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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风雨兼程，70 年

沧桑巨变。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安阳县（示范区）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

下，围绕“争当五个示范、打

造五个高地”总要求，转型升

级蓄势崛起。2019年，预计

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 10%左右，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 9%左右，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8%左

右，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6.4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9%。

一个致力高质量发展、

汇聚磅礴力量的安阳县（示

范区），砥砺前行，以新气象、

新作为开启新的征程。

□姜蕴真 邓红刚/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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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姿态拥抱新时代 新作为开启新征程
——安阳县（示范区）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综述

天高云淡，机械专业毕业的王强骑上
电动车，从高庄镇辛家庄村家中赶到哈工
大安阳机器人小镇青年创业村 5号厂房，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经常从媒体上看到
国家‘中国制造 2025’计划鼓励机器人、
智能制造产业发展，没想到自己能在家门
口找到这样的工作。家人都挺高兴，很支
持我。”王强说，他觉得自己很幸运。

看似偶然的幸运其实是安阳县（示范
区）产业转型升级必然的结果。2016年，
安阳市委、市政府作出对安阳市部分区域
管理范围和管理体制调整的重大决策，将
安阳县与示范区进行套合，提出安阳县(示
范区）要努力在全市高端产业、城乡统筹、
城市建设、对外合作、现代农业五个方面
争当示范，着力打造全市产业、创新、创
业、开放和协调发展“五个高地”。作为安
阳市产业承接转移发展的平台，安阳县
（示范区）坚持高质量发展，布局东部、南
部，发展智能制造、新能源、通用航空三大
主导产业。

2017年 11月 24日是一个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日子，安阳县（示范区）与哈尔滨
工业大学机器人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共建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的哈工大机器
人小镇，入列国内一流的智能制造产业聚
集及应用示范基地。2018年 12月，哈工
我耀机器人项目、哈工共哲再制造项目率
先入驻。借助其品牌影响力，安阳县（示
范区）围绕机器人产业生态链招商引资，
截至今年 5月，注册公司项目达 12个，开
工建设项目 7 个，在谈及跟踪项目 8 个。
机器人小镇的品牌效应初步形成，智能制
造产业初具规模。

在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上，河南省猎鹰公司研发的世界首

台集高层建筑灭火和抢险救援功能于一
体的“猎鹰 100型无人机灭火救援装备”
功能验证装备一亮相就引起各大媒体的
关注，该装备填补了 100米以上高层建筑
无室外空间灭火手段的世界空白。随着
研发的深入，高层建筑火灾扑救这一世界
性难题，将由安阳县（示范区）企业给出中
国解决方案。按照安阳市通航产业“一区
三园”布局，安阳县（示范区）围绕“打造航
空运动之都会客厅、建设通用航空产业新
高地”的目标，突出航空运动主题，通航全
产业链体系正在加快培育。

在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基地，河南德
力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项目格外引人注
目，这是河南省核准通过的第一个新能源
商务用车生产项目，也是安阳市第一个新
能源汽车整车生产项目。新能源汽车研
发制造基地规划面积 8000亩地新能源汽
车研发制造基地，集研发、整车制造、零部
件、试验场等于一体，计划引入3家至 5家
整车企业和30家左右的配套企业，将使安
阳市在新能源汽车生产领域更具竞争力。

主导产业快速发展源自强有力的政
策支持。安阳县（示范区）构筑招商引资
平台，建立三级招商体系，启动三大招商
机制，实施“五个一”分包机制精准服务，
搭建三大主导产业融资平台，立体式、系
统化招商引资。截至今年 5月，引进省外
资金25.08亿元，引进境外资金1428万美
元，签约、开工超亿元项目5个。实施创新
驱动战略，组织德力新能源汽车公司申报
2019年第一批机器人“十百千”示范应用
倍增工程示范项目，德力新能源汽车、德
众自动化等 8家企业相继实施企业上云。
快速崛起的新动能，正在重塑安阳县（示
范区）经济增长格局。

安阳县（示范区）紧抓全省百城建设
提质工程及县区套合这一重大历史机遇，
立足安阳县（示范区）核心区为未来的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以路扩城，以水润城、
以绿荫城，以业兴城，大手笔规划、大规模
开发、大力度建设。

圈定“五横四纵五片区”重点，围绕高
铁、国泰房地产、智能制造、通用航空、新
能源汽车五片区，强力推进文峰大道、文
明大道、南一路、文昌大道、黄河大道“五
横”和新安路、海兴路、诚信路、左辅路“四
纵”在内的 37条市政道路建设。目前，南
一路等32条道路已完工，文昌大道等5条
道路进展顺利，累计建设里程 44.9 公里，
完成投资12.5亿元。在此基础上，陆续启
动 16 条新建道路。这些道路全部贯通
后，东至省道 219，南达南林高速公路，将
彻底打破安阳县（示范区）东、南方向发展
交通瓶颈，实现主城区、核心区以及周边
区域主次干道相互连通，初步形成新县城

“五横六纵”的城市骨干路网体系。
结合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按照

“森林进城、三环围城、百园靓城、湿地润
城”的总体目标，致力打造“四季有花、常
年披绿、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绿化景
观。礼湖公园投入使用，集休闲、观景、
防汛于一体，是安阳县（示范区）首个城
市综合性公园；河湖连通生态水系基本
完成如山、热气球、儿童飞行体验 3个公

园，城市生态景观龙骨雏形初现；修复茶
店河沿线生态，绿化河岸 2000 米，打造
水清、岸绿的风光带；高铁安阳东站周边
道路绿化提升工程等 21 条道路、7 个游
园绿化工程基本完工。近三年，共计建
设绿化项目 33 个，新增绿化面积 160 万
平方米。

综合治理全域水系，根据“控源截污、
内源治理、疏浚活水、生态修复”的基本思
路，全面整治茶店河、胡官屯沟、洪河、万
金渠等 4条河道黑臭水体，实施核心城区
茶店河滨水空间绿化美化、万金渠改造提
升等项目，先后投入资金 1100万元，拆除
沿河厕所15个，封堵排污口43个，清理淤
泥44000立方米，处理沿河生活垃圾6800
立方米，拆除违章建筑7.7万平方米。

下好转型发展先手棋，把产城融合作
为固本之策，依托高铁安阳东站，大力发
展企业总部、商贸物流、创新创业、企业研
发、教育、医疗、文化等现代服务业，海悦
国际大厦、科邦能源大厦、攀高教育、亚龙
湾酒店、北大附属实验小学等项目顺利建
设。截至今年5月，签订协议项目3个，引
进建筑企业 36家，金融业引进企业 4家，
商贸业企业注册 30 家，创税收 2.573 亿
元。

不知不觉中，一个水清、岸绿、生态、
景美的生态新城渐行渐近，生产、生活、生
态融合发展的新县城崭露峥嵘。

茶店河水静静地从安阳县（示范区）白
璧镇西裴村南小桥下流过，鸟儿掠过水面，
飞落白墙黛瓦的农家小院，施工人员正在专
注地绘制仰韶文化墙，三三两两的村民走上
新铺的柏油路遛弯儿，一幅美丽的乡村图景
舒展开来。

“村里变化翻天覆地，外村的来了都很
羡慕。俺真有福气！”“供电、排污管网全部
入地水泥路升级柏油路，连接村外南一路、
省道 301，出门很方便。”“俺村变成了好地
方，进了城的又想搬回来。”坐在村口休闲座
椅上聊天的村民，愉快地说起村里的新变
化，言语间透着自豪。

西裴村东临国道341，南倚茶店河，北靠
比亚迪项目，西傍仰韶文化下游，是安阳县
（示范区）今年确定的创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
村之一，被列入白璧镇重点建设项目。白璧
镇明确‘抓好省级、打磨亮点，突出市级、辐射
周边，以点带面、引领全镇’的工作思路，深度
挖掘西裴村资源，打造生态宜居西裴小镇，力
争建设市、县乡村振兴示范村、引领村。

清华大学专业设计团队应邀来到西裴
村，“一河四核心五街”的规划在设想与现实
中磨合成形，农业生产、休闲观光、文化旅游
一体化花园式农庄的发展路径清晰起来。
提升设施水平，改厕 130户，新建公厕 1座，
配套4200米主体街道地下管网和污水处理
站；新砌院墙、小城墙400余米，院墙加装仿
古岩300余米，外墙保温完成2.8万平方米，
粉刷墙壁 2.4万平方米；建设 800平方米的

游园 1个、健身广场两处，栽植苗木 3000余
棵。立足农业兴产业，先期流转500亩土地
种植油葵，为集体增收 11万元；申请 9个蔬
菜大棚扶贫建设项目，目前正在招投标。围
绕文化做文章，依托仰韶文化遗址，从街道
景观设计着手，在墙绘图案、内容以及街景
布点上凸显文化内涵，一街一景一特色，为
发展旅游打好基础……昔日农业结构单一、
面貌落后的传统农业村迈进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的美丽乡村。

这是安阳县（示范区）加快农业农村发
展的生动实践，更是安阳县（示范区）乡村振
兴发展的新时代律动。该县建立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深化农村
土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把小城镇建
设作为农村城镇化的重要节点和农民转移
就业创业重要平台，引导、支持乡镇依托资
源禀赋，打造商业重镇和特色小镇，开创以
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
局，截至今年 5月，9个乡镇在谈、签约招商
引资项目76个。

“乡村振兴工作任重道远，我们要坚定信
心，下足绣花功夫，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办、一年
接着一年干，脚踏实地地把目标变成现实，让
群众获得更多幸福感。”安阳县（示范区）负
责同志会同专家，穿过高楼林立的城区，走
进田间地头，实地研讨农村发展策略……在
安阳县（示范区）广袤的土地上，诸多干部群众
满腔热忱地推动着、见证着这片热土上乡村的
深刻变化，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历史。

特刊│17

攻克深度贫困，正是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的重中之重。安阳县（示范区）强化担当
作为，启动“脱贫攻坚问题‘大排查、大整
改、大提升’专项行动”，印发《开展百日攻
坚整改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健
全体制机制统筹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的
指导意见》等文件，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
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扶贫大格局，创新

“以工代扶”，设立“孝善基金”，解决深度贫
困难题。推行健康扶贫“三个三”服务模
式，建立贫困人口“五重医疗保障体系”，为
因病致贫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实施“千人
公益性岗位安置计划”，动态开发公益性岗
位，全面解决贫困劳动力中困难就业群体
的就业问题，实现就业援助全覆盖。截至
目前，全县 2473名贫困劳动人员全部实现
就业。

不止于脱贫攻坚，放眼安阳县（示范
区），破解民生领域困局的政策同步实施。

奠定优质教育物质基础，建成项目 16
个，完成建筑面积 11047平方米；在建项目
21个，项目计划投入4005.4万元，完成建设
面积17640平方米。

关注全民卫生健康，免费开展“两癌”
“两筛”工作，积极开展消化道肿瘤免费筛查
工作，持续做好公共卫生服务及妇幼健康、
计生奖励扶助工作，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医
共体政策体系；县中医院、妇幼保健院、2处
卫生服务中心、15个贫困村标准化卫生室
等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全面实施全民参保

计划，严格执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提
高农村贫困人口门诊慢性病和门诊重特大
疾病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城镇职
工医疗保险基金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
收支结余均缓慢增长，运行健康平稳。

稳步推进就业创业，城镇新增就业
2248 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2160
人，新增发放返乡农民工创业担保贷款
3150 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 2419 人，创
业担保贷款3577人。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以“四个最严”为
遵循，以“四有两责”为引领，全面加强队伍
建设，强化监管力度，成功创建省级食品安
全示范县。

十件重点民生实事进展顺利，开工建设
或具备开工条件项目 20 个，累计投资额
17569.79 万元，正在办理前期手续项目 17
个。

从教育到就业，从保健到医疗，从经济
发展到社会事业……涉及安阳县（示范区）
50余万群众生活质量的构想从纸端落实为
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始终向着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迈进。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使命呼唤新作
为。安阳县（示范区）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指导，以更加振奋的精神、更加强烈的担当、
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持续抓
好三大攻坚行动、主导产业培育、小城镇建
设等重点工作，全面决胜建成小康社会，不
断续写新时代的壮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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