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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洛阳市委机关报

凡人民所需者，莫不全力而为。
——1948年4月9日本报发刊词

报头题字：

全国百强报刊

本报讯 （记者 李东慧 白云飞）
昨日，洛阳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召开，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肩负新的历史使命，以史为
鉴、开创未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市，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
洛阳绚丽篇章。

市委书记李亚出席会议并讲话，为
全市党员领导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徐衣显主持会议，
并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要求。
赵会生、吴中阳、杨炳旭及在洛其他市
级领导参加会议。

何泽民、刘典立、潘汉平、周宗良
等市级离退休老同志出席会议。

李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未来，贯通伟大
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高

屋建瓴、气势恢宏，是一篇马克思主义
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宣言，是我
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的行动指南。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作为当前理
论武装工作的重中之重、党史学习教育
的核心内容，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
潮。要吃透精神实质、把握核心要义，
深入领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
成就，深入领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个主题，深入领会党团结带领人民不
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入领
会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
值，深入领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
根本要求，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代表
党中央发出的伟大号召，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上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
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

李亚强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肩
负新的历史使命，是我们对历史最好的
纪念、对当下最好的把握、对未来最好
的作答。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始
终听党话跟党走。始终以党的旗帜为
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
为意志，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
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
的坚决不做。要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 ”，在 思 想 上 政 治 上 行 动 上 同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始终胸怀“国之大者”，不断增强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创造性地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在
洛阳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
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
的领导落实到工作各领域各方面，不断
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
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李亚指出，要坚持不懈加强理论武

装，自觉学真理用真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要
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
位，坚 持不懈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
心走实。要坚持真学促“深化”，结合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结合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指示
批示精神，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
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坚持真信促“消
化”，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
法、道理学理哲理，让所学所悟刻在骨
髓、融入血液、成为基因；坚持真用促

“转化”，让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在河洛大
地落地生根、形成生动实践。

李亚强调，要矢志不渝坚定理想信
念，切实守正道见行动。理想信念就是
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要从党史中
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始终筑
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
之舵。 （下转02版）

李亚在洛阳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上强调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肩负新的历史使命
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洛阳绚丽篇章

本报讯（记者 李东慧 通讯员 高
江鹏 郑豪杰）昨日，周山大道快速化改
造工程开工，将提升5.7公里的快速路，
预计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

周山大道快速化改造工程北起周
山大道跨涧河桥、南至九都路，全长5.7
公里，红线宽度为50米至72米。该段
周山大道主要采用高架快速路的方式
进行提升，高架桥分别上跨建设路、中
州路、景华路、西苑路、联盟路，在联盟
路以南落地，高架桥和地面快速路均
为双向六车道。其中，周山大道高架
桥在与建设路、西苑路交叉口分别设

置两组上下行的匝道，在这两个路口的
南北两侧均设有能便捷上下高架桥的
匝道。

市住建局负责人介绍，按照市委、
市政府的整体部署，周山大道作为中心
城区“井字+外环”快速路网的重要组成
部分，完成快速化改造后将大幅改善涧
西片区的交通环境，加速构建快速、高
效、互联的城市路网结构。同时，周山
大道可向北连通红山、麻屯等产业园
区，向南连通自贸区、洛龙科技园区，未
来有利于加强沿线产业园区之间的沟
通联系。

北起周山大道跨涧河桥、南至九都路，全长5.7公里，主要为高架快速路

周山大道快速化改造工程开工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记者 梅常伟）中央军委
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5 日在北京八一大楼隆重举行。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颁发命令状。

下午5时15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
始。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中央军委副主席
张又侠主持晋衔仪式。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南部战区司令员
王秀斌、西部战区司令员徐起零、陆军司令员刘振立、

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巨乾生。
晋升上将军衔的4位军官军容严整、精神抖擞来

到主席台前。习近平向他们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
佩戴了上将军衔肩章的4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
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晋衔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
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升民，以及
军委机关各部门、驻京大单位主要领导等参加晋衔仪式。

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唰——唰——”日前，在位于高新区的洛阳易普特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伴随着有节律的机械运作声，一台
台如数控机床大小的设备稳定运转，不断将型砂加工成各式
各样设计复杂的砂模。

“这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D砂型打印技术，也是3D打
印技术在铸造业领域的规模化创新应用。”该企业生产副总监
张帅强说。

洛阳易普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3D砂型打
印及铸件制造与服务的科技型企业。依靠先进技术，这家成
立不到 3 年的“年轻”企业今年成功入选国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凭借快速、便捷、专业的3D砂型打印业务，在业内刮起3D
砂型打印助力传统铸造的“旋风”，推动铸造行业向“绿色智
能”转型。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最具活力、潜力及成长性的创新主体，
是培育发展新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我市
着力打好政策“组合拳”，多措并举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
发展，持续壮大科技型中小企业集群。

为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我市实施了科技型中小企
业“春笋计划”，鼓励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开
展新产品研发、知识产权保护等科技创新活动，支持具备条件
的中小企业转型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建有市级及以上研发平台、连续3年通过国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评价的企业给予资金奖励。

同时，我市通过政策宣讲、座谈交流、网络培训等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金融扶持等政策
解读，帮助企业理解政策、把握政策、用好政策，让更多有技
术、有市场的科技型企业获得精准支持。

今年上半年，全市共有1178家企业入选国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一批创新能力强、成长速度快、发展潜力大的科技型中小企
业加速成长，为我市创新驱动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在打造创新生
态上不断加力，持续深化创新主体、创新平台“双倍增”行动，
完善“微成长、小升高、高变强”科技型企业梯次培育机制，
引导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着力培育壮大创新主
体，汇聚更多高端优质创新资源，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活
力、新动能。 本报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王亚丽

强化政策支持，提供精准服务，今年上半年——

全市1178家企业入选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近日，在中信重工的铆焊车间和
数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生产。眼下，
该公司订单进入交付高峰期，生产
红火。

在今年各项惠企政策扶持下，该
公司加快转型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市
场订单和企业利润持续增长，6 月下
旬提前实现“双过半”目标。目前，全
体员工正继续奋战，为完成全年目标
再作贡献。

记者 潘郁 通讯员 黄政伟 摄

中信重工：

强增长 多贡献

周山大道快速化改造工程效果图周山大道快速化改造工程效果图

本报讯（记者 孙自豪）昨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徐衣显
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各县区工作汇报，分析形势，研究部
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强调要锚定目标、躬身入局、加压奋进，把
工作向目标奔、往实里抓，为实现“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
目标和全年任务作出突出贡献。

会上，各县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今年上半年
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项目建设、“万人助万企”活动实施等情
况。徐衣显边听边记，就有关问题与大家交流探讨，就县区工
作提出八点意见。

一要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加快形成增长极。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对洛阳
的更高定位，瞄准“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目标，全周期运
行调度、全流程要素保障、全方位优化环境，当好服务企业的

“店小二”，深入推进“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高效率上下畅通
行动，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确保完成全年任务，坚决
实现“十四五”预定目标。

二要保持韧劲、攻坚克难，抓好项目建设“牛鼻子”。坚持
项目为王，强化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着力破瓶颈、抓前期，抢
工期、抓进度，重长远、抓谋划，严把关、重质量，为高质量发展
积蓄后劲。

三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增强产业竞争优势。把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推进产业集聚区“二次创业”，统筹
好存量与增量，突出主导和特色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
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30年”谋划好未来产业，着力厚植优
势、补齐短板。

四要综合施策、三力联动，强化发展新动能。强化创新驱
动，抓住省委、省政府加大创新投入的机遇，推进“三区融合”

“一谷两廊四中心”和“双倍增”行动。强化改革推动，变“被改
革”为“我改革”，用好全省深化改革试点政策红利。强化开放
带动，抓好产业链精准招商，加强县区招商引资考核，提高开
放发展水平。 （下转02版）

徐衣显主持召开县区经济工作专题汇报会

锚 定 目 标 躬 身 入 局 加 压 奋 进
为尽快实现“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
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