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座椅比常规高5厘米、马路道牙比常规低5厘米，楼梯加
装老人扶手、新建养老服务中心，有高差的地方增设无障碍
通道……

这是瀍河区熙春片区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些技术参数。为
何这样改？原来，这是瀍河区针对老年住户较多特点，为该片
区量身定制的改造方案。

大力度推进适老化改造，是熙春片区老旧小区改造的最
大特点，也是瀍河区按照“完整社区”理念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提质工作的缩影。

2022年，瀍河区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在老旧小区
改造中着力围绕“一老一少一青壮”等重点服务人群，将30个
老旧小区划分为爽明、东关、东站 3 个片区进行组团连片改
造，惠及66栋住宅楼的2102户群众。

瀍河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前期走访调研，该区
按照“完整社区”理念，聚焦“一老一少一青壮”群众“急难愁
盼”的民生问题，根据3个片区人群分布、需求定位等特点，有针
对性地对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进行重点改造，因地制宜完善养老
服务配套设施、细化无障碍设施改造、做好社区体育公园建设。

以熙春片区为例。一方面，将片区内环卫局家属院、公安
局家属院、信息学校家属院等3个有共同改造需求的老旧小
区归并整合，实现联动改造、物业一体化服务；另一方面，加强
既有用地集约混合利用，把闲置空间改造为乐养居、邻里中
心、停车场等公共服务设施，实现片区内居民资源共享、空间
共享、设施共享。此外，还积极推进适老化改造，如设置无障
碍坡道、扶手等。

按照计划，该区熙春片区3个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将在5月
底前整体完工，届时这里将成为更适宜老年需求的“完整社区”。

为保证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质量，真正成为民心工程，瀍河
区今年还成立了3个片区老旧小区改造提质临时党支部，项
目不竣工、党员不撤退，居民不满意、组织不解散，助力老旧小
区“旧貌换新颜”。对于已完工的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该区还
将建立“回头看”机制，定期对工程质量、群众感受等进行“回
头看”，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认可度。

洛报融媒记者 李东慧 通讯员 潘晓轲 苏云峰

瀍河区根据老旧小区住户特点量身定制改造方案

完善养老服务配套设施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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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中信重工漳州基地码头，
一台直径 10 米、长度 110 米、重达
2218吨的风电单桩下线，被称为名副
其实的“定海神针”。这是由中信重工
承接制造的国家电投揭阳“神泉二”
350 兆瓦海上风电增容项目首桩，是
国内目前产成的最大规格风电单桩。

国内大型重型装备制造企业、全
球领先的矿山装备制造商……说起中
信重工，这些标签被大家熟知。近年
来，中信重工依托产业基础，聚焦风口
加快转换发展新动能，上天、入地、下
海尽显神通。

聚焦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装备，
中信重工早已谋篇布局。

早在2020年，中信重工结合自身
创新及先进制造优势，依托福建漳州
基地资源优势，布局发展海上风电装
备、节能环保装备等绿色产业。这也
成为中信重工涉足新能源领域的首个
沿海基地。

去年，中信重工新能源装备板块
承制的国电投神泉、国电投徐闻等项
目，共计近百套海上风电产品如期交
付，助力清洁能源发电约 18.83 亿千
瓦时，可节约标煤约75.3万吨，减少碳

粉尘排放约 51.2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约187.69万吨。

“今年，我们将谋划布局海上风电
主机用大型齿轮和增速器、自动化控
制和液压润滑等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和
制造基地，实现海上风电核心装备的
连续化、批量化、智能化生产。”中信重
工相关负责人说。

在风口产业发展上，不仅要瞄准
风口产业发展方向，实现“无中生有”，
更要通过加快工艺升级、产品换代等，
实现“有中生新”。

当智能装备与数字经济碰撞时，

中信重工在“5G+”工业互联网领域更
是“风生水起”。

设备多、管理难、操作难度大、仓
储物料衔接难等，针对重型装备制造
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难点，中信重
工建设的数字化研发设计与协同制造
平台，犹如装上了“最强大脑”，让每个
设备都有了“灵魂”——

通过数字化设计，大大缩短了设
计周期、提高了设计质量、保证了产品
加工质量；通过智能排产、智能检验，
提高资源利用率、生产执行效率和产
品质量……通过“5G+智慧工厂”项目
的推进，中信重工产品研制周期缩短
20%、机床利用率提高15%、生产效率
提高20%，先后获评国家“制造业与互
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国家“工业
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河南省首批

“智能制造标杆企业”等。
抓住产业发展风口，推动传统产

业向风口产业转型，正成为中信重工
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一招”。

近日，中信重工2021年度报告显
示，去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5.5 亿
元，同比增长19.5%；利润总额2.43亿
元，同比增长15.17%。今年一季度，中
信重工顺利实现首季开门红，主要经营
指标全部按节点完成且同比实现增长。

洛报融媒记者 李迎博 通讯员
黄政伟 文/图

聚焦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装备，进军“5G+”工业互联网领域

中信重工：上天入地下海“风生水起”
凝心聚力抓产业，抓产业必须抢风

口。这是重振洛阳辉煌的关键之举，也
是抓好当前经济工作的头等要务。当
前，全市上下贯彻落实产业发展“136”
工作举措，多个“寻风定向”的规划、措
施陆续出台，政府、企业正形成发展风
口产业的合力。

本报今起开设《凝心聚力 把产业
落到风口上》栏目，走进企业一线，宣传
报道全市锚定产业风口推进高质量发
展的好做法、新气象，全力推动“136”工
作举措落地见效。敬请关注。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郭飞飞 通讯员 梁火砺）昨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琰君赴栾川县调研我市
美丽乡村旅游公路建设工作。

王琰君先后察看了庙子镇公路建设项目、养子口村交旅
融合项目、鸾州大道提升改造工程。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
上，王琰君听取我市美丽乡村旅游公路建设情况、当前存在
问题等汇报，对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

王琰君指出，美丽乡村旅游公路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
载体，是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撑，是推进城乡建设的重要抓
手。要科学规划，通过全域系统规划，提升规划前瞻性、针对
性、通达性和可操作性。要统筹结合，实现美丽乡村旅游公路
建设与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红线、空间规划、生态环境、
城镇开发、山水林居、现有路网的有机结合，构建美丽乡村建
设“生命共同体”。要把握标准，总结梳理经验，将美丽乡村旅
游公路建设成为生态路、景观路、旅游路、致富路、安全路、幸
福路。要注重质量，强化监管，完善安防，确保道路通行和沿
线群众出行安全。要健全机制，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渠道，坚
持建管结合、管养结合，通过精细化养护，实现建一条路，造一
片景，富一方百姓。

建好美丽乡村旅游公路
助力乡村振兴全面提速

昨日，在位于洛龙区的洛阳LYC汽车轴承
科技有限公司，一批汽车轮毂轴承顺利下线，即
将发往比亚迪、长城等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家。

近年来，该企业抢抓新能源汽车风口，自主
研发的创新型外轮磨加工工艺，大大地提升了
产品的批量加工效率。目前，70%的比亚迪新能
源车型配备了该产品。
洛报融媒记者 李冰 通讯员 谢芳 易彤彦 摄

中信重工“5G+智慧工厂”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上接01版）我们抓“三清两建”，“三清”是前提，“两建”是目
的，是要真正把村民经济合作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建立起来。
可一些地方重“三清”、轻“两建”，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完善治
理体系上，自然难以解决乡村治理难题。

再比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发展乡村产业，
不是像过去那样种几亩地、养几头猪，而是要通过全产业链拓
展产业增值增效空间。我们抓乡贤返乡创业，下的也是一盘

“产业棋”。然而一些地方重招引乡贤、轻产业谋划，没有与种
植结构调整、扩大禽畜养殖规模、发展乡村旅游等自身特色产
业结合，也就难以创造更多就业增收机会。

还比如，有些地方抓乡村运营，仍不会用市场之手解难
题；抓集镇建设，还不会用投融资手段解决“钱从哪里来”；抓

“三变”改革，迟迟抓不好土地流转这个关键问题。
…………
总之，要想“走对路”，先得“抓对点”。既针对当下的问题

短板弱项，聚焦“三农”抓“三农”，又突破长期的资源要素瓶
颈，跳出“三农”抓“三农”，才能确保乡村振兴取得实实在在的
成效。

切实把工作抓到点子上，我们就要着眼优化治理体系的
“根”，建好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级党组织，从
根本上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就要立足产业振兴的“本”，因地制
宜做好产业谋划，持续推动人才回归、资金回流，助力乡村产
业全面振兴；就要强化市场思维的“纲”，积极对接拥有市场意
识、产业资源、运营能力的乡村运营商，全面盘活乡村优质资
源；就要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题”，用好政策性金融支持、土地
增减挂钩等政策，在更大范围内整合、对接各类资源；就要攻
下土地流转的“关”，加快推动农村土地向村集体合作社流转，
通过就地就近务工、“人人持证、技能洛阳”建设等方式，真正
让农民有活干、有钱赚。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坚持以“151”工作举措为牵引，抓
到点子上、干在关键处，我们就能把乡村发展“规划图”变成全
面振兴的“实景图”。

抢抓产业风口
强化工艺创新

洛报融媒记者从近日召开的
洛宁县两会上获悉：今年该县将聚
焦经济运行，在稳增长上力求新提
升，滚动实施“三个一批”活动，年内
滚动储备亿元重大项目70个以上。

该县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
力争总投资 25 亿元的发恩德智
能矿山技改扩能、总投资10亿元
的智慧照明灯饰产业园等重点项
目纳入第五、第六期“签约一批”
活动。6 月底前总投资 158 亿元
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人邦二期、
春山溪谷自行车训练基地等132
个项目开工建设；9月底前总投资
51亿元的嶕峣山民宿集群、颐养
康养医院等21个项目开工建设；
年底前总投资 81 亿元的风电光
伏、弘玉建材、明珠家居板材等9
个项目开工建设。

洛宁县还将加快推进县医院
分院二期、新华大厦、河洛文化传
承教育基地等项目建设；6月底前
三环华兰定制家具等 13 个重点
项目竣工投用；9月底前洛龄食品
二期等10个重点项目竣工投用；
年底前贯通农博城等 97 个重点

项目竣工投用。
在特色产业发展上，洛宁县

将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
为抓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
围绕小界、罗岭、兴华3个万亩烟
叶基地单元，打造5个万亩乡、18
个千亩优质烟叶基地村；在上戈、
罗岭、东宋等乡镇新发展优质苹
果1万亩、金珠沙梨5000亩以上；
打造东宋官庄塬文玩核桃雕刻展
示中心，带动种植文玩核桃2万亩
以上；在兴华、河底、长水等乡镇
打造中药材基地1万亩以上。

在文旅文创方面，洛宁县今年
将加快建设总投资59.9亿元的38
个重点文旅项目，年内完成投资
20.9亿元，确保竹梦小镇二期等5
个项目全面完工，不断增强旅游综
合承载力。同时，抓好乡村旅游示
范，整合资金1亿元，全面推进20
个县级乡村旅游示范村建设，打
造中原特色民族村寨、三彩陶艺
村美育体验、神灵寨秘境探幽、实
景“剧本杀”等7个沉浸式体验项
目，着力打造沉浸式文旅目的地，
加快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洛宁县两会召开，该县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发展目标——

年内滚动储备亿元重大项目70个以上

▶ ▶

▶

经过5年的发展，截
至 2021 年年底，洛宁县
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20
亿元大关，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达到 14.2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
均增长9.4%，固定资产
投 资 额 达 到 225.9 亿
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达到83.9亿元。

5年内，实施超千万
元项目262个，工业增
加值达到75.7亿元，年
均增长 8%，高于 GDP
年均增速1.3个百分点，
支撑作用凸显。

全县经济总量
突破 350 亿元，人
均 生 产 总 值 10.3
万 元 左 右 ，主 要 经
济指标增速高于全
市平均水平。地区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以上，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年均增长
8%以上，固定资产
投资年均增长 11%
以上，社会消费品零
售 总 额 年 均 增 长
10%以上，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均增长9%以上。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人 均 GDP、全
员劳动生产率增长
7.5%以 上 ，一 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7%，规模以上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10%，固定资产投
资额增长10.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 9%，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提高
1.8 个百分点，城
镇新增就业 5000
人，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增
长 8%和 10%，节
能减排完成市定目
标任务。

洛报融媒记者洛报融媒记者 郭飞飞郭飞飞 金曦金曦 通讯员通讯员 赵笑菊赵笑菊 徐正瑛徐正瑛 制图制图 吴芳吴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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