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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文峰大道中段，城市核心
商业区，有一块 33亩的黄金宝地。商
人们说，“在这里，干啥都能挣钱。”然
而，黄金宝地并没有“生金”，而是“变
绿”——建成了彰德游园。

10 月 30 日，深秋的安阳碧空如
洗，记者走进园中，奇石苍松夹道相
迎，160多种植物绿意盎然，林、廊、亭、
道各具特色，恰似繁华商业圈里的“桃
花源”。

不出城享园林之美，居闹市乐花香

之怡，绿色是一座城市的“颜值担当”。
安阳市委书记李公乐说，高质量发展不
仅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更体现在城市
发展上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从 2017年开始，安阳市开展城区
园林绿化三年建设，计划用三年时间，实
施244个绿化项目，建设总投资139.86
亿元，规划建设 500亩以上的公园 14
个、100-500亩的公园 16个、50-100
亩的公园7个、50亩以下的游园68个。

截至 2017年年末，全市新增绿地

188 公顷。其中，公园绿地 49.94 公
顷，居住区附属绿地1.97公顷，道路绿
地 15.17 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1.55平方米。

绿色，正在浸润古都的每一个角
落，成为安阳城市发展最鲜明的底色。

“差点没认出家门。”定居北京、近
期回乡探亲的李丹惊喜地说，去年回
来时小区门口还是荒地呢，如今变成
了“带状游园”，草坪舒展、花木葱茏，

“安阳越来越有大城市的‘范儿’。”

着墨 宜人新绿染底色

人民的生活品质是衡量一座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准，高品质生活来源于城市高“颜值”和好“气质”。

透过历史的眼眸，回望安阳城市变迁。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探索奋斗，到党的十九大以来的砥砺前行，

40年来，安阳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城市功能布局不

断优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城市品位逐渐提升。

徜徉在宽敞整洁、一路一景的大道小街，感受古都的独特风韵；驻足游园，浏览那独具匠心、造型

别致的绿色景观，感悟喧嚣中的静谧；临湖赏鱼，品味“水”带来的无限韵致；登高俯瞰，欣赏蓝天白云

下这座城市的别样魅力……越来越多来过安阳的人，对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不禁发出赞叹——

“安阳真美！”

构图 畅美道路描轮廓
在 76岁老人赵玉莲的记忆中，40

年前的安阳，钟鼓楼那条一个车道宽
的街道就是最阔气的“大马路”，如今
行走在安阳市区，看着宽阔畅通的柏
油大路，老人由衷感慨：路宽了、景美
了，城市建设得这么好！

1978年，安阳市市区道路铺设总
长仅为 103 公里。如今，全市公路通
车里程已达9237公里，增加近90倍。

2016年，安阳提出“一个重返、六

个重大”战略目标，奋力建设新时代区
域性中心强市。同年，中华路、解放大
道、文明大道等“八纵六横”道路提升改
造总长 36698米，总面积 967595平方
米。

2017年，安阳市实施新建、升级市
政道路项目 118个；先后对 27个路口
进行分流岛改造；结合殷商文化和现
代特色，建成 115 个智能公交港湾，
道路通行能力和城市品位大幅提升。

人民大道横贯安阳东西，沿线企
业、学校、商铺鳞次栉比，尤以彰德路
至平原路路段交通压力最大。由于历
史原因，40余年来，这段道路从未进行
过大修。今年1月初，该路段提升工程
正式开工，规划整体向北拓宽 30米，
两侧建设绿化廊道。目前，北半幅工
程已接近尾声。驱车行驶在崭新的柏
油路上，“老出租”万勇欣喜地说：“在
这样的路上开车是一种享受。”

润水 碧波清流增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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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篇 ——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在助力中原更加出彩中重塑安阳新辉煌
——访安阳市市长靳磊

“改革开放 40年，是安阳奋力
实现综合实力大跨越的40年。”安阳
市市长靳磊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提
供的一组数据显示：全市生产总值
从1978年的11亿元上升到2017年
的2268亿元，增长了205.2倍；人均
生产总值从 1978年的 284元上升
到 2017 年 的 44201 元 ，增 长 了
154.6 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
1978年的1.65亿元上升到2017年
的129.55亿元，净增127.9亿元。

靳磊介绍说，作为河南省重要
老工业基地，工业占安阳国民经济
的比重一度达70%以上，特别是冶
金、煤化工、建材等耗能行业占比
较高。为走出一条成本小、排放
低、效益好、可持续的绿色发展新
路，安阳认真落实新发展理念，围
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

“1+6”转型发展攻坚，做优农业，
做强工业，做大服务业，大力推动
产业的结构、动力、效率变革，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一批
传统产业通过合理嫁接实现脱胎
换骨，一批优势企业通过提标改造
实现涅槃重生，迈向产业链和价值
链的中高端。特别是重点推进的
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精品钢及深
加工、高端装备制造、文化旅游四
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前景良
好。2017 年，全市三次产业比调
整为8.9∶48.6∶42.5，服务业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6%，初步形成
了“一产稳中向好、二产转型升级、
三产做大做优”的产业发展格局。

靳磊说，近年来安阳市以开放
聚资源、促改革、强活力，深度融入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积极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河南“三区一群”战
略，高铁、高速公路、国省干线纵横
交错，安阳机场有望很快获批建设，
多式联运、内捷外畅的现代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更加健全，被国家确定
为地区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和国家
二级物流园区布局城市，殷墟、红旗
渠、太行大峡谷等一批文化、景区品
牌在国内外影响力日益彰显，区域

性中心城市地位更加凸显，一个内
陆开放型城市正在加快建设。

“城市建设是安阳市一大亮
点。”靳磊告诉记者，近年来，安阳
市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抓手，大
力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基础设
施日益完善，城市品位持续提升，
市区、县城及中心乡镇的综合承载
能力不断增强。成功创建国家园
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中国优秀
旅游城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美丽乡村建设加快推进。

改革开放40年，是安阳民生福
祉不断增进的 40年。截至目前，
421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序列，9037
人完成易地扶贫搬迁，21.63万贫困
群众实现脱贫，滑县如期实现脱贫
摘帽，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0.93%。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铁腕治理大气
污染，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明显下
降，空气优良天数持续增多。2017
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3042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13697元，分别是1978
年的53.8倍和291.4倍。

扬帆再起航，未来更可期。靳
磊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将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按照省委十届六次
全会安排部署，坚定不移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发挥优势打好“四张牌”，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加快实现“一个重返、六个重大”
目标，在助力中原更加出彩的实践
中创造古都安阳新辉煌。③5

无须远赴江南，走出家门就能饱
览迷人水色，这对于安阳市民来说，
并非遥不可及之事。

秋风起，蝶映湖碧波荡漾。今年
国庆期间，安阳CBD公园正式开门迎
客。记者沿着蝶映湖边的彩色小路
漫步，但见游人三三两两，扶栏远眺、
观花赏鱼……水，不但让安阳更美，
也让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实实在
在地感受到生活的惬意。

安阳市属海河流域，2017 年，该
市 出 台《安 阳 市 水 系 总 体 规 划
(2016—2030 年)》，提出在城区打造
自然、亲水、休闲的滨水空间，建立

“两泉、三湿地、四渠、五河、六库、十
湖、十沟”水系网络格局，最终形成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城市水系
风貌。

为改善水生态环境，安阳大力实
施引水入城。全市规划 4个调水水源

和 14条调水线路，年向洹河、洪河等
水系生态补水 2.38亿立方米。同时，
紧紧围绕“控源截污、内源治理、清淤
疏浚、生态修复”技术思路，对城市水
体进行综合治理。

汩汩清流，润泽民心。在水生态治
理调查回访活动中，工作人员走访各河
流、沟渠、坑塘沿岸居民1224户，发放
调查表1800余份，经统计，群众满意率
达到 90%。

改革开放40年，是安阳奋
力实现综合实力大跨越的
40年。

安阳的
“颜值”和“气质”

截至10月21日

空气优良天数

140天，同比增加 14天

PM2.5年日均浓度值

同比下降

13.2%

PM10年日均浓度值

同比下降

8.6%

空气向好

全市公路通车里程已达

9237公里
比1978年增加近90倍

路路通畅

精雕细琢 擘画家园新图景

文/本报通讯员 张龙飞

添彩 蓝天白云福民生
2017年年底，网民评议安阳十大

民生实事，“安阳蓝”成为第一热词。
“蓝天就是幸福。”摄影爱好者张

科说：“现在安阳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儿’，都用不着后期调色，同一地点与
前几年对比，照片就跟‘洗’过一样。”

为让“安阳蓝”成为“常态蓝”，安
阳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地向环境污
染“亮剑”。按照“三治本、三治标”总
要求，持续淘汰落后产能，推进工业
深度治理，全面加强控煤、控尘、控
车、控烧和污染天气应急管控等大气
环境综合治理。

今年以来安阳市累计取缔整治
“散乱污”企业3226家；为569家重点
企业制定了“一企一策”超低排放治
理方案，共确定提标改造项目 2195
个，预计投资 42亿元，目前已竣工企
业 338家。经过治理，全市钢铁企业
1月至 9月废气污染物日均排放量较
2016年同期下降40%左右；累计完成
电代煤、气代煤 25.5 万户，实现全市
煤炭消费总量减少3.2%的目标。

截至 10 月 21 日，安阳市
今年空气优良天数 140天，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4天；

PM10年日均浓度值同比下降 8.6%；
PM2.5 年 日 均 浓 度 值 同 比 下 降
13.2%，空气质量持续向好。

未来，安阳市将持续做好“以水润
城、以绿荫城、以文化城、以业兴城”四篇
文章，让安阳的天更蓝、山更绿、
水更清、环境更美。③5

绿色正逐渐成为安阳的鲜明底色。 麻翛然 摄

城市添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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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带着孩子们在公园游玩。 麻翛然 摄

市民在绿意盎然的街头游园里休闲娱乐。 麻翛然 摄

经过治理，安阳老城区褡裢坑水清岸美。 孟红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