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转型起宏图 实力跃上新台阶殷都区

特刊│102021年 10月28日 星期四

殷都区，位于安阳市区的西

北方向，是安阳市的工业大区、

文化旅游大区，人口72万，面积

687 平方公里。这里不仅拥有

世界文化遗产殷墟，还有著名的

曹操高陵、马氏庄园，这里还是

全省重要的精品钢及深加工基

地、全省重要的新型化工及清洁

能源产业基地，还有正在打造的

豫北钢结构产业集群、国家级绿

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深秋时节，走进殷都，纵横

交错的城乡公路上，一辆辆满载

工业品的货车疾驰奔向四方。

路旁远处的低丘上，成片的蓝色

光伏玻璃和高耸的风力发电叶

片相映，组成了一幅新时代城乡

融合发展的靓丽风景。

近五年，殷都区在省委省政

府、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始终把高质量发展贯彻

在一切工作中，克服了疫情、灾情

等叠加影响，顶住了环保管控、转

型升级等多重因素的巨大压力，

始终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最高目

标，走出了一条“工业强区、文旅

兴区、商贸活区、生态美区”的高

质量创新发展之路。

□谢建晓 李旭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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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缝钢管是钢铁行业中的一项重要产品，
有着工业“血管”之称。

但你知道无缝钢管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
10月 26日，走进殷都区豫龙管业的生产

车间，笔者见识了这里由太原重工供应的世界
上最先进的无缝钢管生产线，如何将一根根带
着火苗的钢材“金箍棒”变成无缝钢管。

全自动化的生产线上，长达几十米、能耐
2000度高温的巨大粗长圆形钢钎，通过快速穿
孔带着火苗的钢材“金箍棒”，就成了无缝钢管
的原形，接下来，再经过大型机器对钢管壁的
内外挤压拉伸，无缝钢管被拉长拉匀，就成了
工业品。所有这些环节，无缝钢管必须是在
1100度高温的状态下才能完成，但依托于先进
的生产线，全部是自动化完成，人工只需要在
计算机房进行监控，生产速度可达到一小时
100根。

“我们的生产线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
光洁度高、几何尺寸精度高、性能稳定，管子长
度定制化，尤其在油气等领域需求十分旺盛，
自投产以来就一直供不应求。”豫龙管业副总
经理张磊说，豫龙曾经是殷都区四大焦化企业
之一，如今已经彻底告别焦化行业，产品主要
有风能锚栓、高强度螺栓、螺母等，用的钢坯由
附近的沙钢永兴钢铁公司生产，公司产品附加
值较高，预计二期达产后年营收可达20亿元。

“十三五”以来，殷都区委、区政府大力支
持龙头企业转型升级，并大力延伸发展研发设
计、节能环保等服务业新业态，持续优化循环
经济产业链，以煤焦化部分产品为原料，大力
延伸铁矿—炼铁—钢坯—板材、线材、管材—
装备制造产业链，促进钢铁向精深加工方向不
断升级；鼓励焦化企业进行科技创新补链、产
品配套延链，实现企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如今，该区的龙头企业豫龙公司正在实现
彻底转型，从以焦化生产为主转变为以新型绿
色建材、无缝钢管及精细化工生产为主。利源
集团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化工、发电、合
金、物流等。海皇集团历经海皇水泥、海皇铝
业、中鼎智能家具三个创业和转型升级阶段，
现已成为集建筑铝型材、工业铝型材和铝制家
具于一体的铝合金全加工链集团企业。

在安西循环经济试验区，精工钢构、装配
式建筑等产业迅速发展，落户企业接踵而至，
豫北钢结构产业集群、国家级绿色装配式建筑
产业基地渐成气候，“专精特新”产品越来越
多，正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

古井古树古村落，好水好路好风景。
10月 25日，走进殷都区都里镇古井村，看
着眼前的美景和通到每家每户门前的水泥
路，尤其是看到定制山泉水，以及包装精美
的菊花、小米、花椒等特色农产品，你很难
想象这里三年前还是一个贫困村。

“五一小长假期间，我们举办了首次
文化旅游畅享节，邀请了各村广场舞队、
美食小吃，特设了喊泉、秋千、灯光秀等，
活动持续 5天，没想到每天都有 1万多人，
那场面真是人山人海。”古井村党支部负
责人说，从那以后村里的美食店就保留了
下来，也不断有餐饮店打电话咨询前来设
摊的事。下一步，古井村将打造美食一条
街，完善游乐设施，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
参观游玩。

同日，走进磊口乡的菊花种植基地，
只见大片大片的金丝皇菊在周围环境映衬
下，显得格外耀眼。走进花田，菊香扑面而
来，沁人心脾，朵朵黄菊圆润饱满，娇艳欲
滴，修长的花瓣向外舒展。

金丝皇菊因其色泽金黄，外形美观，气
味芳香，被誉为“菊花之皇”。因其有很好
的药用功效和养生作用，非常受市场欢
迎。2020年以来，殷都区磊口乡紧紧围绕

“四金黄”（油葵、金丝皇菊、小米、油菜花）
特色种植业发展思路，大力推动“四金黄”
之一——金丝皇菊产业，铺就了一条金色
的产业致富路。该乡泉门村、清凉山村、目
明村都种植金丝菊花，从种植、采摘到烘
干、成品包装，每亩收益可达1万元，成为村
民致富的有效抓手。

近年来，殷都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省、市关于乡村振兴的部署要求，狠抓乡
村产业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村垃
圾治理、厕所革命、污水处理和村容村貌
提升等工作，全区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有序
有效推进。

立足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区委、区政
府制定出台了《加快殷都区特色产业发展，
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意见》，发展壮
大“谷、薯、菌、椒”四大特色产业。在申报

批准 2个市级产业园（食用菌和水产）基础
上，2021 年以红薯、花椒和谷子为主攻方
向再着力打造 1-3个市级产业园，如今全
区常年种植红薯面积约 3万亩，谷子种植
面积 2万亩，花椒种植面积 1.2 万亩，食用
菌实现日产 80吨，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特色
产业支撑。

在乡村环境整治的基础上，围绕“一
年见成效、两年上台阶、三年创精品”的
目标，殷都区在全区范围内全力打造示
范乡（镇）11 个、示范村 38 个、精品线路
2 条。和国内知名规划设计院联系，初步
对 18 个示范村进行了密集调研，下一步
将“量身”制定发展思路、总体目标、形象
定位等。

走进铜冶镇东积善村，该村不仅打造
了贯通镇东环和省道大白线美丽的中心大
街，还利用周边水系打造了小型人工湖，吸
引了周边不少居民前来游玩。当地老百姓
说起村里的变化无不交口称赞：“我们的家
园真是前后变化太大了！”

10月 26日，驱车走在殷都区北部的众
乐村桥上，天色深蓝，两旁田园风光如画。

这是安阳地方道路的最长一座桥，
607 米，兼有工业和旅游运输的功能，“这
座桥开通以后，从铜冶等西部乡镇往河北
走，就不用绕路了，从东边殷墟往西部生态
旅游区行进，也不用绕路了。”区交通运输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殷都区紧贴国家政策，运用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发展新机遇，
以建设项目为抓手，用 PPP模式加快全区
交通环境大改善，实施建设“干”字型骨干
框 架 ，将 道 路 总 长 42.391 公 里 ，总 投 资
14.74亿元的产业集聚区中轴线、新 S301、
S303安姚路拓宽、新改建工程项目打包成
PPP项目，依法依规有序推进政府和社会资
本方合作建设，最大限度地实现“行业+政
府”的资源整合，形成1+1>2的杠杆撬动作
用，既能有效消减区级财政的支出压力，又
能确保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顺利建设。

如今，殷都区“八纵六横”交通路网体
系正在加快推进中，不久的将来，从殷墟可
直达曹操高陵博物馆，殷都区西部旅游通
道也将串起众多景点。

这是殷都区抢抓机遇、推进大事要事
加快办的一个缩影。

近五年，殷都区委、区政府坚
持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
致力于打好“四张牌”，打
赢三大攻坚战，落实“六
稳”“六保”，走出了一
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瞄 准“ 高 、精 、
尖”，以“一区两园”
为主要平台，积极推
动企业“退城入园”。
全区钢铁行业重组、焦
化产能整合、铁合金行
业搬迁入园等转型升级有
序推进，精品钢及深加工、精
细化工、水泥建材等传统产业焕
发新活力，产业集群效应日益放大。

以金融、物流、文化旅游为代表的服务
业发展壮大，依托四大国有银行市域总部，
积极打造金融街区、金融楼宇、金融平台，
金融业规模持续位居全市各区第一名。

安西物流园、中兴钢铁物流园建设持续
推进，重大企业“公转铁”项目深入实施，物流
业规模化、集聚化、专业化发展态势明显；曹
操高陵本体保护和展示工程、武官民俗文化
村、漳河峡谷国家湿地公园、西湖养老小镇等
一批特色文化旅游项目顺利实施，殷墟—高

陵旅游专线加快推进，殷墟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积极谋划，全域旅

游发展基础逐步夯实。
加速推进政府职能

转变，以审批最少、流程
最优、体制最顺、机制
最活、效率最高、服务
最好为目标，不断提
高政务服务水平。新
建 3500平方米政务服
务大厅，优化大厅布局，

充实辅助办公系统和设
备。“一网通办”“一窗受理”

“一站办结”建设不断加速，全
区149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录

入河南省电子政务平台，1200余项政务服
务事项进驻实体大厅，通过线上预审、线下
提交的方式，实现了“最多跑一次”，常办事
项实现了“一站办结”“一次办结”。

殷都区委副书记、区长王磊说：“我们
要真正从企业和群众需求出发，不断优化
提升营商环境，深入推进‘万人助万企’工
作，打造殷都一诺千金的优质环境，为企业
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

图为殷都区都里镇古井村五一文化旅
游畅享节绘画活动 李陈奇 摄

省委工作会议提出，自觉肩负起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河南
使命，要确保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河南，确保
高水平实现现代化河南。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殷都区委
书记雷鸣表示：“面对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殷都区将盯紧‘两区三地’定位，持续实施

‘四区共建’战略，努力在转型升级上多出经
验、在文旅融合上多出成绩、在乡村振兴上
多出典型、在城市建设上多出实效、在改善
民生上多出硬招，将以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的紧迫感和顺势而为、迎难而上的使命感，
在今后的发展中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河南新征程上
实现‘两个确保’作出应有的贡献。”

要加快高质量发展，开足马力上台阶。加
快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动制造业重构重塑，
殷都区将打造千亿级精品钢及深加工产业集
群、五百亿级精细化工产业集群和合金新材
料、新型建材、新能源新材料等3个百亿级产业
集群。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将以殷墟、曹
操高陵为核心，以水冶古镇、马氏庄园、修定寺
塔、跃进渠、漳河峡谷国家湿地公园为重要节
点，统筹景区提升、道路互联互通、配套服务设
施建设，加快形成全域化、全要素、全产业链文
旅融合产业体系。促进商贸物流业快速发展，
将实施“商贸活区”战略，促进金融商贸物流业
发展提速、水平提升、比重提高，强化区域性金
融中心地位，将安西物流园打造成联通南北、
融汇东西的区域性物流集散中心。

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将扶持一批质量
过硬、特色突出、有市场竞争力的优势特色
农业基地或产业园，构建“一区一品”“一村
一业”现代农业发展格局。科学编制乡村
规划，打造功能完善的中心城镇，深入推进
特色小镇建设，培育一批经济强镇、产业重
镇、文化名镇。要进一步推动民生事业发
展，将持续做好灾后重建、疫情防控和各项
社会事业发展，通过加大投入、科学合理配
置资源，让广大群众更有获得感。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下一步，殷都区将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建
设“千年文化古都、现代产业新城”，实施

“四区共建”，打造“两区三地”，推进“产业
转型升级发展示范区、产城融合发展示范
区和全省重要的精品钢及深加工基地、全
省重要的新型化工及清洁能源产业基地和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城”建
设，全力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殷都
高质量发展，助力河南早日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

（统筹：侯志军 孙瑞兰 刘树文 炎富玲）

工业转型显成效

“专精特新”多起来

特色农产惹人爱 乡村振兴富起来

大事要事加快办 全区实力强起来

锚定“两个确保”

向着新程再出发

殷墟鸟瞰图 王富强 摄 豫龙管业无缝钢管生产车间 李旭兵 摄

殷都区众乐村桥殷都区众乐村桥 王富强王富强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