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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赵阿娜

啥是交割仓库，很多人
可能不知道。但说到期货，
大家都听说过。交割仓库
就是由期货交易所指定的，
为期货合约履行实物交割的场所。在安阳市汤阴县，就
有一个尿素期货交割仓库。

4月 20日，记者来到位于汤阴县东南部的安阳万
庄物流园区（以下简称“安阳万庄”），这里建有多个大
型仓库，其中一个就是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
商所”）指定的尿素期货交割仓库，同时也是国家化肥
商业储备库。

走进交割仓库内，里面堆放着成摞的尿素。“目前
尿素库存量为 5万吨，春节过后的储存峰值曾达到 20
万吨。”安阳万庄负责人闫伟明告诉记者，全省各地一
旦出现尿素紧缺，通过多式联运一天内就能实现调拨
到位，尿素可以保时、保量、保质送到农户手中。除了
尿素，这里还有铁合金、纯碱等期货产品。

我省是全国化肥商业储备项目承储量最多的区
域，安阳万庄于2019年被郑商所指定为尿素期货交割
库，尿素期货交割仓库仓单中有一半来自这里。

安阳万庄，为啥能被郑商所指定为交割仓库？一
般来说，交割仓库主要分布于核心产销区、集散地及交
通枢纽。“汤阴县本地的玉米、小麦等粮食产量高，园区
又紧邻高速、国道，满足交割库对产销地的条件要求。”
一名长期从事期货业的相关人士解释。7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30年前的场景，现在回想起来就像
是昨天发生的事情……”4月 27日，联系
到陈雷时，他正在为纱厂改造项目的一
个手续奔忙。陈雷，今年 37岁，从小在
纱厂家属院长大，15岁那年在纱厂工作
的母亲因病离岗，一家人搬离纱厂居民
区。“第一代是上海来建厂的，然后是我
母亲那一代，我是‘纱三代’。”他说。

前不久，安阳市召开新闻发布会，要
将原安阳豫北棉纺织厂改造成文旅小
镇。“纱三代”陈雷，正是安阳市文旅集团
纱厂改造项目的负责人。

“刚开始接到这个任务时，心情很复
杂。”陈雷告诉记者，“我是纱厂子弟，对
老厂感情很深，尤其是一些叔叔伯伯阿
姨，到现在仍然居住在那里，所以当这个
项目启动之后，我是既振奋又担心。”

让他振奋的是，作为一个纱厂子弟，
自己可以全程参与到纱厂改造中。一旦

项目顺利启动，未来“重生”的纱厂将成
为市里新的经济增长点，也能给生活在
这片区域的人们带来不少就业岗位和机
会，改善这里的发展面貌。

“老一辈的纱厂人，始终对这块土地留
恋难舍。”陈雷坦言，因为不舍，所以执着。
这也是他所担心的。2014年纱厂破产后，
很多年轻人选择自谋生路，但不少年龄较
大的老职工和家属，再就业能力较低，生活
一度困难。“这一改造，对他们来说，仅有的
那点复产念想，就彻底破灭了……”

带着纱厂情结和对老辈人的理解，
陈雷和项目团队花费三年时间寻访合作
伙伴，在这期间用大量时间调研和走访，
力求在原址原貌上将老纱厂活化利用。
为了尽可能保留时代记忆，陈雷提议在
主街道上开辟一个“纱厂大食堂”，把纱
厂人记忆中的美食聚集起来。陈雷说，
希望通过自己和其他纱厂子弟的努力，
让百年老纱厂重新“复活”，焕发出新的
时代光彩。7

安阳有个“交割仓库”

“纱三代”有了新期盼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前不久，安阳市召开原豫北纱厂工
业遗产保护利用项目新闻发布会，提出
要以改造复原的方式，把原安阳豫北棉
纺织厂打造成集考古研学、遗址展示、文
化旅游、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工业遗址文
旅小镇。

建于1903年的豫北棉纺织厂，当地
人称“纱厂”，前身为广益纱厂，曾是我省
建立最早、最大的机器纺织企业。2014
年，历经百年风雨的纱厂破产。

“老纱厂要‘复活’了！”消息甫一发
出，立刻在安阳引起热议。

“荒废许久的厂房，可算等到要重生
的一天！”纱厂老职工感叹。

“安阳也要有自己的工业风打卡地
了，还在殷墟隔壁，期待！”当地市民纷纷
点赞。

“安阳为啥要改造一个破产多年的
老厂？”不少网友发出疑问。

4月25日，记者来到安阳市殷都区，
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东边 1公里处，就
是纱厂所在地。只见一座面朝南的大门
上写着“豫北棉纺织厂”大字，两旁的纱
厂职工生活区人来车往，依旧热闹。走
进大门不多远，就看见一座砖砌的高大
烟囱，周边或红色或灰色的老旧厂房已
被护栏围起。

“目前项目正在做考古勘探，这些厂
房看起来破旧，可都是全国文物普查认
定的近代建筑群，历史艺术价值很高。”
安阳市文旅集团总经理王俊伟指着一处
灰色的院落说，这是一处保存完好的民
国时期建筑，曾经是纱厂建立初期的办
公、会议场所，计划将其改造成融合纱厂
时代特征的文化精品主题酒店。

近年来，很多工业遗产“变身”创意
园区、景观公园、博物馆，成为火爆一时
的“网红”打卡地、历史与现代的光影交
汇点，承载着城市记忆，刻印着发展足
迹。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妥善处理
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
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
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
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坚
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

曾几何时，跨越百年的纱厂是安阳
工业建设初期的典型代表。厂与居混
合、店与铺交织，这里飘散着嘈杂的机器
声，充斥着最有烟火味的叫卖声，也弥漫
着呢喃细碎的生活之语。2014年，纱厂
破产，昔日繁忙的厂房一下变得冷清。

“因为厂区坐落在殷墟遗址保护区
内，所以厂房只能原址修复利用不能扩
建……”王俊伟坦言。

2017年，安阳市文旅集团受让了该
厂破产资产，承担起激活沉淀资产、保护
利用工业遗址的历史使命。

任务是接下来了，该拿“它”怎么办？
“旁边是殷墟大遗址，纱厂本身又是

工业遗址，是名副其实的‘双遗址’。”如
何将城市发展、殷墟遗址公园建设与时
代诉求结合起来，是摆在安阳市文旅集
团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经过几次外出考察和无数次头脑风
暴后，他们和西安一家知名文旅项目设
计公司联手，最终决定以“修旧如旧”的
方式保留、修缮那些工业厂房和老建
筑。在不破坏原有建筑结构、风貌的基
础上增添殷商文化、中原文化、近现代工
业文化以及现代元素，将古朴与现代、传
承与创新有机融合，让这些被岁月侵蚀
的“工业锈带”，变成一道“生活秀带”。

2020年 9月，安阳市正式启动豫北
纱厂改造项目，同时成立由副市长任组
长的纱厂改造领导专班，全力推进项目
建设，仅安阳市政府常务会就专题研究
过数次。

“豫北纱厂现状建筑规模约11万平
方米，项目实施后，经过废弃建筑适度活

化利用，建筑规模约达到 13万平方米。
光这个设计方案，我们从2018年改到现
在……”项目运营负责人柴磊形容设计方
案时就像“绣花”，大到一座雕塑，小到一块
砖头，让每个细节都尽可能和谐、完美。

在还原老建筑“原汁原味”的同时，
他们还根据产业需要实现建筑的使用功
能。柴磊指着图纸介绍，像纱厂以前废
弃的木工房、机修车间、大礼堂，他们要
打造成具有安阳韵味融合其他地市百余
家地道美食与非遗传承云集的“美食百
老汇”。整片街区依托纱厂旧址的民国
风貌遗存，打造成实景民国风貌文化休
闲街区，让游客一下穿越回百年前；还有
图书文化艺术中心、中国现代考古科学
馆、纱厂老故事纪念馆等文化业态。针
对年青一代，他们引入酒吧、咖啡厅、知
名餐饮、精品酒店，甚至剧本杀、密室逃
脱，为年轻人打造一个前卫时尚的创业
工作生活环境。

“等开放后，我们想邀请曾经在这里
住过、玩过的居民，来这里相聚，分享他
们记忆里的老纱厂，参与到这个新世界，
讲述关于传承的故事。”王俊伟表示，目
前项目招商已经全面开始，他们将努力
为安阳人留下一个既充满怀念又充满希
望的“城市记忆”。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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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4月21日，安阳市
召开“平安和睦家庭”命名大会。会上向10名平安和睦家庭代
表进行了授牌。来自林州市采桑镇的郭文亮、殷都区伦掌镇的
桑东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刘霞作为代表进行了典型发言。

去年以来，安阳市开展以“十大平安行业、百个平安乡
镇（街道）、千个平安村庄（社区）、万户平安和睦家庭”为主
要内容的“十百千万”平安创建活动。市平安办联合市妇
联，经过层层推荐、审核把关，共在全市范围内评选出1026
户“平安和睦家庭”。

在“平安和睦家庭”创建活动中，安阳市妇联从源头上
保障和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完善推进家庭暴力干预、婚姻
家庭纠纷排查化解、弱势妇女儿童关爱帮扶等工作机
制。同时，联合公检法司单位开展“建设法治安阳·巾帼在
行动——维权服务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宣传活动。

安阳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吴利群表示，全市要坚持开展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平安创建活动，做到法律宣传到家庭、纠
纷化解到家庭、心理服务到家庭、美德建设到家庭，继续夯实
基层平安创建基础，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安阳。7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

都。很多人对安阳这座城市的认识，

都是由“一片甲骨惊天下”开始的。“甲骨文”“殷墟”“红

旗渠”已经成了古都安阳的代名词。但是在这座有着

三千年文化底蕴的宝地里，又何止这些呢？

从今天开始，本版将开辟专栏“揭秘——你不知

道的安阳”系列报道，请大家跟随记者的镜头和文字一

起感知城市新变化，倾听古都新故事，为大家揭秘一个

鲜为人知的新安阳。7

开栏的话

——你不知道的安阳①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4月 26日，记
者从安阳市统计局获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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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居全省第六位；比
2019年一季度增长12.8%，居全省第二位。

今年以来，安阳市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全市经济呈现高开稳走、稳中向好的良好开局。从经
济运行数据来看，全市工业运行总体向好。一季度，安阳市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3%，居全省第七位，高于
全省平均增速4个百分点，比2019年一季度增长22.6%，增
速居全省第一位。安阳是我省唯一工业生产连续15个月累
计实现正增长的地市。全市有22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
增长面达62.9%。其中，冶金建材、煤化工、纺织服装、食品
医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六大传统产业同比增长22.6%，拉
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18.4个百分点，工业三大千亿级主导
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4.3%，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4.5%，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18.2%。7

安阳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出炉

GDP同比增长17.6%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购房者在交房
现场就能拿到不动产证，在安阳已经实现。4月 26日，记
者获悉，安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
市管理局、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市人防办、市税务
局联合下发《关于在安阳市城区推行商品房开发项目“交房
即发证”工作的通知》。

《通知》明确，开发企业可自愿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
“交房即发证”服务。“交房即发证”是指新建商品房交房时，在
竣工验收、首次登记等相关准备工作完成的前提下，不动产登
记机构与开发企业、住建、房产、人防、税务、金融等部门联动，
在交房现场为提出申请的购房人办理不动产登记。

安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交房即发
证”服务改革，是该市一项重要的便民惠民办实事工程，也是
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举措。一方面能促使不动产、税
务、金融等部门加快信息化改革步伐，推动全市不动产交易、
办税登记制度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从源头解决“办
证难”问题，切实提升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幸福感。7

安阳市全面启动
“交房即发证”新政策

和睦“小家庭”
助力平安“大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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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7日，书法爱好者在安阳博物馆
内认真观摩“正大气象——全国正书六家展”
书法作品。7 赵阿娜 摄

墨香润古都 书法有名城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4 月 27 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安阳
市文联副主席、市书协副主席王志立成功入
选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王志立此次参选
的三幅作品分别采用行书、草书、行草书三种
书体。

中国书法兰亭奖是中宣部批准，由中国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中国
书法艺术最高奖，是授予在书法艺术创作、理
论研究、书法教育、编辑出版等领域有重大成
就和突出贡献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书法教
育家和书法工作者的最高奖项和最高荣誉。

这是近几年来安阳市书法家第二次入选
书法界最高奖。

同日，“正大气象——全国正书六家展”
在安阳博物馆举行。著名书法家王友谊、王
学岭、刘颜涛、张建会、张继、管峻等人以正书
形式，向广大书法家及书法爱好者展示书法
艺术的正大气象。

古都墨香浓，其实安阳在书法界早已声

名远扬。早在2008年 6月，安阳市就被正式
批准命名为“中国书法名城”。“安阳成为‘中
国书法名城’与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关系密
切。安阳为甲骨文的发现地，又有历朝历代
大量的书法碑刻遗存，代表和反映了中国多
个历史时期书法艺术特色和发展变化的轨
迹，这见证了三千余年中国书法发展史。”安
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文联主席郑象
征介绍。

安阳书法人才济济，三千年文化积淀孕
育了一个活跃在国内书坛的知名书法家群体
和一支生机勃勃的群众书法队伍。相关资料
显示，安阳市共有中国书协会员 73人，省书
协会员506人，市书协会员600人，加上许多
水平相当却并未“入籍”的书法爱好者，书法
队伍已经具备规模。

在第八届全国书法篆刻展上，安阳入选26
件作品，入选数量居我省首位，超过全国16个
省（市），其中体现地域优势的甲骨文、篆书作
品高达20件，被书法界誉为“安阳现象”；在第
九届全国书法篆刻展上，安阳以21件作品的入

选数量名列全省前茅，其中，书法家刘颜涛荣
获此届全国书展篆书类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在第十二届全国书法篆刻展上，安阳入选9件
作品，入选数量再次名列全省第二。

安阳书法具有独特风格。“前些年安阳书
法以甲骨文、篆书、隶书为主，近年来安阳市
文联加强行草书的推广，专门聘请中国书法
院创作室主任陈海良到安阳教学指导，草书
行书异军突起。”郑象征介绍。如今，书法在
安阳蔚然成风。中小学纷纷开展“书法进校
园”活动，公园广场经常可以看到老人或孩
子，提着小水桶，拿着“大毛笔”，蘸着水在地
上练习书法。

“书法彰显城市的文化底蕴。”郑象征表
示，希望安阳的书法队伍中能融入更多的新
鲜血液，进一步擦亮中国书法名城这张名片，
助推安阳文化繁荣发展。7

绵延160多公里的洹河，连接着古都安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千年来，隐藏在殷墟里的商

文明、流转于人来人往的新安阳故事……洹河畔的精彩更迭从未间断。且看——

揭揭揭揭揭揭揭揭揭揭揭揭揭揭揭揭揭揭揭揭揭揭揭揭揭揭揭揭揭揭揭秘秘秘秘秘秘秘秘秘秘秘秘秘秘秘秘秘秘秘秘秘秘秘秘秘秘秘秘秘秘秘

1903
年

清朝咸丰状元孙家鼐与徐仙洲、马吉森、徐福
寿等3人集资兴办广益纱厂。时为河南省机器
纺纱工业最早、规模最大的纱厂，居全国民族
资本纺纱厂第六位，是豫北棉纺织厂的前身

1928
年 更名豫新纱厂

1939
年

被日商接收为日军管理第
一工厂；日本投降后，被国
民党河南省第三行政厅督
察专员公署接收

1950
年

华北军区炮兵司令部和邯郸军分区与安阳市政府签
订租地合同，利用广益纱厂旧址，筹建豫北纺织厂；同
年12月28日试车生产成功

1952
年

改为地方国营企业，更名为
平原省豫北纺织厂

1953
年

更名为河南省豫
北纺织厂

1959
年

改名为河南省豫
北棉纺织厂

19861986年年
——

19881988年年
连续3年获省纺织工业
升档升级先进单位

1991
年 荣获“国家二级企业”称号

2000
年 成立“河南豫北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2014
年 宣告破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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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示意图

原豫北棉纺织厂大门7 资料图片

现在的豫北棉纺织厂厂区大门7 资料图片

“考古名人”
广场手绘图7

纱厂改造街区风貌展示效果图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