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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北大地投资潮涌，重大项目建

设正酣。

今年，安阳共铺排重点项目 333

个，总投资 3075.8 亿元，年度预计投

资 830亿元。据数据显示，1—9月全

市重大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839.6 亿

元，占年度计划的 101.2%。前三季

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2.1%，高

于全省7个百分点，居全省第3位。

船到中流、人到半山，注定是浪急路

陡、愈进愈难，必然是不进则退、非进不

可。如何在高基数、高标准、高要求下，

保持项目建设的力度不减、热度不降？

“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

攻方向，突出‘项目为王’，深入实施

‘万人助万企’，滚动开展‘三个一批’

活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产业基

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为建成‘一

个强市’、实现‘八个领先’提供坚实的

产业支撑！”安阳市委书记袁家健在 9

月 24日召开的安阳市第十二次党代

会上，对局势判断十分清晰。

□谢建晓 杨之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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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强化党建引领、做好党建工作意义重大、至关重要。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是抓好重大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
发展的必要之举。

10月 22日，位于安阳市东区的安阳市文体中心
项目正在进行安装工程施工和装饰工程施工，目前
主体结构、主体钢结构都已经施工完成，将在2022年
4月交付使用。体育场面积42000平方米，可以同时
容纳 40000人就座，建成后可以承办各种大型体育
赛事，具备办演唱会的功能。

“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
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安阳市文广体旅局坚持以
项目建设为载体，促进党的建设与园区发展“两手
抓、两手硬、两提高”。

聚焦全市中心工作，安阳市委组织部、市委两新
工委开展“洹畔领航”计划，下发了《关于加强全市重
点项目党建工作的通知》，对 330个市级重点项目实
施“指挥部+项目部+临时党支部”“三部同建”党建工
作新模式，项目分包领导、牵头单位、业务指导单位、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选派干部等凡是参与工程项
目建设的所有党员均纳入临时党支部，实现应建尽
建、全面覆盖，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在重点工程建
设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各项目建设指挥部、施工单位纷纷成立临时党
组织，通过在项目现场悬挂党旗，制作党建雕塑、宣
传展板、宣传标语等多种方式营造浓厚党建氛围。
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组织党员开展理想信念教
育，通过设置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组建党员突
击队，强化党员身份意识、责任意识，充分调动党员
干部参与项目建设的积极性，确保党旗在重点项目
建设一线高高飘扬，不断鼓舞和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以史为镜，党旗飘扬在项目上。安阳各重大项目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纷纷践行“支部建在项目上”，充分
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引领作用，将党建工作
与项目建设深度融合，使党建工作和项目工作同频共
振、互促互补，筑起重大项目建设的“坚强堡垒”。

以实为要，党建推动办实事。安阳市把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与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深入
项目现场调研帮扶，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
聚焦项目建设和民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把实事
办好、把好事办实，不断增强百姓获得感。

在今年年初的“新春第一会”上，袁家
健强调：要聚焦既定目标，与最优者“对
标”、与最强者“比拼”、与最快者“赛跑”。
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理念，发扬“三
牛”精神，迅速动起来、干起来、严起来，在
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重大产业
项目建设，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巍巍太行山，不朽红旗渠。林州素来
以风景闻名于世，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
是，红旗渠畔藏着一个飞速成长的“微米
世界”。

它从安阳重工业中迸发，用一根根直
径仅有头发丝 1/20 的电子级玻璃纤维，
撬开了行业壁垒，连接起全球十几个国家
和地区。它就是河南光远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远新材”）。

2010 年，全国钢铁行业步入前所未
有的萧条期，钢铁产能过剩已是实实在
在摆在眼前的课题，林州众多企业也未

能幸免。如何爬坡过坎？转型，成为不
二选择。

“当时选定这一行业，也颇费了一番
周折。最初我们看好的其实是一个光伏
玻璃项目，当时调研了一年，要开工时觉
得不行，就放弃了。直到 2012年 5月份，
才正式将电子级玻纤项目给确定下来。”
董事长李志伟说。

跌跌撞撞之中，2012年，光远新材一
期电子纱项目启动，从破土动工到点火仅
用了 12个月的时间，创下了国内外同行
业项目建设速度的新纪录，被誉为玻璃纤
维行业的“林州速度”。此后，二期、三期、
四期，光远新材几乎以每年都有项目投产
的速度快步发展。

紧跟 5G 发展浪潮，2020 年 3 月 17
日，光远新材五期 5G用电子材料项目开
工，主要应用于5G通信产业，投产后将进
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今年年初，光远高

性能电子级超细玻璃纤维纱技术改造项
目开工，或将创造又一个林州奇迹。

以光远新材为代表，安阳新材料等产
业集群正在加速崛起。

距离光远公司不远的致远电子高频
高速覆铜板项目已于 9月 28日开工。作
为电子材料的下游产品，林州致远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不仅在高刚性覆铜板、环
保低介电覆铜板领域取得了行业领先的
研发成果，而且专门组织专家团队成功
研发出高频高速与 IC 载板用覆铜板产
品，掌握了高阶覆铜板的核心技术，填补
了国内空白。

其高频高速覆铜板项目的开工建设，
就是为了将高阶覆铜板科研成果产业化，
替代进口产品，快速响应国内市场对高频
高速通信材料的迫切需求，必将极大促进
本区域产业集聚区电子信息产业链提档
升级。

发展是永恒的主题，合作是成功的
基础。

今年6月 8日，2021安阳招商大会成
功举办，现场签约项目 65 个，投资总额
683.7 亿元。其中，投资额最高的是总投
资50亿元的亚新钢铁节能综合利用和智
能化改造项目，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营业
收入120亿元。

“我要为安阳‘代言’，因为今天我不仅
是已经落地投产的安阳本地企业代表，还是
追加投资的新签约企业代表。”河南克能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常传杰说，从去年
4月签约到今年1月投产，再到上周顺利向客
户发出第一批产品，“克能”创下当年签约、当
年投产的“安阳速度”，这更加坚定了该公司
在安阳投建二期项目的决心和信心。

该项目高效落地的背后，是安阳市优
质、便捷、高效营商环境的生动写照，更是
该市心无旁骛抓项目、一心一意谋发展的
具体实践。

现场就是战场、开工就是决战！为进
一步做好项目服务，安阳市委副书记、市长
高永强调，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
大局意识，千方百计为项目建设营造最优

施工环境，科学调度、安全施
工，在坚守工程质量和安
全底线前提下，力推开
工项目尽快形成实物
工作量、竣工项目
尽快投产达效。

安 阳 市 优 化
了项目调度工作
机制，建立统筹调
度、对口联系、信息
报送、核查检查、督
查督导等制度，安阳
市发改委重点项目办公
室及时督促相关牵头单位、
对口责任单位建立“五个一”工
作机制（一名分管领导、一名处室负责人、一
名联络员、一个专班、一个工作方案），进一
步明确任务、责任到人，定期调度项目进度，
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困难问题。

不仅如此，为了啃下硬骨头、赶走“拦
路虎”，安阳不断强化项目协调服务。今
年以来，市重点办共召开重大项目专题协
调会议 50余次，努力构建项目推进建设
的“绿色通道”，有力地促进了项目建设和

有效投资增长。
“安阳的优美环境、持续

火爆的网红城市、日渐活
跃的夜经济等，这都让
安阳成为投资者十分
向往的城市。”6 月 18
日上午，万豪国际集
团与中深发展集团在
北京丽思卡尔顿酒店
举行签约仪式，标志着
喜来登酒店正式进驻

中深安阳中心。该项目
位于安阳市文昌大道与永

明路交会处，总投资 30亿元，
是集五星级酒店、配套商业、高端

写字楼、行政公寓、高品质住宅于一体的
商业综合体。此次双方共同建设运营的
安阳喜来登酒店设计高度 150 米，力争
2024年年底建成投运。该项目负责人表
示，希望能把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安阳的需
求结合起来，为安阳市民提供一种新的生
活方式及理念。

图为安阳全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车
间 安阳市商务局供图

书写答卷，要以实干作答。
“坚持抬高坐标、创新实干，坚持问题

导向、目标导向，以更大力度抓项目、固根
本，统筹做好项目建设服务保障，让项目
投资成为推动发展、促进增长最有力的支
撑。”安阳市发改委负责人表示。

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今年安
阳突出抓项目、固根本，突出抓创新、强引
擎，突出抓开放、激活力，开展多轮集中开工
活动，全市上下形成发展实干的浓厚氛围。

2021年 2月 20日，在安阳机场主体
工程项目现场，安阳市举行第一批大项目
集中开工仪式，集中开工 171 个重大项
目，总投资达 766.36亿元，年度计划完成
投资 251.05 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115个，实现全市项目建设“开门红”。

4月 20日上午，安阳市在汤阴县举行
今年第二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集
中 开 工 重 大 项 目 127 个 ，项 目 总 投 资
869.31亿元。

7月 10日，安阳市集中开工 41个项
目，投资总额 527.06 亿元；38 个项目投
产，总投资 252.7 亿元；集中签约 10个项
目，总投资173.6亿元。集中开工的41个
项目中，先进制造业项目 18个，战略新兴
产业项目 11个，现代服务业项目 2个，现
代农业项目3个。

据统计，今年 1—10月份共组织开展
4次集中开工和“三个一批”开工活动，加
快推进新建项目落地，全市共有369个新
建项目实现开工。

实干，不仅要善于谋划，更要主动攻
坚、敢于“碰硬”。

安阳市发改委、市重点办先后多次组
织召开全市投资暨市领导联点项目调度推
进会、“三个一批”项目调度推进会议等推
进会，传达了市委、市政府关于项目建设的
工作要求，及时通报全市“三个一批”项目
建设进展、联点帮扶服务和调度管理机制
完善等情况，及时对进展缓慢的项目逐一
进行分析，研究对策措施，务实推进建设。

浪奔浪涌千帆竞，潮头前岸万木春。
如今，放眼豫北大地，无论乡村还是城市，
无论是工地还是车间，都能聆听到这座城
市急切奋进的足音。一个又一个好项目、
大项目如雨后春笋，在这片沃土上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成为拉动全市经济增长、改
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安阳市正坚定不移创
新生态抓项目，坚定不移促转型，一幅高质
量转型发展的美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以实干为导向

城市发展更具影响力

以党建为引领

项目建设更有驱动力

以项目为抓手 产业集群更具竞争力

以服务为根本 投资环境更富吸引力

安阳东区新貌安阳东区新貌 麻翛然麻翛然 摄摄

光远新材料公司举办红歌大赛 安阳市委组织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