤
为重要。为此，在倾力打造全域式旅游城市的过程中，
林州花大力气解决市民在休闲活动中如厕难的问题。
据了解，仅 2018年，林州市就投资新建 42座公厕，其中
标准式公厕 14座、旅游式公厕 28座。为解决带小孩出
行家庭的如厕问题，公厕内设置了有母婴多功能台、儿
童洗手台盆、儿童坐便器及儿童安全座椅等便民设施的
第三卫生间。为照顾特殊人群，方便残障人士如厕，厕
内还设置设施齐全的无障碍卫生间，并铺设从人行道延
伸至厕内的盲道。此外，公厕内还提供抽纸、洗手液，并
设置自动感应水龙头、烘干机等设备，彰显了人性化，让
小小公厕折射出林州文明风尚的进步与变化。

目前，该市新建的 42座公厕中已有 24座建成并投
入使用，新建设的公厕不仅内部设施更加齐全，外观也
越来越有颜值，成为林州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林州市
城市管理局环卫科工作人员李鹏豫介绍，暂不具备开放
条件的 18座公厕，目前正在抓紧完善设施，近期将陆续
开放。为确保新建公厕管理到位、运转正常，该局将采
取多种措施加强监督检查，加大公厕日常保洁管理和维
护力度，提高公厕服务质量和水平。7

全省健康扶贫系列公益
活动在内黄启动

林州市多座新型公厕
投入使用

《黄大年》主创团队
走进安阳师范学院

千亿级钢铁产业的“安阳抉择”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自 2017年以来，市场化成为国内钢企重
组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十三五”去产能渐
近尾声，中国钢铁行业逐渐转向结构性改革，
不断兼并重组开启“大钢企时代”。

“兼并重组是钢铁行业的一种趋势，这种趋
势是不可逆转的。”安阳市工信局负责人表示。

在“兼并重组”的路上，安阳民营钢铁企业
代表——汇鑫特钢（原名“安阳华诚特钢有限
公司”）不仅走在前列，并且尝到了“抱团突围”
的甜头。彼时，由于资金链断裂，企业停产两
年，濒临倒闭。2016 年，河南鑫磊集团毅然

“接盘”，与河南汇丰管业有限公司、安阳华诚
特钢有限公司进行联合重组，形成上游鑫磊集
团焦炭自供、中间华诚特钢钢铁生产、下游汇
丰管业管业销售的模式。华诚特钢更名为“汇
鑫特钢”。

从那时起，三家企业抱团，鑫磊集团的焦
炭—汇鑫钢铁的钢坯—汇丰管业的无缝钢管，
形成一条完整的专业化钢材供应链。

安阳市出台的“精品钢及深加工等四大千
亿级产业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中明确提出，到 2020年，企业数量由 11家整
合为4家，形成功能完备的原料保障、冶炼、轧
材、精深加工产业群，主营业务收入力争达
1500亿元左右。

目前，安阳市有炼钢企业 7家、冶铁企业
10家，规模小而散，市场竞争力不强，环保压
力巨大，转型升级任务重，必须加快整合重组，
提升集聚度，实现融合发展。

大力培育用钢产业集群。建设林州汽车
零部件产业园，依托合鑫铸业等企业，形成汽
车车桥、变速器、制动器等零部件产业集群；建
设钢铁精深加工产业园区，围绕安钢集团，重
点发展冷轧、表面处理、剪切、轻量化、钢材改
制等深加工项目，逐步形成汽车板材、车架、轮
毂等产业集群，最终形成专用车组装完整的产
业链条。

加快钢铁下游企业补链延链。“钢铁——
装备制造”产业链着重补强精密加工、大型加
工、特种加工短板，重点围绕凯地电磁铁精密
部件、鑫盛锻压床身大型铸件发展装备用钢；

“钢铁——汽车配件及专用车辆”产业链，大力
推进钢铁精深加工，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德
力专用车等整车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

从“黑笨粗”到“高精尖”

提质▼

今年 2月 15日，安钢成功“牵手”
国家级重点项目、亚洲在建最大高铁
站——北京丰台高铁站项目，正式签
订 1953 吨的高级别桥梁板 Q370qE
订单，打响了新一年“双高”(用户高端
化、产品高端化)市场开发“第一枪”。

这并不是安钢与高端客户合作的
第一单。仅去年，他们就与数家“中”
字头、“国”字号、特大型企业和上市公
司等用钢“大鳄”对接，实行点对点的
个性化服务。

重卡行业的“排头兵”陕汽控股集
团公司、全球最大客车生产企业郑州
宇通客车公司、全球煤机厂的“老大”
郑煤机集团公司、央企中建钢构公司
等高端客户，都被安钢拉进了“朋友
圈 ”，安 钢 战 略 用 户 群 迅 速 壮 大 。
2018年，安钢品种钢、品种材比例分
别达到 79.26%、84.30%。安阳的钢
铁产业正在从“黑笨粗”迈向“高精
尖”。

在“实施意见”中，记者注意到，
2020年，安阳市优特钢比重将达30%
以上。这意味着钢铁企业每年精品钢
产量要达到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提升高效产能要靠“做减法”。去

年，在钢铁市场最红火的时候,汇鑫特
钢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投资 8500 万
元，引进两座精炼炉，将年产100万吨
的粗钢特钢混合生产线，全部改为特
钢生产线。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由从
前的普通普碳方钢坯，逐渐转变为现
在的圆钢特钢钢坯。

“特钢的生产要求精度高、冶炼
时间长,但是产品附加值高，效益增
长，能耗降低，碳排放量减少，利润
提高。”汇鑫特钢负责人赵爱兵说，

“‘割舍’老生产线，将产品定位‘精、
专、特、新’，不仅增强了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也让客户群里一流企业扎堆
儿。”

“下一步，安阳钢铁产业发展的主
要任务应是对企业产品结构进行全面
规划调整，使钢铁企业品种质量达到
国际国内先进水平。”安阳市发改委一
负责人建议，企业应密切跟踪市场变
化，及时了解用户需求，开展产品质量
研发；进一步提高“双高”产品率以及
产品质量性能，力争在建筑桥梁用钢、
汽车用钢、家电用钢、能源用钢等关键
钢材品种上打造品牌产品企业，以增
强产品市场竞争力。

从“被迫改造”到“主动赶超”

从“单兵作战”到“抱团突围”

安阳市全年钢铁产能 2600万

吨，全省占比为61%；全市11家钢铁

企业，从业总人口超过8万人。钢铁

行业在安阳，地位可谓举足轻重。

在整个行业经历生死存亡的严

峻考验时，曾有人质疑，像这样的制

造业是夕阳产业，安阳要不要淘汰？

然而，通过近几年的“休养生

息”和不断转型升级，这个曾经“黑

笨粗”的老产业不仅成功实现“复苏”，

更散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2018年，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

比增长35%，高于全省水平19个百

分点，居全省第二；安钢集团盈利24

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在安阳市培植壮大四大千亿级

产业的战略部署中，精品钢及深加

工产业被排在第二位。钢铁是安阳

新兴产业的基础、安阳的支柱，更是

安阳发展的未来和希望。

整合▼

重塑▼

●● ●● ●●

安钢集团生产的冷轧产品供不应求 殷海民 摄

永兴特钢高炉及脱硫脱硝系统 高峰 摄

炼钢车间主控室，工人们正在聚精会神操作
殷海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