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科技馆五层钢结构主体顺利提升合龙
昨日，由洛阳国宏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下称国宏科技）承

建的洛阳科技馆项目五层钢结

构的整体提升合龙工作顺利完

成，并同步完成了铝结构球体、

十字桁架、上部环梁整体拼

装及五层楼承板铺设工作，项

目各参建单位相关领导共同参

加了提升完工仪式。这标志

着，洛阳科技馆项目主体结构

施工最为重要的节点目标任务

宣告完成！

主体提升成功庆典仪式

洛阳科技馆五层钢结构主体提升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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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孔昭）“万人助万企”
活动再添金融动力！记者从市工信局获悉，日前召开
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发展研究论坛暨装备制造企业银
企对接专题活动，顺利推动供应链金融在全市落地，助
力我市装备制造企业实现“抱团”融资，加速全市产业
链融通发展。

此次活动由市工信局指导，招商银行洛阳分行、洛阳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协会等主办。在银企对接活动
中，依托供应链金融等模式，现场37家参会企业中共达
成授信合作意向11家，金额近7亿元。

作为近年新兴的金融服务模式，供应链金融是指银
行围绕核心企业，管理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资金流、物流和
信息流，并把单个企业的不可控风险转变为供应链企业
整体的可控风险，通过立体获取各类信息，将风险控制在
最低的金融服务。

在运作模式上，供应链金融改变了过去银行等金融
机构对单一企业主体的授信模式，而是围绕某家核心企
业，依照其供应链链条，能够全方位地为链条上的“N”个
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最终实现整个供应链不断增值。

从事耐火材料研发的我市“小巨人”培育达标企
业——洛阳科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全市首批享
受到该项服务的单位。“供应链金融的落地实施，能够将
相关授信输出到我们的上游企业，既有力推动我们生产，
也彻底解除了企业发展的后顾之忧。”科创新材料财务部
融资主管郑星星高兴地表示。

日前，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发布《关于印发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若干措施的
通知》，其中明确指出，要提高供应链金融数字化水
平。下一步，我市将继续落实省委、省政府“万人助万
企”活动要求，积极搭建银企对接平台，持续帮助全市
装备制造企业了解产业前沿发展动态和金融机构创
新金融产品，为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加速推动全市对
应产业链提质升级。

发展供应链金融
助力企业“抱团”融资

本报讯（记者 李冰 见习记者 吕百营 通讯员 谢
芳）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第二批河南省全域旅游示
范区名单，我市洛龙区榜上有名。

近年，洛龙区坚持以全域旅游发展理念为引领，坚持
城区、景区、社区一体打造，文化、旅游、生态共建共融，举
全区之力发展全域旅游。在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过程
中，洛龙区将全域旅游发展与城市精细治理有机结合，不
断以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智慧化，推动城市旅游的品质
化、美好化发展；将大数据技术深度嵌入全域旅游发展过
程中，依托智慧旅游发展，为游客提供全时空、全产业、全
要素、全行程的旅游大数据产品服务；围绕全域旅游构建
起“15分钟公共服务圈”，不断优化城市功能，刷新旅游
体验；整合全域文旅资源，通过开展主题消费季活动和

“洛龙网红打卡地”榜单评选活动，发放消费券、点亮夜间
游，形成“从白天到夜间、吃住行游购娱”全通式体验消费
新场景。

通过系列生动实践，洛龙区为城市区全域旅游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一个新范本，为塑造“行走洛阳、读懂历史”
文化品牌创造了一种新实践，为践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蹚出了一条新路子。

洛龙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该区将继续锚定“空间全域化、产业旅游化、管理协同化、
质量国际化、设施便利化”的全域旅游发展目标，全域式
布局、全社会参与、全方位建设，奋力打造中心城区全域
宜游宜居宜业的洛龙样本。

入选第二批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的还有郑州市中牟
县、新密市，平顶山市郏县，新乡市辉县市，鹤壁市浚县，
焦作市温县、解放区，三门峡市卢氏县，南阳市淅川县，信
阳市商城县。

洛龙区入选第二批
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本报讯（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王亚丽）记者从市科
技局获悉，省科技厅日前公示了2021年度国家级众创空
间拟推荐名单，全省共有20家单位入选，我市的河南科
技大学鼎创众创空间和洛阳维度能源产业园众创空间榜
上有名。

河南科技大学鼎创众创空间充分利用河南科技大学
在学科建设、科技研发、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综合资源优
势，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结合社会资源，为
创业者提供技术、研发、专利、政策解读等全方位链条服
务，目前已进驻企业和团队40余家。

洛阳维度能源产业园众创空间以石化能源产业需求
为导向，采用“共享空间+共享设施+共享服务+增值服
务”的服务模式，围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石化能源类
企业提供信息、技术、投融资等方面的创业服务，目前已
进驻企业和团队60余家。

众创空间是指围绕创新创业需求，为创新创业团队
和初创企业提供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和资源共
享空间，通过市场化机制、专业化服务和资本化途径构建
的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创新创业孵化服务
平台。目前，我市共有10家国家级（含综合类和专业化）
众创空间。

省科技厅公示2021年度
国家级众创空间拟推荐名单

我市两家单位入选

本报讯（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赵
健）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
真落实省、市党代会精神，切实提升农
村人居环境，近日，市委、市政府研究决
定，集中利用半年时间，结合乡村振兴

“151”工作部署，在全市所有行政村全
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并
专门印发通知系统部署整治行动。

通知指出，此次集中整治行动的重
点内容是：治理“六乱”、开展“六清”、实
施“六提升”，使全市农村尽快净起来、
绿起来、亮起来、美起来。

此次集中整治为期半年，主要分三
个阶段：从现在到春节，重点做好农村
改厕提升、净化提升、硬化提升，解决
净起来的问题；春节后至2022年3月，
重点做好绿化提升，解决绿起来的问
题；2022 年 4 月至 5 月，重点做好亮化
提升、美化提升，解决亮起来、美起来的
问题。

针对农村人居环境推进不平衡问
题，此次集中整治行动将突出班子薄弱
基础较差、受水灾严重、乡镇政府所在

地、城乡接合部等四类重点村庄环境整
治，坚持分类指导，全域整治，全面提
升。其中，对基础条件一般的村庄，要
突出解决“脏乱差”问题；乡镇政府所在
地、城乡接合部、集中居住中心村等，要
统筹抓好污水治理、厕所革命、村容村

貌整治提升，着力建设美丽乡村；受灾
村庄要抓紧修复受损基础设施，集中清
理坑塘沟渠和垃圾杂物，尽快让村庄整
洁起来。

根据要求，2022 年 5 月底前，全市
所有村庄完成治理“六乱”、开展“六清”

整治任务。都市核心区所有村庄达到
乡村建设达标村人居环境整治标准；环
都市区 50%以上村庄达到乡村建设达
标村人居环境整治标准，明年年底前全
部达标；南部生态发展区30%以上村庄
达到乡村建设达标村人居环境整治标
准，明年年底前50%以上达标。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通知明确，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是市
委、市政府的重要决策部署，是当前农
业农村工作的一项迫切任务。各级党
委政府要把集中整治行动作为当前的
大事要事急事来抓，强化县乡主体责
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当好第一责任人，
真正压实责任、推动落实。

为强化考核指挥棒作用，集中整治
行动要纳入年度乡村振兴综合考核、
乡村运营专项考核的重要内容，严格
督导考评，对整治成效明显的县、乡、村
进行通报表扬，并给予资金奖励；对组
织不力、脏乱差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
烈的严肃追责问责，切实提升农村人居
环境整体水平，加快建设生态宜居美
丽乡村。

治理“六乱”开展“六清”实施“六提升”

我市启动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

近日，中信重工依托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
能机器人专项“液压重载机械臂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验证”项目，自主研制的新型二代升级版七轴液压重载
机械臂试车成功，即将发运给客户。

液压重载机械臂主要应用于全球工业领域中的重
型工件搬运、装配及重型装备维护作业等方面。通过
这一国家专项的实施，该公司研制的液压重载机械臂
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已在大型矿用磨机换衬板作
业中得到良好运用，正向巷道薄喷等其他应用领域快
速拓展。 记者 张怡熙 通讯员 雷正道 摄

中信重工：

新型机械臂试车成功

埋头实干 攻坚克难保进度
当日上午 10 时，洛阳科技馆项目

五层主体结构全面贯通。此次提升过
程中，48 台大型液压提升器由技术人
员通过电脑计算将其调整为统一提升
速度，且要确保其提升的精度。整体
提升面积达 1.1 万平方米，提升高度
18.17 米，重量总计 6000 吨。提升的楼
面桁架由超大跨度不规则造型楼面桁
架及中心的铝构球体构成，在十字交
叉处桁架跨度达 76 米，中心铝构球体
直径达 33.23 米。

项目提升工作量巨大，共计有 112
个提升对接焊接点，因对接点位多、室外

气温较低，且科技馆项目钢桁架均采用
厚型钢板，为确保焊接质量，焊接时必须
做到焊前预热、焊后保温。为保证在提
升合龙时各个对接点都能准确无误地合
龙，施工测量人员采用多种测量设备，反
复核对各项数据参数，确保各个提升点
精准对接。操作人员通过电脑读取 48
个提升器相关信息，配合结构健康监测
单位采集的钢桁架的应力值，经过研判
分析，对提升器的提升力、提升速度进行
调整，最终使钢桁架准确无误地到达预
定位置。

“此次提升重量总计 6000 吨，是目
前华中地区钢结构提升重量之最，中心
铝构球体直径33.23米，也是全国范围内
最大的球体直径。”国宏科技相关工程负
责人介绍。此次提升工作于12月11日
启动，整个提升过程分为初张拉、脱胎、

合龙三个阶段。工程施工过程存在诸多
难点，提升系统复杂，提升重量大、面积
大、跨度大，并且提升合龙精度要求高，
焊接难度大。针对施工难点，项目部工
作人员以埋头实干、不懈努力的精神，开
展多次技术攻关研究，将一大批新技术
新工艺应用到工程施工中，保质保量顺
利完成了此次提升合龙任务。

有序推进 分秒必争保目标
洛阳科技馆项目是省、市重点项目，

位于伊滨区科技大道以南、中信路以北，
占地约162亩，总建筑面积约11.85万平
方米。项目规划设计地上五层、地下一
层，于2020年10月启动建设以来，目前
正按计划顺利有序推进。洛阳科技馆项
目预计在2021年12月30日前实现五层
布展区域的全面贯通，为屋面工程顺利

实施提前布局，确保科技馆项目年度建
设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洛阳科技馆是一个吸引全年龄段人
群，培养文化消费，集产、学、研、文、展、
旅于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负有
科学普及、科技服务的功能定位。国宏
科技致力于将其打造成为一个有别于传
统科技馆的青年友好型城市会客厅，突
显城市功能品质与青年人的契合度。建
成后，将成为伊滨科技产业新城的新高
地、洛阳科学普及和科学创新的新地标，
成为推动洛阳市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重
要平台，为洛阳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
极、重振新辉煌提供有力支撑。

乔夕夏 文/图

●治理“六乱”

整治乱堆乱放 整治乱倒乱扔 整治乱搭乱建

●开展“六清”

清垃圾 清污水 清塘沟 清违建 清杂物 清残垣断壁

●实施“六提升”

改厕提升 净化提升 硬化提升 绿化提升 亮化提升 美化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