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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头脑大风暴”正在席卷瀍河大地！
“助推双碳经济产业园成为辐射带动力

强的专业化现代化园区”“多元素打造集运
动、休闲、生活、就业、购物、创业等场景于一
体的15分钟便民生活圈”“奋力建设青年友
好型城市先行区”……在全市上下掀起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省市党代会
精神热潮之际，“奋进新瀍河 奔跑新时代”
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启动，成为将会议精
神转化为发展成效的“催化剂”。当“学”的
热情、“思”的自觉、“谋”的主动升腾，当一
项项具体举措、一条条现实路径在思维碰
撞中逐渐明晰，思想“破冰”正在有力引领
发展“突围”，凝聚起建设“美丽新瀍河”的
强大正能量。

有人说，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总是相互
激荡、彼此成就；也有人说，因循苟且逸豫而
无为，可以侥幸一时，而不可以旷日持久。
角度不同，都是在讲一个朴素的道理：思想
对得上形势，把得准规律，才能跟上时代、引
领时代。不论是小岗村顶住“耕地累死牛，

用水打破头”的质疑，用大包干拉开农村改
革序幕，还是浙江打破“一放就乱、一管就
死”的思维困局，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成就
要素集聚高地，每一项发展新成就背后，无
不源自思想解放的先导。可以说，大发展总
是伴随思想大解放，思想大解放又往往促进
大发展。要在同一时空格局中率先“抢跑”，
思想解放总是前置的“第一程序”。

“当时代再次召唤你腾飞时，绝不能头
脑中还想着爬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的瀍
河，尤其懂得思想解放的现实意义。

胸怀大局，这是弄潮时代浪尖的应势之
举。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擘画“两个确保”的
宏伟蓝图，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描绘“重振洛
阳辉煌”的美好前景，创新都是发展的逻辑
起点、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位置。和全省全市
一道赶路，瀍河锚定“创新驱动、永争一流”，
大步迈向“美丽新瀍河”的新征程，如果没有
从思想深处解决认知问题，就难以用创新思
维解决实践问题，就难以在时代发展中勇立
潮头。只有开启解放思想“总开关”，以思想

解放激活创新思维，以创新思维重塑竞争优
势，才能写好“奋勇争先、更加出彩”的“瀍河
答卷”。

审视自身，这是破解发展瓶颈的关键所
在。奋进新征程，从土地利用效益偏低，到
产业不兴状况突出，从就业就学就医等一系
列民生短板，到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
境建设仍有改进空间，面对一长串“瓶颈性”

“老大难”问题清单，瀍河发展还有“硬骨头”
要啃，有很多“急险滩”要涉。“沿着旧地图，
一定找不到新大陆。”瀍河比任何时候都需
要解放思想，让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涌流
到头脑中来，依靠改革“关键一招”打通“瓶
颈”“堵点”，开辟“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发展
新境界。

毫无疑问，唯有解放思想，与时代大势
“对位”、与发展规律“对焦”，才能让改革创
新“两大动能”强劲澎湃起来，才能在做强自
身中服务大局！

事实上，对思想解放所迸发的巨大效
应，瀍河人民体会尤为深刻。今年以来，瀍

河以“走出去、请进来，大学习、大讨论”推动
思想解放为开端，全面掀起“美丽新瀍河”建
设热潮。如果没有用“市场化观念”武装头
脑，就不会有50亿元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
基金开花结果，在产业发展中实现财政资金

“四两拨千斤”；如果没有“抓住青年就是抓
住了人才”的清醒认识，就不会有“五大”优
惠政策的重磅出台，打下青年友好型城市先
行区建设扎实根基；如果没有“房地产依赖
过重、转型发展势在必行”的彻悟，就不会有
双碳经济产业园、健康科技产业园的创新谋
划，驶上“弯道超车、换道领跑”的产业发展

“快车道”……“思想的闪电”，让主动作为的
意识更强了，敢为人先的气魄更足了，海纳
百川的胸怀更广了，实现了改革创新发展迅
捷起步。

解放思想不是“歼灭战”，而是“持久
战”。不能与时俱进地解放思想，现在的引
领者也可能沦为未来的跟随者。

要看到，思想的差距仍然是最大的差
距，观念的落后仍然是最大的落后。有的封

闭狭隘、夜郎自大，“桌底下放风筝”“洗澡盆
里游泳”；有的甘守旧摊、按部就班，存在惯
性思维、路径依赖，喜欢“穿着新鞋走老路”；
有的避责怕事、推诿扯皮，言必问出处、事必
套条文，“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事”……种
种思想观念陈旧僵化之“冰”，说到底是患
上了改革创新的“恐惧症”“倦怠症”“抵触
症”，迫切需要我们在解放思想中统一认识、
更新观念，在解放思想中强化作风、凝聚力
量，在解放思想中抢抓机遇、不断突破。

解放思想不仅是认识问题，也是实践问
题，不是空洞口号，而是具体行动。要自觉放
眼周边作比较，环顾省内找差距，强化紧迫感、
危机感，敢于承认自身不足，做到敢破敢立；要
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找准问题症结，围绕抓
改革是否有新思路、抓发展是否有新举措、抓
稳定是否有新成效、抓落实是否有新突破，深
挖问题根源、推动问题解决；要把思想大解放
与在新时代彰显新气象、展现新作为紧密结合
起来，在实际工作中突出亲劲、热劲、冲劲、拼
劲，凝聚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

这个“英雄不问出处”的时代，一定会慷
慨酬赠那些思想顺应发展趋势的人。

打开闸门，让思想解放大潮奔涌，把前
进路上的一个个“痛点”“难点”变成“美丽
新瀍河”的“支点”和“亮点”，就一定能在新
起点上实现新突破，全面开拓高质量发展
新境界！ （河平）

思想解放天地宽
瀍河区 :

本报讯（记者 李三旺）20日上午，市政府办公室
召开动员大会，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部
署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作为市政府办公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
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全会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
表述，准确把握《决议》的框架结构和逻辑关系，全面提
升从政治上看问题、把握问题、研判问题的能力和水
平，切实用全会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心、增
强斗志。

会议强调，要高质量开展好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着力破除“本领恐慌”问题，树立“好学上进”观念；破除

“标准不高”问题，树立“争先进位”意识；破除“效率低
下”问题，树立“又快又好”理念；破除“僵化守旧”问题，
树立“开拓创新”思想；破除“佛性躺平”问题，树立“拼
抢攻坚”导向；破除“畏难避责”问题，树立“担当作为”
精神；破除“急功近利”问题，树立“务实重干”作风。要
坚持创新引领，注重学用结合，做到求真务实，真正通
过大讨论统一思想、转变作风、凝聚力量。要强化组织
领导，做好宣传引导，开展督导检查，切实解决存在问
题，促进工作提升。

以大讨论促进思想大解放
以好作风推动工作大提升

本报讯（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张
琳）记者从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获悉，近日，该企业自主研制的超大型
海洋工程装备——3000千焦液压打桩
锤进行沉桩试验，标志着我国海洋工程
装备领域“卡脖子”重点关键产品攻关实
现新突破，已达到国际先进技术水平，打
破了国外同类产品长期垄断的局面。

中信重工自主研制的3000千焦液
压打桩锤酷似一支超大型“针筒”，其高
度近20米，重量达500吨，是国内首台
大型整体式锤芯结构液压打桩锤。该
液压打桩锤核心部件——特殊材质锤
芯长度超过15米，重达152吨，是我国
海洋工程装备领域亟须突破的“卡脖
子”产品。

液压打桩锤是一种以液压能为驱
动力，利用锤击沉桩原理进行海上桩基
施工作业的工程设备，它的作用就是在
施工初期将长约80米的钢桩打入海床
大陆架底部，使钢桩像一根根金箍棒一
样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以保障后续
作业安全顺利进行。液压打桩锤可广
泛应用于港口拓展、海上风电资源、海
上矿产资源和海上油气资源的开发等

领域，尤其适合大型钢桩海上沉桩作业
施工。

随着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
路”建设的不断推进，海上风电开发和
深海矿产、油气资源的开采对大型液压

打桩锤的需求很大。大型液压打桩锤
是目前世界海洋资源开发施工市场的
主力设备之一，此前我国只能依赖进
口，被海上风电领域称为“一锤难求”。

抢抓海上风电产业发展机遇，中信

重工聚焦解决我国海上风电基础施工
核心装备依赖进口的“卡脖子”难题，专
门组建了跨部门、跨专业、跨系统的项
目团队，依托 40 多年重大装备研发的
技术沉淀和产品制造经验，积极牵头承
担了工信部高技术船舶科研项目“海上
作业液压打桩锤”的研发。

今年以来，中信重工先后完成了液
压打桩锤动力站和控制室联动调试、送
桩体试装、厂内总装、陆上打击试验等
工作。前不久，中信重工自主研制的
3000千焦液压打桩锤分别在江苏南通
黄海如东H4风场、H8风场和H10风场
进行了3根钢桩的沉桩试验，且一次性
完成首根桩（直径6米，长77米）打桩作
业，沉桩深度达到43.5米。根据海上沉
桩作业试验数据，其关键参数指标均达到
设计要求，相关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下 一 步 ，中 信 重 工 将 积 极 推 进
3500千焦以上系列化液压打桩锤的研
究攻关及产业化，着力研发作业水深
200 米到 1500 米的深水打桩锤，助力
海洋工程装备实现国产化，不断满足
我国未来海洋基础工程从近海到深海
的拓展需求。

中信重工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台大型整体式锤芯结构液压
打桩锤进行沉桩试验

“洛阳创新”助我国海上风电打破“一锤难求”

（上接01版）
在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上，解决青年

人住房等痛点被摆上城市重要日程，如
今加快推进落地，传递出洛阳建设青年
友好型城市的鲜明导向。

出台首个博士后专项支持政策，奖
励安家费20万元，开通职称评审“直通
车”，提供随迁子女入学优待；瀍河区从
就业、人才招引、做强城市功能、发挥
文化优势、满足发展需求等方面出台

“五大”优惠政策，着力建设“青年友好
型城市先行区”；老城区推出免除企业
房租、提供创新创业补贴、帮助企业解
决融资难题、开通创新服务直通车等
十项措施，为青年创业大厦进驻企业
保驾护航……近来，一项项建设青年友

好型城市的支持政策，“360度”帮助青
年在洛阳既“站稳脚跟”更“振翅高飞”，
激发青年和城市相互成就的美好畅想。

“青年友好型城市”的打造，也是一
个城市对未来的战略规划。近年，团
市委扎实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长
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重
点聚焦青年所思所想所盼，持续优化青
年成长成才环境，制定了一系列关心关
爱青年的优惠政策，筑牢“青年友好型
城市”建设基石。

营造环境 留住青年
看城市新貌、看文旅融合、看锦绣

河山……近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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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动圆
满收官。青年代表用青年眼光、青年视
角感知洛阳的宜居宜业，为洛阳的活力
魅力频频点赞。

不久前发布的《新华·洛阳文旅融
合发展指数报告（2021）》描绘来洛游客
画像：青年游客是主力军，18岁至30岁
游客占比最大。

打造一个青年喜欢的城市环境，丰
富青年8小时工作以外的生活，让他们
感受到包容、有趣，才能增加认同感、归
属感和吸引力。

中浩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员工活动
中心免费开放的恒温泳池、健身房、台球
厅、影音室、红酒吧等，让青年员工获得
感、幸福感倍增；共青团老城区委借助洛

邑古城平台，打造洛阳首个“夜间青年之
家”，开展创业就业人才招聘会、才艺展
示后浪音乐会、婚恋交友青年联谊会、读
书研学兴趣拓展课“三会一课”，提供更
加有态度、有温度、有深度的服务，打造8
小时工作之外的青年集聚地。

青年是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的生力军，青年的活
力就是城市的活力，青年的竞争力就是
城市的竞争力。

随着青年友好型城市的建设，洛阳
正在成为一座吸引青年、留住青年、成
就青年的青春活力之城。对于洛阳而
言，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也必将为重振
洛阳辉煌创造无限可能！

本报记者 李冰

（上接01版）尤其是作为副中心城市，
要锚定万亿级经济总量目标，在产业发
展上建成规模超万亿的全国先进制造
业基地，在城市建设上聚力打造平台型
创新城市、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建
设青年友好型城市，在乡村振兴上把

“三清两建”等五大抓手推向深入，尽快
形成全省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
这些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完成的，唯有

只争朝夕、奋发有为，方能跑好属于我
们这一代人的“接力棒”。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
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
推进。”

在新的赶考路上争取更大荣光，我
们就要做好“结合”“转化”文章，切实把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转化为生动实
践和丰硕实效，就要进一步营造干事创

业浓厚氛围，在思想观念上求突破，改变
传统思维、固有套路、习惯做法，研究新
情况、分析新问题、推行新办法；在能力
建设上求提升，全面增强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八项本领”“七种能力”，更好适
应时代发展需求、推动洛阳转型发展；在
作风锤炼上求过硬，坚持“严”的主基调，
用心用情联系服务群众，大兴调查研究
之风，树牢结果导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

和倾力而为的劲头谋划推进工作。
“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
提振“一日不为、三日不安”的责任

感，激发“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
感，从完成当前的阶段性目标做起，从
每一件小事做起，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
可能，把一个个困难点变成出彩点，我
们就一定能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以更大
的担当创造更大荣光！

青春洛阳 朝气蓬勃向未来

在勇于担当作为中创造更大荣光

沉桩试验现场（企业供图）

近日一个上午，老城区翠云峰文化公园提升改造
项目工地一派繁忙景象。

当日 11 时许，建设方、总包方、监理方等指挥
部成员单位负责同志，从施工现场赶到工地边儿上
的指挥部，参加临时党支部组织的解放思想大讨
论活动。

“翠云峰文化公园位于洛阳城市历史轴线北
端，是洛阳八大景之一‘邙山晚眺’所在地，项目建
成后将成为俯瞰洛阳城区的观景台，展示洛阳文
化的新地标。”讨论会一开始，指挥部临时党支部
书记、老城区相关负责人就抛出问题，“项目建设
存在哪些问题？翠云阁工程能不能确保 12 月底主
体封顶？”

紧接着，与会人员围绕项目建设如何提升，结合本
职工作展开讨论。

项目建设方、洛阳金隅城集团副总经理陈锦波率
先发言：“按照目前进度，翠云阁工程12月底前主体封
顶问题不大。但是考虑到冬季有可能出现的恶劣天气
情况，施工进度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将坚持结果导向，
解放思想，压茬推进，打好提前量！”

“做设计，不创新，就没有生命力。”项目设计方、
洛阳古建园林设计院院长张江辉对解放思想大讨论

“五破五立”感触颇深。“项目设计以人为本，我们要
破除保守思想，树立创新意识，问计于民，听听不同
年龄段群体对公园的期待，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项目分包方负责人直面问题：“营庄社区改造工程
推进缓慢，需要有关部门通力配合！”

“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化解矛盾的过程。”洛浦
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刘智勤接过话茬儿：“办事处作
为项目属地，一定正视问题，增强服务意识，与营
庄社区进一步做好沟通协调，为项目建设创造良
好环境。”

…………
午饭时间到了，讨论还在继续，越讨论越敞亮，越

讨论越具体，参加人员的笔记本上记得满满当当。
本报记者 李冰 见习记者 吕百营

工地上的“大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