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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双十一”。以
前说起电商，大家也许第一时
间想到的是江浙沪地区。而
如今的洛阳，电商产业蓬勃兴
起，正吸引成千上万青年人才
会聚，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互联
网时代，不断抢占新的制高
点。本报今起推出“从‘双十
一’看洛阳电商产业青春力
量”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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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这是一
片大有可为的热土。行走在河洛乡村，
一幅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的振兴画
卷徐徐铺展。

昨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团市委联合举办的“青年友好型城市
系列宣传·青年看洛阳”系列活动举行

“看乡村振兴”专项。本场活动由市委
农办、市农业农村局承办。来自我市
企业、高校、机关等各界青年代表，深
入乡村振兴示范引领县区孟津区，走
进十里香草莓基地、送庄镇朱寨村和
生生牧场，共同感受返乡创业的新活
力，领略美丽乡村的新面貌，体验农旅
融合的新业态。

对话乡贤，聆听创业故事

冬日里，阳光正好。步入十里香
草莓基地，大棚里一垄垄的草莓已经
开花，再过一个月即将上市。十里香的
草莓，人们并不陌生，不过，现在这里
已经不单纯是草莓采摘基地，立体栽
培、无土栽培、迷你菜园、热带植物驯
化等现代农业场景，共同构成了研学体
验基地。

“曾经提及农业，是面朝黄土背朝
天；如今看来，现代农业的新技术新业
态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移动洛阳
分公司青年代表寇豫川说。

在十里香草莓基地，特色农业令人
新奇，而吕妙霞的返乡创业故事，更深
深感染了大家。

1989 年，年仅 21 岁的吕妙霞离开
家乡到北京闯荡，从一辆平板车起家，
创办了自己的水果连锁店，在北京站稳
了脚跟。一人富不算富，2009年，吕妙
霞放弃城市的优越生活返乡创业。10
多年创业路，她带动当地成为闻名全国
的草莓种植基地，带领 5000 多名群众
增收致富。

“广阔农村天地大有可为。”来自河
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代表刘科
说，作为一名农林专业的大学生，未来
也要像吕妙霞一样扎根乡村，奋力闯出
一片天地。

走进乡村，领略田园新貌

离开十里香草莓基地，青年代表来
到送庄镇朱寨村。古朴雅致的豫西民
居、黑亮整洁的柏油马路、五彩缤纷的
生态游园、温馨舒适的乡村生活，带给
人归园田居的诗意感受。

美的是“面子”，实的是“里子”。在
朱寨村，“厕所革命”“污水革命”“灶台
革命”一齐推进，实现污水、燃气等配套
管网通组入户。“农村不比城里差，正在
一步一步成为现实。”中浩德公司青年
代表王万乐感慨。

朱寨村，只是美丽乡村嬗变的一个
缩影。在孟津探访，车辆沿途经过送
庄、平乐、朝阳等镇，所到之处，乡村面
貌焕然一新，实现了从一处美到全域
美、从外在美到内在美、从环境美到生
活美的转变。

这些年，洛阳把生态宜居作为乡村

振兴的关键，推动农村环境发生了质的
改变。在此基础上，“四好农村路”、农
村电商、冷链物流、网络基础设施等短
板加快补齐，更为今后人才返乡、资本
回流夯实了基础。

“乡村承载着人们的乡愁记忆，也
是未来人人向往的地方。”王万乐认为，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可以预见，
未来乡村将真正成为现实版的《富春山

居图》。

农旅融合，畅享健康惬意

秸秆青贮后作饲料养殖奶牛，产出
新鲜牛奶；牛粪经发酵转化为沼气能
源，用于生产生活；沼液、沼渣作有机
肥，营养有机果蔬；养殖牧场融入“三牛
精神”、拓展休闲元素，摇身一变成为观
光牧场……

在洛阳生生乳业农牧庄园，“秸
秆青贮—奶牛养殖—牛奶加工—沼
气工程—清洁能源—无公害果蔬种
植—观光农业”绿色循环农业发展之
路，生动呈现了农旅融合发展的完整
链条。

“丰富保障粮袋子、菜篮子供给，是
农业发展的头等大事。如今，伴随着消
费升级，农业的生态功能、旅游价值也
在持续放大。”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向青年代表介绍。

在现场参观农牧庄园、品尝新鲜牛
奶之后，平安保险公司青年代表吴昊宇
说，当前洛阳正在加快建设青年友好型
城市，期待未来农业不但更健康，而且
更好玩，通过在乡村嫁接更多青年喜闻
乐见的新业态，让美丽田园也能成为青
年的会客厅。

本报记者 白云飞 实习生 高浩
通讯员 段永勇/文 记者 鲁博/图

“青年友好型城市系列宣传·青年看洛阳”系列活动“看乡村振兴”

河洛乡村：新面貌新业态新活力
本报讯（记者 陈曦 通讯员 谢丰豪）服务企业就是

服务全市工作大局。昨日上午，“万人助万企 党媒在行
动”暨《洛阳造，加油！》5G直播活动在我市正式启动。该
活动将通过新的融媒体栏目和数字赋能，为全市“万人助
万企”活动深入开展提供新的平台载体。

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指导，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市
工信局（市万人助万企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移动
洛阳分公司主办，洛报集团掌上洛阳客户端承办。

根据规划，该活动未来将深入我市各类企业、双创团
队，通过5G视频直播向全国网友展示洛阳企业的创新力
和核心竞争力，并在后期制作短视频进行全平台发布，力
争让更多人认识“洛阳制造”、认可“洛阳制造”、购买“洛
阳制造”，同时为更多企业来洛投资提供推广平台和对接
渠道。

在具体分工合作上，作为洛报集团重点打造的移动
端平台，新型主流党媒掌上洛阳客户端将积极创新宣传
模式，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围
绕打造最优营商环境讲好“洛阳故事”。结合“万人助万
企”活动，洛阳移动将为企业量身打造“万人助万企”信息
化服务平台，组建专业的信息化专家服务团队，并为企业
提供一整套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解决方案。

此外，随着该活动正式启动，与之配套的洛阳“万人
助万企移动互助平台”也在建设当中。未来，该平台拟实
现新闻发布、文件（通知）集纳、诉求办理过程监督、部门
协同、问题信息追溯、数据科学管理等多种功能，进一步
通过数字赋能推动全市“万人助万企”活动深入开展。

融合传播全新载体
数字赋能助企服务

“万人助万企 党媒在行动”暨
《洛阳造，加油！》5G直播活动启动

10日上午，在洛阳容威电子商务产
业园，大门口送货的车登记、放行，园
区 内 企 业 生 产 、运 送 等 工作紧张而
有序。

“这不‘双十一’了吗？这两天订单
暴增，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说话的是
洛阳康谐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宋旦旦。

在企业仓库，记者看到，纸箱上“台
湾风味小吃”的字样十分显眼。

“你可别看这写的是台湾小吃，生
产地却是伊川县江左镇。”看到记者有
些疑惑，宋旦旦说。

正是看中了电商的发展潜力，宋旦
旦在企业创立之初就选择了互联网。
今年才 33 岁的他，已经是个老电商人
了。就是这款产自洛阳的台湾风味小
吃，一度进入“年轻人最爱的网红零食排
行榜”前列，在淘宝天猫商城一年销售
10万箱，让企业年收入近千万元。这个
销售速度连宋旦旦都说“没想到”。

让人“没想到”的，还有从事纸箱加

工的洛阳肖印纸业有限公司。
“唰唰唰……”当记者来到洛阳肖

印纸业有限公司的车间，只见8条全自
动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根据客户需求，
不同型号的纸箱在这里生产、加工、包
装，然后运送至世界各地。

今年 32 岁的肖非，在创办企业的
时候，没有想到洛阳电商这两年会迎来
爆发式增长。目前，该公司主要服务电
商企业，其中洛阳六成以上电商企业的
包装纸箱都来自这里。该公司每天可

加工 10 万个纸箱，还出口加拿大、法
国、巴基斯坦、印度等多个国家。

“对于薄利多销的电商企业，纸箱
能在本地产、本地销，可大大降低物流
成本。”洛阳互联网协会副会长、洛阳容
威电子商务产业园董事长车炳恒说。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被看作年轻
人的狂欢盛典。已经从事电商产业将
近 20 年的车炳恒，今年用“爆发”“巨
变”来描述他眼中的洛阳电商产业。

爆发来自数据。据市商务局统计，

2020 年，我市电商交易额 2650 亿元，
其中网络零售额567亿元。今年前9个
月，全市电商交易额2219亿元，同比增
长13.2%，其中网络零售额490亿元，同
比增长20.39%。

巨变则来自洛阳电商正在从“中间
商”向“制造商”转变。

“以前从外地买回来的产品比卖出
去的多，现在从洛阳卖出去的产品比买
回来的多。”车炳恒介绍，电商发达的南
方地区是电商货源的集散地。在此之
前，洛阳电商从南方进货，再卖向全国
各地，只能赚取微薄的差价。而如今，
越来越多的洛阳电商企业有了自己的
工厂、专利、商标，再加上完整的产业链
条和配套服务，让洛阳电商产业插上了
腾飞的翅膀。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企
业的电商应用正在向多领域渗透融
合。目前，全市大型企业电商应用率超
过70%，中小企业51%，工业企业68%，
商贸企业80%，为产业的转型升级带来
了动力和活力。阿里巴巴、京东物流、
巨量引擎等名牌电商企业加快在洛阳
布局，更是带动了本地电商企业多领域
融合发展。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我市着
力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创新“电商+快
递”模式，引导和鼓励电商企业与快递
企业、传统生产企业多方资源融合建设

“仓配一体化项目”，这一创新经验得到
了商务部和国家邮政局充分肯定并在
全国推广。

本报记者 李迎博 通讯员 秦利
利 文/图

我市电商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吸引众多青年人才会聚——

从“中间商”走向“制造商”

本报讯（记者 赵志伟 戚帅华 通讯员 黄政伟）削
岩如泥，掘进无阻！又一项“洛阳智造”在洛批量下线。

日前，在众多国内大客户见证下，中信重工通过合作
创新，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研制的新一代T3.20悬臂式硬
岩掘进机在工厂实现批量化下线。

硬岩掘进机又被形象地称为钢铁“穿山甲”。中信重
工研制的T3.20悬臂式硬岩掘进机，整机重约135吨，集
截割、铲运出渣、行走于一体，整机长度为17米。

该款硬岩掘进机采用世界领先的定位截割破岩工艺
技术，经济截割硬度达80兆帕；其独有的方形伸缩截割
臂，截割最大高度达7.9米、最大宽度可达9.5米，定位截
割面积为73平方米，卧底深度1.2米；由于具备不同锥角
截割头设计、多形状断面开挖、内循环冷却系统等多项先
进功能，与国内同类机型相比，其截割效率提升30%以
上，且能够做到隔爆减震，安全可靠。

借助5G和“互联网+”平台，融合远程控制、故障诊
断等控制系统，中信重工给钢铁“穿山甲”装上了智能化

“大脑”。
批量下线的新一代智能化 T3.20 悬臂式硬岩掘进

机，适用于铁路、公路、地铁等工程隧道掘进，磷矿、盐矿、
金属矿等矿山开采及巷道掘进、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市政
排水涵洞开挖等多种工况领域的施工。

到今年 10 月，中信重工已走过 65 年辉煌发展历
程。65年来，该企业牢记共和国长子企业实业报国、制
造强国的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接续奋斗，企业从建
厂初期单一生产矿山设备的制造厂，发展成为涵盖矿山
建材及重大装备、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新能源装备、特种
装备四大领域的先进装备制造企业。

据悉，智能钢铁“穿山甲”在洛批量下线，将进一步推
动中信重工国产硬岩掘进装备的技术发展，对开拓国内
掘进装备市场意义重大。

智能型悬臂式硬岩掘进机
成为“洛阳智造”又一重器

智能钢铁“穿山甲”在洛批量下线

昨日，在洛龙区张衡街小学，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学习
传统礼仪文化，共同感受国学经典魅力。

洛龙区积极探索“双减”（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新路径，一方面减少学生课业负
担，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学校、家庭及社会各界作用，推进
传统文化进校园，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传统文化的
魅力，既达到陶冶情操、启迪心智的目的，又有效提升了
课后服务质量，让课后服务“减负”不“减质”。

记者 张光辉 特约通讯员 张俊望 摄

传统文化进校园
“双减”焕发新魅力

电商企业为迎接“双十一”加紧备货

今天下午4点半，“青年友好型城
市系列宣传·青年看洛阳”系列活动
将举行“看河洛青年多彩生活”专
项。本场活动由团市委牵头承办，并
将进行融媒体文图直播。

在活动中，全市各界青年代表将
探访洛阳体育公园，观摩射击、田径、
自行车训练，感受激情四射的青春活
力；走进中浩德控股集团，参观党建
长廊、青年之家，触摸创新创业的蓬

勃脉动；深入洛邑古城“夜间青年之
家”，穿汉服、品非遗，观看“古城闲音
乐厂牌——书说洛阳”街舞表演和

“笑场喜剧”脱口秀表演，品味多姿多
彩的时尚生活。

届时，您可登录洛阳网（http://
www.lyd.com.cn/）或 手 机 洛 阳 网
（http://m.lyd.com.cn）观看文图直播，
一同领略河洛青年的多彩生活。

（白云飞）

文图直播！今天下午
看洛阳青年的生活多精彩

青年代表在十里香草莓基地智慧农业科普研学馆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