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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安阳：“三大改造”激活新动能
□安阳观察记者 张遂旺 本报通讯员 许群

安阳是一座老工业城市,传统产业占比
较重，在高质量发展中，面临转型发展和改
革创新。如何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培育壮大
新兴产业，做大做强主导产业，是摆在安阳
市工业企业面前的一道新课题。

去年以来，安阳市在转型发展中，以智
能化改造、绿色化改造、企业技术改造为抓
手，全力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涌现出一批

“三大改造”的示范者、实践者、先行者，使一
些工业企业焕发出勃勃生机。

智能化改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智能化改造,是开启企业转型升级的新
路径。

安阳市加大政策力度，去年先后出台了
智能制造和互联网发展的若干政策，确立了
全市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发展目标，全面
开展智能化培训，组织50余名重点企业负责
人赴苏州参观学习，在冶金、化工、医药、装
备制造等行业重点培育一批示范企业。

安阳全丰航空植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志国坦言：“我们在智能化发展中，积
极探索互联网+物联网的模式，完善智能农业
云服务平台，在实现植保无人机全生命周期
管理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反应快速、
精准作业、减量施药、安全可追溯的新型植保
专业化服务体系。”如今，这家企业平台注册
用户超过10万个，实现了无人机全国跨区调
度作业。仅去年这家企业就实现作业 2000
多万亩，节省农药成本6000多万元。

智能化改造让产品走红国际市场。安
阳贝利泰陶瓷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小规格
的陶瓷企业，他们以智能化改造，降本增效，
全面推进品质革命。他们引进了世界最先
进的喷墨打印机、智能压机、智能化窑炉，生
产出的陶瓷出口到英国、俄罗斯、日本、南
非、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去年，这家企业出口创汇 3000万美元，步入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行列。
智能化还为企业提升了效率，催生了新

的商业模式。安阳方快锅炉公司原本只生
产锅炉，但通过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实现了
由生产型企业到服务型企业的转型升级。
目前，该公司建立了锅炉远程监测平台和基
于该平台的云服务，通过远程服务平台收集
锅炉运行数据，可为用户节约能源燃料，仅
靠卖这项节能服务，去年收入300多万元。

去年，安阳市加快推进智能化项目，有
34家企业实施了 52个重点项目，已竣工 41
个，完成投资30.17亿元。

加快绿色改造助推高质量发展

在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上下大气力。去
年，安阳市先后6次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对全市
钢铁、焦化、铁合金、水泥等23个重点工业行
业制定了细化治理范围和办法。对全市631
家企业出台了“一对一”的超低排放方案。

安阳市翔宇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在产品

生态设计上，从产品的轻量化、低碳化和可
回收化三方面着手，努力减轻产品重量，产
品设计采用可回收、环保节能材料。在产品
生产上，采用绿色基础制造工艺，推广清洁
高效制造技术，降低了能源的消耗，减少了
有害物质的产生。他们先后投入 600余万
元，新建了46套废气治理设施。在康复设备
产业园内，建有5个雨水收集池。去年，这家
企业获得了国家级“绿色工厂”称号。

绿色化改造，让企业尝到了甜头。在安阳
岷山集团厂区，记者只见道路干净整洁、绿树
成排，横跨道路的钢架上，“不求更大只求更
好”的八个大字格外醒目，彰显着岷山人对高
质量发展的追求。在富氧底吹项目总控室内，
三名工作人员正坐在电脑前，聚精会神地盯着
屏幕。屏幕上分别用圆柱体、长方体显示出富
氧底吹炉、还原炉和烟化炉图标，各个工艺流
程一图尽览。这套“三连炉”是个“大胃王”，任
何含铅锌的物料都能“吃”进去，吐出来的是
铅、锌、白银、黄金等“宝贝”。“这是我们创新的
杰作。”安阳岷山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这项技术
是国内首创，具有流程短、低碳、清洁连续三大

特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去 年 ，安 阳 市 实 施 绿 色 化 改 造 项 目

2415 个，已经竣工 1737 个，累计完成投资
30.7亿元。

技术改造助推企业脱胎换骨

企业技术改造以新产品开发为重点，培
育创新型企业，开发标志性新产品，推进产
品向高端化、终端化、高效益迈进。去年，安
阳市实施 232个工业技术改造项目，全年完
成投资246.49亿元，164个项目竣工投产。

高磁感取向硅钢、安钢冷轧连退镀锌、
林州凤宝年产20万吨特种无缝钢管、远大可
建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等一批精深加工项目
建成投产，拉长了钢铁产业链条。

河南光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这家企业集电子级玻纤产品研
发、生产、销售于一体，年产10万吨电子纱和2
亿米电子布。在高质量发展中，他们前进不停
步。从2013年10月第一条生产线投产以来，
先后实施了多项技术改造项目，累计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30亿元。尤其是建设的5万吨电子
纱项目，在工艺技术、装备水平、产品质量、降
本提效等方面，在全国同行中创下多个第一。
产品出口欧美、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今年，安阳市将完成技术改造项目 215
个，计划总投资 597.41亿元，年度计划完成
投资 215.18 亿元，现已开工 195个，正在技
术改造上提档升级“加速跑”。

不少企业也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三大
改造”的号角已吹响，谁先行一步，谁就能在
高质量发展中脱颖而出；谁慢一拍，谁就可
能失去市场或陷入被动。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三大改造’向纵深
开展。推动智能化改造深度实施;推动绿色
化改造对标提升;推动大规模技术改造提速
升级，引导工业企业普遍完成新一轮技术改
造。通过‘三大改造’的持续推进，全面提升
安阳工业经济运行高质量发展。”安阳市工
信局局长彭水岩说。6

□本报通讯员 邱峰

6 月 9日，夏日炎炎，骄阳似火，汤河水
库大坝北 500米远却隐藏着一处茂林修竹、
凉爽惬意的“小桥、流水、人家”。这里，便是
汤阴县韩庄镇小河村。

提起小河村，最有名气的当数小河竹
林。如今，小河竹林已逾 40亩，约 4个标准
足球场那么大，放眼望去，竹影参天、碧绿一
片，这般规模，在豫北地区实属罕见。

“村里卖竹子，肯定不少挣钱。”竹林小
径上，游客看着茂密的竹林，感叹地说。竹
林管理员于万攻听了哈哈一笑说：“以前，俺
村的确靠卖竹子挣了不少钱。现在，咱一根
竹子也不舍得卖。”

小河村位于飞凤岭西部，南邻汤河水
库，西与鹤壁接壤，有 98户 430口人。这里
原本不生长竹子，1963年，为响应国家“南竹
北移”号召，汤阴县有7个村试种竹子。也许

是背靠汤河、水土滋润之故，7
个村中，唯独小河村试种成
功。

“最初，俺村种竹
就是为了卖竹，增加集
体经济收入。”小河村
村委会主任于万录
说。那时，村里成立
了集体竹货场，村民
编的竹篓、竹篮、竹帘
子 结 实 耐 用 、十 分 畅
销，给村里带来不少收
入，使得小河村比附近村庄
要富裕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小河村竹制
品产业逐渐萎缩，最终消亡。此后，该村仅
靠砍竹卖竹增收，利润少了一大半。

“从啥时候开始，村里不再砍竹卖竹
了？”游客打破砂锅问到底。

“就这一两年，俺村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之后。”于万录
笑笑说。

党的十八大之后，绿
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小
河村借着汤河国家湿地
公园建设的东风，着力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优
化村庄和生态环境。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小
河村更是大打“青山绿水”

牌，依托竹林资源，建设生态
休闲区，全力发展旅游产业。
竹子不卖了，人气却上来了。

如今，小河村竹林簇绿、溪流弯弯，民居
青砖小瓦、别具一格。所过之处，林断山明
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让人有种踏入江
南水乡之感。闻名遐迩的竹林加上恬静的
农家风光，每年吸引来自安阳、鹤壁市区的

游客超过10万人次。
游客多了，商机就来了。临近中午，游

客纷纷光临农家乐。他们露天而坐，在竹下
品尝农家小菜，别有一番田园滋味。“砍下竹
子，才卖几个钱？相反，留下竹子，就是聚宝
盆。只要竹林在，游客就会源源不断。”农家
乐店主于瑞峰说。

此外，小河村将竹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深度融合，孕育了一方文明乡风，成
为这里独特的乡愁，为竹林美景增加了文化
底蕴。“竹子已成为高雅的风景线。伐竹而
卖，好比焚琴煮鹤。”于万录坦言。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卖竹子已
经不如卖风景啦。”了解了小河竹林的“前世
今生”，来自安阳市区的游客刘伟点着头说，

“现在，竹林成了小河村会下金蛋的鸡。再
砍竹卖竹，就是杀鸡取卵喽。”6

图为游人在小河竹林游玩 邱峰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刘超 甘霖）“过去，乡镇条件有
限，办公室、电脑都要共用，群众到乡里反映问题，找
不到人、找不到门、乱跑冤枉路是常有的事，现在好
了，硬件软件设施全部配备到位，工作起来得心应
手。”6月 16日，内黄县石盘屯乡纪委书记张军伟谈起
高标准推进乡镇纪委规范化建设工作时感慨不已。

今年以来，为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推进监察
职能向乡镇、村居延伸，实现纪律监督和监察监督全
覆盖，内黄县纪委监委从持续深化“三转”、配齐配强
力量等方面入手，扎实推进乡镇纪委标准化建设，以
张龙乡、后河镇、石盘屯乡三个乡镇为试点，着力解决
办公场所“脏乱差”和办公设备“破旧无”问题。

如今，走进试点乡镇纪委监察办公室至少配备 5
间办公用房，建有谈心室、普通谈话室、监控室、医务
室和办公室，并配备专用电脑、录音笔、档案柜等办公
办案设备，实现了“办公场所、应急设施、办公设备、办
案车辆、版面标识”硬件建设五统一。

现在乡镇纪委按照有队伍、有制度、有场所、有设
备、有经费、有作为的“六有”标准，对每个乡镇纪委配备
4至5名专职人员，“10万+”年度经费纳入乡镇财政预
算，彻底解决了以前那种经费不足、人员短缺、业务能
力弱的问题，有效打通了监察监督的“最后一公里”。

“现在办公条件好了，荣誉感、归属感和获得感更
强了，监督执纪、主动作为的工作热情也更高了。”石
盘屯乡纪委委员张丽丽说。6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遂旺）“龙泉是花卉之
乡，应该打造成生态特色小镇”“安阳是明清府城建筑
代表，要强化古城复兴不走弯路”……6月7日，安阳市
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牛茂修拿着一份提案深情地说：

“我们要让这些‘金点子’落地生根，结出‘金果子’。”
2018年以来，安阳市政协为让委员们“鼓要敲在

点上，笛要按在眼上”，多提“含金量高”的提案，将安
阳市政协委员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300多人进行专题
培训，邀请全国政协、河南省政协提案方面的专家前
来授课，讲解优秀案例，提高了委员的选题能力。

政协委员、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师刘瑞红
为写好自己的提案，专程深入丘陵地带的龙泉镇进行
实地调研，不仅提出了建设特色小镇的设想，还针对
建设和营销提出了操作性很强的建议。还有许多委
员，围绕该市加速新兴产业链的发展、建立政府法律
顾问制度、打通“断头路”、保护古村落等社会问题广
开言路。政府对不少提案进行了及时办理。

集众人智慧，服务中心大局。安阳市政协聚焦殷墟
大遗址公园建设，针对遗址区内保护利用与经济发展、城
市建设和群众生产生活的矛盾等问题，多次进行协商座
谈，精心起草报告，做到了经验、教训、问题、建议有机衔
接。眼下，此建议已列入了政府重要工作议程。

用标杆引路，推动提案高质量。在每年的政协会
上，安阳市政协都要表彰优秀政协委员、优秀调研报
告、优秀提案。6

本报讯（通讯员 张兴义 秦志杰 尚明达）6月 14
至 16日，第五届中国大运河智库论坛在滑县举办。省
内外领导、专家学者共计 70余人齐聚滑县，聚焦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

大运河滑县段是隋唐大运河永济渠的重要组成
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曾
持续通航 1800 余年，古河道、古城墙、古码头、古庙
宇、古商号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现存原生态古河道
8240米，码头9座，城墙3000余米。

近年来，滑县先后投入1.7亿元，统筹推进大运河水
系整治、生态环境修复、历史建筑保护修缮，规划建设省
级大运河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专家、学者们走访了道口古镇历史街区、运河遗产
管理处、大王庙文化园、运河森林公园等，就“如何把握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这一重大决策”“后申遗时代大运河
河南段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乡
村振兴战略的融合路径研究”等方面进行了研讨。大
家认为，滑县应紧紧抓住国家“建设大运河文化带”的
历史机遇，在保护、传承基础上，积极挖掘大运河独有
的人文价值，探索经济与文化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进而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6

本报讯（通讯员 宋艳丽）5月中旬，汤阴县警方通
过合成作战研判分析，利用高科技，在安徽、辽宁捣毁
3个利用网络购物实施诈骗的犯罪窝点，抓获犯罪嫌
疑人50余人。

汤阴县交通便利，流动人员较多，属于案件高发
区域。该县刑事案件总量80%以上为侵财犯罪，嫌犯
80%以上为流窜犯罪。针对此情，汤阴警方自主研发
建设了“全县公安机关研判合成作战平台”，开发了

“汤阴县治安防控平台”等系统，为实现有效精准打击
犯罪提供了技术支撑。

为打造系统先进、快捷高效的作战平台，汤阴县
警方建成了 1000平方米的合成作战中心；建设覆盖
全县主要道路和各个村庄进出口的视频监控探头
1800个；建设了以电子地图和 4G传输技术为基础的
视频深度应用平台；完成无线管控前端建设，配合“天
眼工程”实现了对犯罪嫌疑人的深度管控；通过车辆
大数据研判系统、扁平化指挥系统和图像比对系统，
实现了对高危人、车、事的深度挖掘和预警。

近一年来，汤阴警方共抓获侵财类犯罪嫌疑人
248人，破获刑事案件867起。6

攥指成拳头 强警显神威

第五届中国大运河智库
论坛在滑县举办

让“金点子”结出“金果子”

内黄

让乡镇纪委硬件“硬”起来

□安阳观察记者 张遂旺

仲夏时节，在安阳市殷都区的19所中小
学校园里，3万多名学生与1500多名教师一
起读书读报，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14 年起，安阳市殷都区文明办在辖
区校园里开展“开卷有益·亲子共读”活动，
将读书扩展到读报，连续 5年在辖区举办校

园阅报知识竞赛，并对优秀选手进行表彰，
成功打开了阅读报纸这扇窗。

《河南日报》《安阳日报》等党报也纷纷
走进学校、班级，师生共同学习党政国策，并
采用班级读报、征文比赛、演讲比赛、智力竞
赛等形式，激发了学生阅报的兴趣。不少学
校的班级还建立了读报小组，精心选择一些
重大新闻、社会新闻、经济新闻等，由读报小

组的同学在课堂上朗读。
“立德树人，不是空话。通过阅读不仅锻

炼了同学们自我学习的能力，还让大家养成
关心社会的良好习惯。阅读在潜移默化中坚
定了学生们追求崇高人生理想的信念。”安阳
市殷都区文明办主任李建武说。6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由安阳市殷
都区文明办提供）

小河村：不卖竹子卖风景

浓浓书香滋润幼苗心

教室成为阅览室，孩子们每天在这里阅读书籍、交流心得

家庭亲子共读融洽孩子和父母关系

读报成为校园新风尚

演讲比赛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全丰无人机在大田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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