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安阳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
同比下降 7.8%，
降幅全省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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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3.2
亿元

2018 年，安阳生产
总值突破 2000 亿
元，达到 2393.2亿
元，比2008年翻了
一番

7.8
%

中原出彩新画卷·安阳篇

历史的长河，在静观时往

往显得风平浪静，蓦然回首，才

能体会它的波澜壮阔。

70 年间，豫北安阳跨越发

展，加快建设区域性中心强

市。从烟囱遍地，到绿树浓荫；

从速度更快一些，到空气更好

一些，安阳的发展不断在转型

中寻求突破。进入新时代，昔

日豫北工业重镇华丽转身，迎

来高质量发展的春天。

特刊│11

2019年9月23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沈剑奇 美编 张焱莉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索文成的家在殷都区曲沟镇东彰武村，
这里是近年建成的新型农村社区。“去年冬
天，我家换上了集中式电采暖设备，利用先
进的相变储能供热技术，不仅温度有保障，
舒适度也高，室内温度保持在 22℃左右，家
里的植物长得郁郁葱葱、枝繁叶茂。”虽然市
政供热管网还没有覆盖到这里，但去年冬
天，集中式电采暖却让 378户像索文成一样
的小区居民享受到了温暖。

“以前每到冬天我都会带着老母亲到
市区过冬，如今村里的采暖效果比城里还
好，就回来了。”索文成笑着给记者粗略算了
一笔账，他家 150平方米的房子，去年享受
政府补贴后，一个采暖季花费不到3000元；
而用天然气采暖，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则要花
费近 5000元。“即使烧煤采暖，一个冬天下
来也要花将近 2000元，所以说电采暖实惠
看得见。”索文成说。

推动清洁取暖，关系到广大群众能否温
暖过冬，关系到雾霾天能否减少。

如何让群众在温暖过冬的同时，享受到
清新的空气？近年，安阳市委、市政府坚持
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以民生为根基，真抓实
干，强力攻坚，根据实际情况推广清洁取暖
方式，在集中供热无法覆盖的区域以“电代
煤”为主体，大力推广空气源热泵技术、相变
储能电采暖技术等节能、环保、便利、安全的
取暖模式，蹚出了清洁取暖的新路子。截至
目前，安阳市共有 47.4 万户居民完成冬季

“双替代”清洁取暖改造。③8

9月 12 日，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德力新能源汽车
公司的车间里，一辆无人驾驶专用车吸
引了记者目光。车身小巧精致，体积仅
为普通轿车的二分之一，在工作人员的
演示下，车辆下方的清扫设备很快将周
围地面上的灰尘打扫得干干净净。据了
解，这款车未来将应用于特定场所的环
卫作业。目前在安阳，此类新能源汽车
相关企业就有 9家。

近年来，安阳市委、市政府在改造升
级传统产业的同时，着力培育和提升以新
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他们先是
试水通航产业，后又尝试精密制造，最终
锁定通航、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制造三大
领域，并把位于城区东部的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作为三大新兴产业的孵化基地和创
新平台，成立产业招商指挥部，瞄准世界
500强企业、上市公司、央企和行业龙头
等四类企业，开展定点招商、小分队招商
和以商招商。市、县（市、区）党政主要领
导奔赴招商一线。

2018年，安阳市高起点谋划培育了、
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精
品钢及深加工、文化旅游四大千亿级产

业，深入推动钢铁、煤化工、装备制造、纺
织等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着力培育新业
态，积蓄新动能，打造新亮点。

通过连续不断的招商，特别是近两年
的努力，目前比亚迪、哈工大机器人、美国
航空运动协会的一大批机器人、新能源汽
车、通用航空产业大项目、好项目相继落
地。

通航产业发展迅猛。安阳全丰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生产航空植保无人机，
现年产能力超过 8000架，成为以无人机
研发生产、专用药剂、飞防服务等为主的
农业集成服务商。在安阳市城区东部，一
个集飞机生产制造、研发展示于一体的通
航产业园正在崛起。飞天大数据中心、美
国美亚飞行、北京嵩阳正源科技、贯辰军
融等一批通航新锐先后入驻。河南美鹰
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轻型运动飞机已投
产，全部达产后，每年可生产 PA-6、Al-
legro等各类飞机150架。

与此同时，安阳机器人产业小镇建设
也步稳蹄疾。截至目前，小镇已建成标准
化厂房 25万平方米，入驻的多家机器人
智能企业相继投产，还有几家公司将于近
期入驻。

新兴产业蓄积强大动能新兴产业蓄积强大动能

曾经的安阳，传统工业污染物排放量
大、重工业偏重，环境问题一度成为城市
之痛。面对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实现大幅
度减排目标？安阳市谋新求变，去“黑”迎

“绿”。“黑”是污染产品，“绿”是绿色生产。
这两年，一批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

企业被逐步淘汰、关停，重点行业企业污
染提标治理全面开展，钢铁等行业超低排
放改造不断推动，绿色生产、花园式工厂
成为安阳各家工业企业的“关键词”。

关停“散乱污”企业。安阳市政府邀
请北京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专家，对全市
污染较重的钢铁、焦化、水泥等 8个行业
的 76家企业，“一厂一策”量身打造治理
方案；全市取缔整治“散乱污”企业 3300
多家，实现动态清零。

提标治理现有企业。全市 641家重
点企业实施了“一企一策”深度治理项目
2405个，总投资46亿多元，目前竣工338
家，完成投资29亿元，其余治理项目正在
有序推进。35家企业完成特别排放限值
提标改造，327 家涉 VOCs 企业完成治

理，31家企业的无组织排放得到治理。
环境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共

赢。以安钢为例，该公司仅 2017年就一
次性投入 30亿元，集中启动涵盖六大板
块、覆盖全流程的环保提升建设项目。此
举一出，企业在线日排放量由 2017年的
19 吨降到 2018 年的 10 吨，减排 47%以
上，在全市排放占比由 2017年的 26.4%，
下降到2018年的17.5%，下降了将近9个
百分点。如今，他们正在打造“公园式、森
林式”园林化绿色企业，朝着建设“国家
4A级工业旅游景区”目标迈进。

通过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不少企业逐
渐“挺过”危机，全市经济也迎来新局面。
2018年，安阳生产总值突破 2000亿元，
达到 2393.2 亿元，比 2008 年翻了一番；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154.1 亿 元 ，增 长
18.9%，增速居全省第 4 位；税收收入
117.0 亿 元 ，增 长 25.9% ，居 全 省 第 2
位；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下降 7.8%，
降幅全省最大。

安阳，正重振雄风，焕发无限生机！③8

取暖也能很“绿色”

物流园里通火车

1

转型发展 步履铿锵——

重振雄风再出发
安阳，是河南重要的工业基地。多年

来，安钢、安彩、安化等一大批工业企业曾
领跑全省、叫响全国，但经济依赖工业，工
业依赖钢铁、煤化的发展格局，在新时代
转型“尾大不掉”背景下，吃尽苦头。

良医将治之，必究病所因。安阳市主
要领导认识到：传统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已
难以为继，安阳要谋求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势在必行。一场
以转型升级为主题的持久战在古都打响。

安钢集团是钢铁行业的龙头，也是持
续转型的标杆。2009年以来，安钢坚持
不懈调结构、抓改革、上环保，转型升级迈
上新台阶。2018年，安钢推动装备水平、
产品结构、智能制造“三升级”，相继开发出
管线钢、高强板、桥梁板、风电板等高端产
品，针对高端企业直供直销产品比例超过
60%，企业发展实现了绿色、低碳、环保。

同样是谋求转型发展，林州钢铁企业
凤宝集团打出“跨界”牌——成立光远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生产的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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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发展，就得敢于啃硬骨头；要转型，
就要盯住高端产业，向从未涉足的领域进

军。2012 年，3.6 万吨电子纱项目正式
开工建设；2013 年，3.6 万吨电子纱项目
点火投产；2018 年 10 月，5 万吨电子纱
和 8000 万米电子布项目全线投产；新
的覆铜板项目，于 2019年 2月正式开工
建设……光远公司拿到了企业转型升
级的“金钥匙”。

利源集团是豫北地区煤焦化企业转
型的代表，连续多年坚持发展循环经济，
目前已形成从洗煤、炼焦到精细化工、新
材料完整的产业链，将原料“吃干榨净”，
把“废物”变成“金元宝”，仅衍生产品就有
30余种，占总产值的60%。

沙钢永兴公司推进棒材提质步伐不
停，不断完善以高档建筑用材、汽车用钢
和合金钢为主要品种的 200万吨棒材产
业链。

“安阳近年来始终坚持转型，让传统
企业焕发出生机活力。”安阳市发改委负
责同志表示。

对安阳而言，转型永远在路上。从最
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科学的顶层设计；
从制度创新到机制构建；从龙头带动到全
行业跟进，转型的脚步越来越坚实，转型
的目标越来越明确。

传统产业焕发崭新活力

绿色发展与经济发展绿色发展与经济发展““同频同频””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安阳地处中原地区，通达全国的步伐越走
越快，如今快到连物流园里都要通火车。

9月 10日，安阳万庄公铁物流园南部空地
上，工人们正在加紧建设站台墙。据了解，这
里将建成一条全长10.7公里的铁路专用线，接
轨汤阴东站，预计投资 4 亿元，今年年底竣
工。这是安阳市加快推进“公转铁”工作的一
个侧影。

前不久，安阳市政府与省发改委、中国铁
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三
方将共同推进安阳市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

“公转铁”，已经让部分企业尝到了甜
头。“益海嘉里公司的玉米发到驻马店，一个
标准集装箱通过公路运输，费用约 0.33万元，

先经公路运到万庄物流园，再通过铁路运往
驻马店，费用 0.22万元左右，比单纯公路运输
节约 33%，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谈起“公转
铁”给企业带来的物流实惠，安阳万庄公铁物
流园负责人闫伟明能举出的例子可不少。不
仅如此，铁路运输还不受天气影响，速度稳定，
更方便。

安阳是我省传统工业城市，产业结构偏
重，大气污染防治压力大。区域内金属矿石、
钢铁、煤炭等大宗货物运输需求旺盛。近年
来，该市大力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将物流运输
的主力军由公路向铁路转移，引导年货运量50
万吨以上的物流园区转型发展，拓展以“公转
铁”为代表的多式联运。到2020年，安阳市铁
路货运量将比 2017年增加 40%以上，每年将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30万吨。③8

安阳航校飞机成排安阳航校飞机成排

光远新材料生产车间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以前每到冬天我都会带着老母
亲到市区过冬，如今村里的采暖
效果比城里还好，就回来了。

本版图片均由安阳市委宣传部提供

林州铝轮毂车间

德力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

哈工大安阳机器人小镇

内黄县中原瓷都陶瓷生产线

汤阴县科伦药业生产线

安钢冷轧生产车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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