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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赵阿娜
本报通讯员 周芳

甘甜清澈的“南水”，
从丹江口水库出发，经陶
岔渠首奔流向北，送往京
津冀豫等省市沿线地区的20多座城市。这渠“南水”，
历经 10天的旅程，来到安阳。5月 17日，记者来到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安阳段的穿漳工程，只见清澈
透明的渠水，通过退水闸，向北急急流淌。

“位于安阳市境内的羑河北岸至漳河南岸段，当年
是我省首先开工的渠段，全长40.3公里。”南水北调中线
干线安阳管理处（穿漳管理处）处长吴国权介绍，穿漳工
程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河南段的最后一段大型工程，
从这里开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始进入河北省。

在安阳市境内的渠道全长 66公里，穿越汤阴县、
龙安区、高新区、文峰区、殷都区 14个乡镇 85个行政
村，惠及180万群众。也就是说，安阳城区的大部分市
民，喝的都是来自丹江口的水。

记者用矿泉水瓶子灌了一瓶“南水”，尝一口，甘甜
顺滑。如何确保流经安阳的“南水”水质？吴国权介绍，
安阳管理处辖区内有漳河北水质自动监测站。每6小
时自动取水、检测，中控室值班人员及时校核，如果发现
异常数据，及时处理。他们还利用智能拦藻装置、边坡
除藻装置等物理方式处理水体藻类生长问题，水质稳定
在I类水，给沿线地区输送的是优质、安全的水源。

“南水”解渴安阳，也滋润着古都。安阳市南水北
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综合科科长孟志军介绍，南水北
调中线总干渠安阳段于 2014年 12月 12日通水，截至
目前累计供水 4.6亿立方米。从 2017年开始，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每年都会通过安阳河、汤河退水闸进行生
态补水，目前累计补水 1.2亿立方米，极大地改善了两
河生态环境。9

一渠“南水”过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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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谢建晓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一季度
经济运行情况至关重要，关系到能否开
好局、起好步。安阳市统计局日前对外
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安阳市全
市 完 成 生 产 总 值 55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6%；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2.8%，居全
省第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6.1 亿元，比
2019 年一季度增长 15.6%，增速居全省
第二。

经济整体回升
持续稳定恢复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一季
度安阳市 GDP 同比增速骤降至-4.1%，
以 2019年相应同期数为基数计算的两年
平均增速，更能反映安阳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趋势。”5 月 13 日，安阳市发改委
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安阳市
一季度 GDP 两年平均增长 6.2%，跟“十
三五”以来的高质量发展基调非常吻合。

“安阳市一季度经济实现‘开门红’，
延续整体回升、持续稳定恢复态势。取
得这样的成绩殊为不易，这表明安阳这
两年的路数打法选对了，经济高质量发
展取得初步成效。”安阳市市长袁家健
说。

工业转型添动能
投资增长后劲足

重塑“安阳制造”优势。工业是安阳
的立市之本、强市之基，安阳旗帜鲜明地
提出“建设区域先进制造业中心”，全市
工业转型升级显示出强劲的反弹势头。

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 499.6亿元，同比增长 40.1%，
比 2019年一季度增长 45.98%，两年平均
增长 9.89%；利润总额 16.5 亿元，同比增
长 7.02 倍 ，比 2019 年 一 季 度 增 长
20.06%，生产销售均实现高速增长。

其中，安钢集团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129亿元，同比增长 55.4%，实现利润 1.88
亿元，同比增加5.14亿元。沙钢永兴实现
销售收入16.7亿元，同比增长26.4%。

在新动能上，光远电子新材料实现销
售收入 1.9 亿元，增长 21%，实现利润
6015万元，同比增长 36%；翔宇医疗 3月
31 日成功在科创板上市，当天市值就突
破了 70亿元。

“项目落地”促投资提速。安阳市坚
持“四比四看”周例会制度，加大跟踪督
导服务，突出抓谋划、抓进度、抓入库，较
好促进投资稳定增长。一季度，全市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 17.5%，高于全省 2.9 个
百分点。在全省一季度重点项目“四比
四看”考评中，安阳位居全省第 5位。

“今年安阳共谋划省市重点项目 330
个，年度投资目标 891.8 亿元，一季度完
成年度投资目标的 35.7%，集中开工项目
171个，投资持续增长后劲较足。”安阳市
发改委负责人介绍。

据安阳市发改委一级调研员赵春斌
分析，多数企业在手订单增多，生产经营
形势较好，同时安阳已经迎来旅游旺季，
相关消费将有力拉动服务业景气指数进
一步回升，而各大项目落地开工也将奠定
工业制造业反弹基础，安阳经济持续向
好，值得期待。9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一年中的大半时间我都在汤阴，汤商
家园就是我们第二个家呀！”5月12日，河南
昊化黎明智能清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志强带记者来到汤阴县产业集聚区创业大
厦二楼，这里就是汤阴县委统战部依托企业
服务中心专门为民营企业家打造的“家”。

为啥说这里是“家”？“因为在这里，对
我们这样的外地客商，那是有求必应，有问
必答，服务到位，工作人员对我们就像对自
己家人一样。”李志强说。

这个“家”成立于 2020 年。汤阴县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王威介绍，去年9月，为推
动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百县提升行动和

“一联三帮”保企稳业专项行动各项具体任
务落地落实，该县成立四个工作专班，在安
阳市率先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组长的高规
格领导小组，全力助推民营经济“两个健
康”高质量发展。

“当时，全县有 229 个规上民营企业，
企业家数量有 3200余人，要了解企业家们

的真实需求，总得有一个平台。”王威坦言。
于是，汤商家园应运而生。
他们把企业服务中心二楼利用起来，

打造了企业家洽谈室、培训中心、法律咨询
室等空间，到一楼服务窗口办理业务的企
业家，都能上二楼歇歇脚、喝喝茶、说说话。

这里还是汤阴企业家大讲堂的所在
地。县财政每年拿出 100万元专项经费，
依托北大、复旦、上海交大等高等院校，开
展分级分类培训，提高企业家经营管理能
力和创新创业素质。2020年以来共举办企
业家培训 20期。与人民在线、格局屏天下
共建格局商学院，每周三晚上与全国 200
多家格局商学院学员同步线上学习。依托
汤商家园，汤阴县委统战部还组织了企业
家“贤内助”系列活动。

对“汤商家园”的温暖，安阳市金品达
有限公司的白玉河感触更深。他说，疫情
期间，由于人口暂时无法流动，车间人手不
足，有不少订单面临违约的风险。当他把
情况反映到“汤商家园”后，汤阴县委统战
部牵头帮他们协调了 1000多名员工，一下
缓解了企业“用工荒”。

“促进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发展，我们
统战部门将立足自身优势，尽我们最大的
能力，为企业家们打造一个聚人气、有活力
的企业情感家园，让企业家真正在汤阴安

‘家’，享受到家的温暖。”王威说。9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没想到，乡村公路这么美！”5 月 15
日，安阳市民艾明带着父母自驾“打卡”安
阳县瓦店乡的“网红地”杜庄村，被一条条
通村的柏油路“惊艳”了一把，只见连片成
网的农村公路如黑色缎带般镶入村庄，路
边绿意盎然、野花簇拥。

村外路上车水马龙，周边停车场“座”
无虚席。“俺村这几天每天接待上万自驾游
客，做生意的村民都忙不过来，多亏这几条
路好！”杜庄村党支部书记杜振勤说，去年

年初村里打造特色小镇时，“只有一条 3.5
米宽的进村道路，一到周末假期就显得捉
襟见肘。”

2020年年初，安阳县委启动“路域环境
提升 助力乡村振兴”三年攻坚行动，按照

“大规划引领、高标准建设、新机制管养、一
体化运营”的思路，推动“四好农村路”建设
在全县 9个乡镇全面展开。县里请来设计
公司对全县 305个行政村“量体裁衣”，根
据各村特色作出方案。

杜庄村成为首批受益的村庄之一。安
阳县交通运输部门为其设计了4条环村路，
县里补点钱、镇里贴点钱、村里筹点钱，共

花费 1400万元，在村外修建了长 3400米、
宽 7 米的柏油路，还配套建设了 4 个停车
场，一下子解决了游客进出的大问题。

围绕四个“好”，安阳县通过“政府补助、
属地负责、村级联动相结合”的模式，累计投
入6950万元，新建农村公路45公里，实施窄
路加宽5公里、“白变黑”提质改造32公里。

路通了，日常管理也要跟上。该县形
成了以县政府主要领导为县级总路长、各
乡镇主要负责人为二级路长，道路管理员
分片管理，道路保洁员分路负责的管理模
式；建立“五定三结合”养护模式，实现“有
路必养、养必到位”。

实施“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通车里程
1108公里，全县拥有农村客运班线、城乡公
交和城市公交线路22条，覆盖9个乡镇，305
个行政村，行政村通客车率达100%。

今年，安阳县几个生态小镇成了“网
红打卡地”。瓦店杜庄村、白璧西裴小镇、
高庄樱花小镇，美景连点成线、连线成片，
崭新的“四好农村路”连通了一个个美丽
乡村。

“‘五一’假期前三天，几个小镇接待游
客 7.6 万人次，旅游收入 110余万元，为推
进乡村振兴作出了有益探索。”安阳县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9

康庄大道连通美丽乡村

安阳“起手式”亮出“好预期”

“汤商家园”里故事多

与全省平均水平相比，安阳市主

要增速指标基本持平或略好，后疫情

时代的经济反弹格局已定，并且具有

进一步向好的空间，这充分体现了经

济转型效果正在不断显现。

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

制造业，平均增幅都远高于经济增长

增幅，反映出实体经济地位得到明显

强化，从而为经济健康发展、可持续

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目前安阳市正处于产业转型升

级的关键期，安阳市委、市政府立足

发展实际，找准自身定位，发挥比较

优势，通过打造四大千亿级主导产

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坚持走绿色

发展之路，着力优化营商环境等一系

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夯实高质

量发展基础。

我 们 期 待 安 阳 交 出 更 好 的 答

卷！9

遇见最美安阳
系列活动“霸屏”

记者手记

本报讯（记者 李旭兵）从小出生在农民家庭，家里经
济不宽裕，但这并没能阻挡王盼盼的沙画艺术梦，她从亲
戚家借了 4000块钱，如愿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和专业。如
今，她担任一家颗粒艺术培训公司的总经理，也是中国沙
画艺术研究学会理事、中国（安阳）国际汉字大会“对外友
好宣传使者”。

5月 17日下午，以“我和我的城·安阳”为主题的遇见
最美安阳第二届短视频大赛系列活动之青年创新论坛在
安阳仓巷街甲乙丁书店展开，方快锅炉有限公司研发中
心经理卢洁、2020年安阳市“致富带头人标兵”许亚、沙画
师王盼盼、花店主理人安晓彤、极限运动达人张岩等 5位
在安阳长大、乐于创新创业的青年嘉宾通过一个个故事，
讲述自己创业创新中的艰辛与收获，讲述对安阳发展的
期许。活动现场，他们和现场青年热烈互动，围绕创业创
新、城市绿色发展等话题，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现场精彩的互动交流，让大家不时竖起耳朵，用心获取

“精神食粮”。
当天的活动共有超过10万人在线观看直播，所有参与

者通过聆听和互动，开阔了视野，收获了创业创新的经验体
会。

据了解，遇见最美安阳第二届短视频大赛启动以来，
抖音、快手两个平台话题#遇见最美安阳 2021已超 1.8万
个作品，视频播放量达 9亿。9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5月 9日，2021
中国品牌价值信息发布暨中国品牌建设高峰论坛在上海举
行。会上，发布了中国地级市品牌综合影响力指数前 100
名城市名单。安阳首次入选，位列第89名。

近年来，安阳市立足发展实际，找准自身定位，聚焦民
生福祉，全力稳就业创业基本盘，守民生兜底保障线，持续
推进工业企业退城进园，绿色升级，积极谋划推进“五个中
心”建设，不断推动安阳高质量发展，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据了解，此次评选共有全国 293个地级市参与，遵照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评选采用“质
量、服务、创新、有形资产、无形资产”五个一级指标，“城市综
合信用指数、国家级特色品牌数、优良天数、绿化覆盖率、就
业率、人均可支配收入”等37个二级指标，旨在引导城市贯
彻新发展理念，创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品牌城市。9

安阳首次入选
中国地级市品牌百强

□本报记者 李旭兵 摄影报道

5月 17日，在林州太行大
峡谷，游客流连忘返。5月的
林州太行山，绿满山野，景色
宜人。太行山绿化三期工程
实施后，目前林州境内宜林荒
山荒地绿化率 98.8%，全市林
木覆盖率 47.3%，成为度夏旅
行好去处。9

近年来，汤阴县着力优化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不少企业接连“落子”汤
阴。图为一家食品龙头企业的生产车间，该企业已在汤阴投产三期项目。9 杨社喜 摄

遇见最美安阳
系列活动“霸屏”

绿染太行山

▲绿满林州太行大峡谷9◀游客在景区游玩拍照9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在国家事务中
贡献女性力量，在日常生活中活出精彩自我，生为女性，我
很骄傲。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史中，‘半边天’力量从
未缺席……”5月 11日，“党史中的巾帼力量”大宣讲安阳
报告会在该市职工文体中心剧场进行，奥运冠军邓亚萍身
为宣讲嘉宾作了精彩演讲，引得阵阵掌声。

“党史中的巾帼力量”大宣讲活动于3月26日在郑州正
式启动，邀请我省党史专家、女性先进典型等组成宣讲团赴
省内18个地市开展巡回宣讲。安阳报告会由河南省妇联主
办、安阳市妇联协办，安阳市各级三八红旗手、巾帼建功标
兵，市直各单位干部职工和各界妇女群众代表等听取报告。

本次报告会共邀请到四位宣讲嘉宾，除邓亚萍之外，省
律师协会名誉会长李煦燕，讲述了自己“护花维权”的初心
和历程；安阳市公安局拘留所所长许敏，回忆了从警 25年
中令其难忘的真实案例；安阳市旅游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
冯敏，带来红旗渠群英谱中舍己救人的女英雄李改云的动
人故事。

“听了今天的宣讲，杰出女性的成长故事和奋斗历程让
人不由得动容，在她们身上，彰显了新时代女性自立自强、
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优秀品质，值得我们女性同胞学习。”
来自安阳市税务局的女同志说。9

“党史中的巾帼力量”大宣讲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