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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学锋）4日，记者
从河南省花卉协会获悉，在第十届中国
花卉博览会上，来自洛阳的牡丹芍药盆
花、切花及其他产品，共荣获4个金奖、
11个银奖、60个铜奖和19个优秀奖。

其中，在盆花类展品评选中，汉唐牡
丹园艺有限公司的“黑缎裹金”、神州牡丹
生态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的“冠群芳”，以及
栾川神州牡丹山庄的“黄冠”获得金奖。

“在第十届中国花博会上，我省共
获得348个奖项，创下历届花博会最好
成绩。值得一提的是，河南馆室外展
园、室内展区均荣获特等奖。”河南省花

卉协会会长何东成说，以洛阳牡丹和洛
阳牡丹元素为主线进行布局展示的河
南馆，处处体现着底蕴丰厚的洛阳牡丹
文化，本届中国花博会期间一直是热门

“打卡地”。
中国花卉博览会每4年举办一次，

素有“中国花卉界的奥林匹克”之称。
去年9月，我市全面启动第十届中国花
博会筹备工作，全市牡丹科研单位、观
赏园区、栽培企业、加工企业纷纷响应，
从定种到选苗，从管护到移栽，从运输
到布展，每一步都精准、精确、精细推
进。本届中国花博会，洛阳牡丹及牡丹

延伸产品在参展规模、数量、品种、品质
等方面，均为历届之最。

市林业局牡丹办主任张蓉辉介绍，
第十届中国花博会会花是牡丹，牡丹可
谓大放异彩，超七成的省级展馆展示有
牡丹盆花和鲜切花。由市林业局精选
的近 100 种洛阳牡丹衍生产品在河南
展园的锦绣中州馆集中展示，在宣传推
广中原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全面展现洛
阳牡丹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

牡丹产业是我市着力构建的“755”
现代产业体系的五大特色产业之一。
这些年，我市围绕擦亮洛阳牡丹品牌、

扩大牡丹产业规模、拉长牡丹产业链
条，坚持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推动牡丹
产业从单一观赏向综合性产业转变、从
牡丹种植向全链条延伸转变。

中国花卉协会牡丹芍药分会会长
王莲英对洛阳牡丹的布展情况和展出
效果给予充分肯定。她说，洛阳牡丹和
洛阳牡丹文化享誉中外，近年来，洛阳
牡丹产业在提质发展的“快车道”上行
稳致远。第十届中国花博会对洛阳牡
丹的集中推介，将有助于洛阳进一步擦
亮洛阳牡丹“金字招牌”，助推洛阳特色
牡丹产业提质发展。

荣获4个金奖、11个银奖、60个铜奖和19个优秀奖

“洛阳牡丹”闪耀第十届中国花博会

核心部件有哪些突破？数万条电缆如何布设？记者走进地铁2号线
车辆制造基地，带您探访——

目前，洛阳地铁2号线
已经实现“轨通”，首列车也
已开始试跑和综合调试。2
号线运行所需的19列列车
全部实现“洛阳造”，这着实
令洛阳人感到自豪。

那么，您知道一列地
铁列车有多少条电缆吗？
一列列车从开始总装到完
成检测需要多久？地铁 2
号线车辆与 1 号线车辆相
比 有 哪 些 提 升 ？ 记 者 昨
日走进地铁 2 号线车辆制
造基地——洛阳中车轨道
交通装备有限公司，为您探
访“洛阳地铁车辆洛阳造”
背后的故事。

6月24日，伴随低速、中速和
高速试验的结束，地铁2号线列车
试车线“热滑”试验顺利完成。数
据显示，洛阳地铁2号线供电、接
触网、车辆及轨道等系统运行稳
定，各项指标状态良好。

试验状态良好，离不开高质
量的车辆。地铁车辆制造工序
繁多，技术难度大，在加工、组
装、调试等关键环节，每一步都
需要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核查和
监控，以确保制造过程中的安全
性和稳定性。

市轨道交通集团相关负责
人介绍，2号线19列列车全部在
洛阳制造。与1号线车辆相比，2
号线车辆零部件尤其是核心部
件本地配套率有了大幅提升，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号线车辆的
电力牵引系统均采用了洛阳本
地公司的产品。

“今年年初，组建了2号线车
辆电力牵引系统洛阳本地化生
产线，推动地铁车辆核心部件

‘洛阳造’实现了新突破。”市轨
道交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电
力牵引系统是地铁车辆的动力
源，承担将直流电网的电力转化
成交流电，并在车辆运行中对速
度进行调控等任务。

电力牵引系统实现“洛阳
造”，是洛阳本地轨道设备制造
能力的又一次提升。

走进位于瀍河区的洛阳中车城轨
公司总装车间，可以看到这里有序停
放着多节正在装配的车厢。

一列地铁列车的总装，需要哪些
环节？常规多少天可以完成？是否与
汽车总装的流水作业一样？

“地铁车辆的总装虽然也是流水
作业，但与汽车、拖拉机等相比，有着
明显不同。”该负责人介绍，汽车总装
一般是人员和设备保持静态，车辆在
流水线上运转，进行各个环节的装配；
地铁车辆由于车体较大，总装则采用
相反模式，车辆保持相对静态，技术人
员和设备进行“流水线”运转。

记者看到，平时我们乘坐的110余
米长的地铁列车，并不是一次性整体制
造的，而是每节车厢事先独立完成内部
装配，随后连接在一起。

每两节车厢的连接，有 3 个不同
的系统来保障：首先是车厢与车厢的

“空间连接”，即设置贯通道卡口互联；
其次是车辆控制系统的“电控连接”，

即在车体端部设置跳接电缆，承担所
有供电和控制系统连接任务；最后是
车辆底盘牵引系统的“动力连接”，这
通过车头和车尾的钩缓装置来实现。

车辆制造完成后，还将进行十分
严格的出厂前“体检”。整个“体检”过
程包括静态和动态检查两部分，主要
对车辆各系统功能、部件性能等进行
测试，并对牵引制动功能进行检查。

车辆需要先在车间内完成对牵
引、制动、车门、空调、辅助系统、乘客
信息显示系统等设施的千余项“体
检”，然后转运到试车线上进行动态调
试，并接受淋雨试验等检验。

到总装车间后，地铁车辆需要经
过线路组装、部件组装、单车检验、落
车称重调簧、静态调试、淋雨试验、动
态调试等诸多环节。其中，线路组装
和部件组装大约需要18天左右，静态
调试和动态调试大约需要8天。经过
测算，平均每列车辆由开始总装到完
成检测、具备出厂条件需要28天左右。

地铁车辆运行，需要电力设施供
能，车体内各项服务和信号也需要电
气系统来保障。密布地铁车辆内部的
电缆，就如同人体的毛细血管，连通着
车辆的各个部位。

因此，电缆布设，是地铁车辆制造
的重要一环。

记者在总装车间看到，这里专门
设有一大片电缆预布线作业区。现场
负责人介绍，地铁车辆的线路主要分
布在客室和底架两大区域。为确保规
整，方便排查检修，所有电缆分类分区
布设于线槽内。

地铁车辆电力系统十分繁杂，布

设难度很大。这个难度，首先体现在
电缆数量上，每节车厢的电缆都在千
条以上，在狭小空间内布局，对施工技
术要求很高。由于各条线路功能不
同、接口不同，稍有不慎摆错位置，就
有可能给地铁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电缆布设，需要时刻保持高度警
惕，时刻保持精细有序。”该负责人介
绍，地铁 2 号线车辆电缆预布设班组
一般由 5 名作业人员组成，其中 2 人
负责客室线路、3人负责底架线路。

据统计，一列地铁列车的电缆有
数万条之多，需要 5 名作业人员连续
作业15天左右才能完成布设。

从开始总装到完成检测需要28天左右

核心部件“洛阳造”
实现新突破

一列列车数万条电缆需5人15天布设

2号线车辆可视化系统
更优、稳定性更强

洛阳地铁车辆洛阳造 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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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地铁 2 号线的车辆，在

国内同类型车辆中，各项技术和配
套设施均处于前列。”洛阳中车城
轨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与地铁1
号线车辆相比，2号线车辆增加了
不少创新，可以说更有“科技范
儿”、更加“人性化”。

——自动化程度更高

洛阳地铁 2 号线车辆在制造
中，首次引入“ATO+”控制模式，
车辆具备自动清洗、自动鸣笛、对
位调整等功能，当进站停靠出现偏
差时可自行精准对标停车。

——低碳节能性更优

车辆具备照明、温度监控等
能耗记录功能，可根据光照环境、
人员密度的变化，自动调节车内
照明亮度和空调温度，节能降耗
效果更优。

——可视化效果更佳

车内安装了21.5英寸LCD屏
和43英寸动态地图。这两类屏幕
都比1号线车辆安装的更大，可以
呈现更多车辆运行的信息，显示更
大的图像，方便远距离观看。

目前，2 号线的 19 列列车中，
除首列车已到达刘富村车辆段开
始调试外，还有5列也已完成厂内
调试，近期将发送到车辆段开始联
调。按照计划，剩余车辆正在有序
制造，可以保证今年年底前洛阳地
铁2号线如期开通运营。

我们也热切期盼，几个月后，
市民可以乘坐贯穿南北的 2 号线
地铁，与横跨东西的1号线地铁实
现串联组网、快速换乘，感受更加
快捷、时尚的都市出行体验。

本报记者 李东慧 通讯员 孙
亚军 翟佳羽 文/图

近日，洛阳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杨延卿获
得“河南省优秀共产员”称号。面对荣誉，他说：“无论在哪里，
红心永向党，随时听召唤。”

2005年，杨延卿从部队退役后，选择自谋职业，于2008
年创立洛阳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十几年来，他深入社区、学
校、企业、部队，普及心理健康知识，累计开展公益心理辅导讲
座1000 多场、公益心理咨询3000 多次。截至目前，该协会
累计为近万人提供心理辅导，培养心理咨询师3000多人。

去年年初，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洛阳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党
支部迅速行动，组建了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及时开通了4条心
理援助热线，24小时提供心理疏导服务。该协会党支部还积
极会同市总工会，组建了洛阳奔赴湖北一线医疗队员家属微
信群，积极为他们提供心理安抚和情绪疏导，使医疗队员安心
援鄂。

“我是党员，急难险重的事就要先上。”2008 年汶川地
震、2010 年青海玉树地震、2012 年云南彝良地震、2014 年
云南鲁甸地震，杨延卿都义无反顾前往震区，从事心理援助
工作。

如今，杨延卿依然忙碌——为社区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
进行心理辅导。在服务群众的道路上，他步伐坚定。

本报记者 郭飞飞 通讯员 马莹

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杨延卿：

红心永向党 随时听召唤

近日，在位于宜阳县产业集聚区电子电器工业园的海普
半导体（洛阳）有限公司内，技术人员正在进行铜带缠绕螺旋
焊柱生产和检测。该款焊柱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器件芯片。

该公司主要进行电子产品和通信信息产品的半导体材料
及设备的研发和销售，致力于快速推进芯片材料的国产化，其
自主研发的产品在多个领域实现多项零的突破，打破了长期
以来国外企业在芯片封装关键基础材料领域的技术垄断。

记者 鲁博 通讯员 周伟星 摄

加快自主研发 推进芯片材料国产化

7月3日，2021老君山观海避暑节开幕仪式在河南老君
山风景名胜区演艺广场隆重举行，来自省内外多地的知名旅
游专家、媒体、旅行商，以及数千名热情游客，一起见证了这场

“清凉盛事”的开幕。
在开幕仪式上，洛阳日报报业集团、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河南省老君山文旅集团进行了合作签约。杭州
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A股上市公司，旗下明星产品

《梦三国2》是热门国风电竞第一MOBA网游，拥有注册用户
1.3亿。三方将在接下来的合作中，共同探索“文旅+媒体+电
竞”的跨界新运作模式，树立“景游互动”融合新标杆。

君魂 文/图

“文旅+媒体+电竞”跨界合作，
树立“景游互动”融合新标杆

观海避暑，不负盛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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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调试静态调试

老城区纪检监察机关重视审计工作中的“三不”机制建
设，派驻纪检监察组发挥“探头”和“哨兵”作用，坚持把监督挺
在前面，责任向监督压实、力量向监督倾斜，推动老城区审计
局以“三必须”要求做好廉洁审计，防控业务廉政风险，进一步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必须廉政谈话。在审计业务正式开始前，区审计局主要
领导、纪检监察组长要对所有审计组成员进行廉政谈话，重申
廉政审计的具体要求，要求每名同志都要常怀对铁律的敬畏
之心，防范廉政风险。

必须廉政检查。在审计实施过程中，必须进行廉政检
查。在审计项目实施过程中，派驻纪检组随时派出督查人员，
以明察、暗访或与被审计单位相关人员座谈等形式，随机对审
计组的廉政情况进行抽查。

必须廉政反馈。在审计项目结束后，必须提交廉政反馈
意见。在现场审计结束后，派驻纪检监察组向被审计单位征
询廉政意见，全面客观评价审计组在审计期间廉政情况，并将
反馈结果及时处理、存档。 （黄海锋 卢征阳）

廉洁审计“三必须”
廉政风险严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