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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对话建筑 匠心铸就不凡
——河南六建重工高质量打造绿色装配式钢结构建筑(下)

紧盯绿色发展
打造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工业化基地

随着社会飞速发展，建筑能耗已成我国
三大能耗之一，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将重
点发展绿色建筑。2020 年 7 月，住建部等
七部委发布的《关于印发绿色建筑创建行动
方案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钢结构
等装配式建筑，新建公共建筑原则上采用钢
结构。编制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常用构件尺
寸指南……打造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提升
建造水平。发展绿色装配式钢结构建筑迫
在眉睫。

河南六建重工为快速推进装配式钢结
构建筑工业化，联合西建大设计院等一流
技术团队，以“系统理念、集成思维、创新
引领、实践检验”为研发路线，形成了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装配式钢结构壁柱建
筑体系(WCFT)”系统性成果，打造国内首
家建筑工业化基地。该体系获得发明专
利 27 项、实用新型专利 76 项和著作权 3

个，发表论文 50 余篇，完成著作 1 部，编制
标准 2 部、图集 1 本，编制设计、深化、加工
安装手册6部。

该体系主要技术优势如下：解决了传
统装配式钢结构建筑隔音、防水、防火、保
温性能差等痛点问题；在同等装配率下，体
系造价较低，含钢量等指标相比国内其他
体系节约 20%以上。目前，国内装配式钢
结构建筑企业基本上都采用传统生产线，
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效率低，成本较
高。该体系在装配式钢结构和智能制造方
面，有较大突破，将钢结构产品和自动化生
产线充分结合，可以使钢结构生产成本降
低约 30%。该技术荣获 2019 年华夏建设

科技进步一等奖。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河南六建重工自

成立以来成绩斐然，先后荣获高新技术企业、
河南省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河南省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河南省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洛
阳市研发中心、企业技术中心、质量标杆企
业、高成长性提质倍增计划试点企业、诚信民
营企业等称号，具有钢结构制造一级、钢结构
专业二级资质。其建设的应天门主体钢结构
获中国钢结构金奖殊荣。

“红色引擎”发力
书 写 新 的 辉 煌

企业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
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这句
话在河南六建重工高质量发展中得到了生
动诠释。

河南六建重工党支部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断创新载
体，促进党建工作与生产深度融合，狠抓班
子成员的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园区党工委的
主题日集中学习活动，强化班子成员的政治
理论知识学习，提升班子整体素质,全力打
造团结、务实、求真的党支部；深入学习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及省、市党代会精

神，做到学懂弄通做
实，与实际工作紧密
结合，开拓进取、奋
力拼搏，不断夯实基
层党组织的向心力、
凝 聚 力 和 战 斗 力 。
坚 持 落 实“ 三 会 一
课”制度，进一步完
善党务公开制度、党
内民主选举和党员
议事制度、党员评议
干部制度等，制定和
完善了党员干部学
习管理方法，打造了
一支政策性强、学习能力强的党员队伍，形
成了人人争做技术标兵、积极进行发明创
造、为企业建言献策的良好局面。

该 公 司 党 支 部 坚 持“ 双 健 双 培 三 服
务”工作法，即健全支部班子，健全支部制
度；培训教育，培育典型；服务生产（党员
在企业生产发展中作用发挥方面），服务
党群，服务社会（扶贫、爱心捐款、志愿服
务等），抓好非公党建和企业省重点建设
项目工作相结合，实现了企业党建和生产
效益双赢。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河南六建重
工负责人信心满怀地说：“装配式钢结构建

筑是建筑业的一场革命，目前汝阳县产业集
聚区的建筑工业化产业园正在紧锣密鼓筹
划，建成后将成为国内首家建筑工业化生产
基地，装配式钢结构业务将以洛阳产业基地
为中心向全国辐射，在长江以北设置8个直
营生产基地，并以整体解决方案、整套技术
输出形式在全国布局多个合作企业，通过机
制创新、资本运作，快速增强公司实力，打造
装配式钢结构代际升级转型的智能化生产
加工、技术输出、区域配送的产业集团，为

‘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作出贡献，创造
河南六建重工新辉煌！”

岳俊玲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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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岚 通讯员 孙
怀真 牛丹峰 完颜艳）记者从市市场
监管局获悉，我市《关于强化知识产权
保护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
正式印发，为我市坚持以创新引领发
展，“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重振洛
阳辉煌”提供更多支撑。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要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尊重创新、尊重创造的浓厚
氛围，厚植一流创新文化。《措施》围绕
加强知识产权严保护制度建设、构建知
识产权大保护共治格局、优化知识产
权快保护协作机制、营造知识产权同
保护公平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基
础保障、加大组织实施力度等任务，提
出了20项重点工作36项具体措施。

在加强知识产权严保护制度建设
方面，我市将完善知识产权政策法规
体系，制定专利、商标、著作权、地理标
志、植物新品种等地方知识产权保护
政策；严格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深化知
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
审判机制改革，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侵权
行为公证悬赏取证制度；完善新业态新
领域保护制度，加强中医药产品知识产
权保护，开展传统手工艺品、加工食品、
道地药材等地理标志培育保护等。同
时，开展常态化打击侵权假冒犯罪专项
行动，加强电子商务、高新技术、公共利
益、民生、展会、实体市场、进出口等重
点领域和环节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不是独角戏，而是
要积极构建大保护共治格局。我市将

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全面推行知识产
权领域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
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
制度；加强知识产权领域诚信建设，将
知识产权信用信息录入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建立分级分类监管运行机制。同
时，加强技术支撑，建立重大经济科技
活动知识产权评议制度，加强知识产权
侵权鉴定能力建设，加强仲裁机构、调
解组织和公证机构能力建设。我市还
将强化知识产权综合管理，实施高价
值专利、品牌商标、地理标志培育促进
工程，建设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
点示范县、园区和省级知识产权强县，
积极创建国家级示范区，培育知识产
权保护规范化市场、知识产权强企。

我市将深化自创区、自贸区知识产
权行政执法协作，健全行政执法部门之
间知识产权线索通报、案件协办、联合
执法、定期会商等制度；健全知识产权
维权援助工作制度，强化对创新创业基
地、高新技术企业、小微企业等重点对
象的维权援助服务，加强展会、电子商
务、进出口等重点领域的维权援助，推
动纠纷快速处理。积极申报建设中国

（洛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开展“一带
一路”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完善海
外维权援助机制，鼓励企业开展海外
知识产权保护调查和风险预警。

在强化基础保障方面，我市还将
高标准建设洛阳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
平台，支持高新区建设知识产权保护
试点示范区，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
司法人员配备和职业化、专业化建设。

我市《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若干措施》正式印发，
围绕多项任务提出20项重点工作36项具体措施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厚植一流创新文化

建强组织聚人心 引来乡贤活产业 蹚出乡村振兴蝶变之路

张奇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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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河洛乡村进入农闲期，主要农作物完成收

获，刚播下的小麦已露头。不过，在伊川县平等乡张
奇庄村，丰收的场景正在上演。

走进千余亩的中药材瓜蒌基地，金黄的瓜蒌挂满
藤条，平房上、大院里，晾晒着成片的瓜蒌子。“瓜蒌浑
身是宝，子做干果，皮、根皆可入药，一亩地收成6000
块钱。”让张奇庄村党支部书记田圣卫喜上眉梢的是，
这样值钱的瓜蒌，村里种了1800亩。

老话讲“大河有水小河满”。瓜蒌产业旺起来，集
体经济也跟着殷实起来。眼下，政策支持一点，村里
自筹一点，铺柏油、搞绿化、改立面，乡村振兴风生水
起。往前推几年，“张奇庄没有方，闹矛盾气死人”，却
是这个村的真实写照。

走访张奇庄，在与村支书、创业者、乡亲们的对话
中，乡村蝶变之路愈加清晰。

强党建焐热群众心
黑亮的柏油路，刚铺好十几天，走起来脚下生风，

心头格外畅快。乡亲们说，这是田圣卫上任后干成的
又一件大好事。

“村里干事，全凭奉献。”2017年，在外做生意的田
圣卫，几乎是被“架回来”上任的。一番走访下来，现实
情况让他着实吃了一惊：集体“空壳”，上访频发，干群
矛盾突出，大事小事谈不拢就搁置，“张奇庄没有方”的
调侃因此传开。

怎么办？田圣卫几经思量，把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
“烧”到了205亩集体地上。原来，土地分田到户后，村集
体留存了部分土地。村干部工资低，村里便分一些集
体地给干部耕种，以作弥补，剩余部分则租给农户。

时过境迁，干部卸任了，地还照样种，农户租金也
渐渐不交了，集体地成了“干部地”“自留地”。乡亲们
尽管一肚子怨气，但谁也不愿贸然打破利益格局，去
捅这个“马蜂窝”。

“只要出于公心，肯定能得到支持。”田圣卫和村
“两委”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把土地占有明细公开“晒
太阳”。群众的热情被点燃后，土地收回势如破竹。

集体地的收回，不仅仅是多了集体资产，更重要
的是焐热了乡亲们的心。

兴产业鼓起钱袋子
张奇庄是传统农业村，穷则思变，在过去几十

年的打工潮中，这里逐渐形成了顶管作业的劳务
品牌，家家户户小有积蓄。“打工收入高了，土地撂
荒也越来越普遍。”很长一段时间，田圣卫都为发
展乡村产业发愁。

2018 年春节，村里抓住乡贤返乡的机会，举
办“张奇庄一家亲”活动，开门问策，集思广益。当
时，30岁出头的张进昌建议尝试发展瓜蒌产业。
多方考察后，村“两委”认为瓜蒌产业能行。不过，
谁来搞、怎么搞，是大问题。

“解铃还须系铃人。”田圣卫多次登门，做张进
昌的思想工作，希望他回乡创业。“三顾茅庐”之
后，张进昌动心了。

好事多磨，更要趁热打铁。村里负责流转土
地，张进昌对接种苗和技术，当年就发展了上百
亩，而且市场供不应求。如今，短短3年间，全村
瓜蒌种植面积就扩展至1800亩。

其中，张奇庄构建的利益联结模式耐人寻
味。首先，村里把205亩土地流转给合作社，获得
流转金；其次，村集体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统一
流转农户土地，再向瓜蒌种植公司发包，获得每亩
每年100元的服务费；最后，村集体以闲置土地入
股，建设瓜蒌加工车间，参与利润分红。一年下
来，村集体收入30多万元。

“新时代，乡村大有可为！”张进昌说。现
在，村里已经注册了商标，独立自主打

品牌，未来将把更多收益留在
张奇庄。

一条心走好振兴路
白墙黛瓦、飞檐翘角，沿着张

奇庄的道路漫步，修葺一新的房
屋立面让人眼前一亮。“物料、人
工都是村里的，自己不出一分
钱。”村民李占枝满眼笑意。

过去，村集体一片空白，想给
群众办事，往往心有余而力不
足。如今，瓜蒌产业步入正轨，让
村里彻底摆脱了“空壳”运行的
状态，有了“下锅之米”。最近，
趁着农闲，村道铺上了柏油，立
面实施了“微改造”，房前屋后见
缝插绿，处处满眼新绿，乡亲们
人见人夸。

“美的是面子，变的是里子。”
这一点田圣卫最有感触，原来，垃
圾“你扔我扔大家扔”，到处都是

“脏乱差”；如今，面貌改善了，群
众的眼里再也不愿揉进“沙子”，
自发行动起来，拆违建、清杂物，
开启了共享共治的新局面。

“乡村振兴，说到底要让群众
过上好日子。只要竭尽全力为群
众谋幸福，群众心里就亮堂，就会
一心一意跟党走。只要赢得了群
众，乡村振兴就有了最大的动
力。在这样的良性互动中，我们
有信心下好乡村振兴这盘大棋。”
平等乡党委书记李千旺的话，道
出了乡村振兴的朴素逻辑。

洛阳日报社副社长、洛报
融媒副总编辑 李向红 本报记者
白云飞 尹红磊 通讯员 葛高远/文
记者 鲁博 见习记者 董格非/图

（上接01版）
据市重点项目建设服务中心统

计，截至 10 月底，全市 529 个省市重
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127亿元，占年
度计划的106%；计划新开工项目286
个，已开工 278 个，开工率 97.2%；计
划竣工项目132个，已竣工128个，竣
工率 97%；223 个续建项目完成投资
968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108%。

我市列入全省“三个一批”项目共
220个，总投资2292亿元。截至10月
底，41个“签约一批”项目均已履约，已
开工21个，占签约项目总数的51.2%；
85 个“开工一批”项目中，已开工 72
个，占比 84.7%，其中 21 个项目已投
产，占比24.7%；94个“投产一批”项目
已投产达效项目88个，达效率93.6%。

第四季度是项目建设“冲刺期”，
初冬的河洛大地，处处尽显勃勃生机。

紧盯签约项目落地率、落地项目
开工率、开工项目投资率、投产项目达
效率，我市进一步压实责任，细化举
措，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推动“签约一批”项目尽快落地。
将“签约一批”项目纳入市重点项目库
管理，落实专班、领办、分包、督导等制

度，力争重大招商项目签约后90天内
开工建设，12月底前第一期签约项目
开工率达到 100%，第二期签约项目
开工率超过50%。

推动“开工一批”项目尽快开工。
紧盯规划、用地、环境容量等关键环节，
实行项目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管理，加
快实施“承诺制+标准地”改革，发挥联
审联批工作机制作用，确保重点项目建
设土地摘牌后31天内完成所有审批手
续，年底前第二期41个“开工一批”项
目全部开工建设，早日建成达效。

推动“投产一批”项目尽快达效。结
合“万人助万企”活动，加强市县两级领
导分包联系重点项目工作力度，及时解
决企业反映问题，确保12月底前第二
期41个“投产一批”项目全部竣工投产。

加强项目谋划储备有序衔接。坚
持前瞻30年、谋划15年、做实近5年，
围绕农机装备、轴承、精细化工、节能
环保、机器人等优势产业及大数据、文
旅文创、储能氢能等未来产业，加大项
目谋划力度，动态更新“三个一批”项
目库，确保储备项目保持在开工项目
数量的3倍以上。

本报记者 李迎博 通讯员 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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