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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洛阳市委机关报

凡人民所需者，莫不全力而为。
——1948年4月9日本报发刊词

报头题字：

全国百强报刊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
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政法战线的
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十届全国
委员会副主席，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张思卿同志
的遗体，21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张思卿同志因病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 1 时 52 分

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张思卿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
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张思卿
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下转08版）

张思卿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党的青年工作》，近日由中央
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青年工作
的重要文稿60篇，其中部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党的未来和希

望。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是我
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确保党的事业薪火
相传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刻把握新时代
中国青年运动规律，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召开党的
历史上第一次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出台新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印发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以党中央
名义发布的少先队工作文件，部署共青团改革，推动青年
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同志围绕党的青年工作发
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党的青年工作的地位
作用、目标任务、职责使命、实践要求，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培
养什么样的青年、怎样培养青年，建设什么样的共青团、

怎样建设共青团等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课题，把
我们党对青年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为
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对于更好团结、组织、动员广大青年为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栗战书、汪洋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张思卿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
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张思卿
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扫二维码，阅读习近平同志
《论党的青年工作》主要篇目介绍

习近平同志《论党的青年工作》出版发行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白云飞）
昨日，市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深化“三
医联动”改革、乡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等工作。市委书记江凌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洛阳市深化“三医联
动”改革实施方案》。会议指出，深化
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重要指示精神，促进优
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全面提升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健康需求的重大民生工程。要优
化医疗资源配置，着力构建城市区

“三甲综合医院+区级人民医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三级医疗服务体系
和县域“县级综合医院+中心镇医共
体分院+村标准化卫生室”的三级医
疗服务体系，鼓励支持市、县两级特
色专科医院建设，加快推进基层卫生
室公有化建设，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均
衡布局。要积极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
革，实行医共体医保基金总额付费，
逐步推行按病种分值付费，落实药品
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持续提高医保基
金管理使用效益，减轻居民医疗费用
负担。要深化公立医院人事薪酬制度
改革，积极推行员额制改革，探索实
行协议工资和年薪制，加强基层全科

医生培养，不断提升城乡医疗卫生服
务能力。

会议听取我市乡镇改革工作进展
情况汇报。会议强调，乡镇是国家治
理的基础单元，事关加强基层政权治
理能力建设、稳固党的执政根基。要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乡镇管
理体制机制改革的决策部署，进一步
树牢问题导向，坚持以改革的思维和
办法，全面梳理破解制约乡镇管理体
制机制改革的突出问题，夯实基层基
础，提升治理效能，最大限度激发乡镇
动力活力。要抓紧落实省委改革部
署，确保6月底前完成乡镇职责权限配

置、机构设置、编制配备、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等改革任务，切实从乡镇需求
出发，积极稳妥推动放权赋能，实现权
限下放、重心下移、保障下倾。要分类
探索自选动作，支持基层改革创新，聚
焦优先做强中心镇，在有条件的乡镇
因地制宜探索放权赋能改革、财政管
理体制改革等创新举措，有效保障乡
镇干部待遇，提高乡镇干事创业的积
极性主动性。要完善乡镇职责清单，
规范乡镇职责权限，不断提升乡镇工
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水平。

徐衣显、杨骁、何伟、李新建、王军、
孙延文、贺敏、韩治群等参加会议。

江凌主持 徐衣显、杨骁参加

市委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深化“三医联动”改革和乡镇改革工作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陈曦 通讯
员 徐兆琦 王澍）昨日，记者从中国船舶
七二五所中船双瑞（洛阳）特种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双瑞特装）获悉，由该企
业提供的万吨级转体球铰、大吨位桥梁
减隔震支座和倒扣钢支座等创新产品，
成功应用在北京丰台站改建工程中，为
百年老站华丽升级亚洲最大铁路枢纽
客站提供“洛阳支撑”。

始建于1895年的北京丰台站，历经4
年改扩建后，于本月20日以全新面貌正
式开通运营。该站不仅是亚洲最大铁路
枢纽客站，还是国内首个普速、高速双层
车场重叠布置的大型现代化铁路车站。

“我们的多款先进产品应用在北京
丰台站改建工程京广特大桥上，为打造
国家交通战略重要支点贡献力量。”双瑞
特装相关负责人表示。

京广特大桥上跨有“南北铁路交通大
动脉”之称的京广铁路干线，以及多条铁
路线路和道路、河流，为全线重点控制性
工程。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列车运行的影
响，该工程设计采用了“先建后转”工艺。

在双瑞特装研制的万吨级转体球铰
支撑下，去年5月，两座分布在京广铁路
两侧的万吨T形桥梁历时49分钟转动
33 度，在京广铁路上方成功合龙，标志
着京广特大桥转体成功。

同时，为满足京广特大桥减震、抗震
等方面特殊要求，双瑞特装组织研发力
量，设计研发的KZQZ型大吨位桥梁减
隔震支座，陆续成功应用于京广特大桥
跨京港澳高速公路双线连续梁拱桥、跨
京广铁路及永定河大堤双线连续梁桥、
跨周口店路及小清河大堤双线连续梁桥
等，为大桥提供了高质量减隔震支撑。

在北京西四环丰台特大桥六线简支
钢箱拱桥横跨上方，由双瑞特装研制的
GTQZ（G）型大吨位倒扣钢支座，支撑起
这座全国首座六线简支钢箱拱桥，为北
京丰台站改建工程全线贯通控制性工程
提供保障，也为后续施工奠定坚实基础。

近年，锚定产业风口，按照“行业标
杆、国内领跑、国际知名”的发展路线，双
瑞特装不断深耕管道补偿安全装备、桥
梁建筑安全装备、特种材料制品等领域
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技术服务，其产品
陆续应用在多个国家重大工程中，主要
业务国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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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即将出口到
越南的矿用磨机配套全液压驱动
四轴重载机械臂接受验收。

近年，中信重工依托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液压重载机械臂关键技
术研究与应用验证”项目，不断加
大创新研发力度，解决了高精度大
负载特种机器人一系列“卡脖子”
技术难题，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
产品远销越南、刚果（金）、阿曼、澳
大利亚等国家，实现批量出口。

洛报融媒记者 张怡熙 通讯
员 黄政伟 摄

中信重工：

抓住创新“牛鼻子”
突破技术“卡脖子”

▶▶ 02版

“重点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专题研修班开班

严阵以待，确保城市区安全度汛
▶▶ 07版

▶▶ 04版

发力打造“青春之城 活力之都”城市IP

珠海经验有哪些值得借鉴

“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水者得
蛟龙。”

最近，全市“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推进会议召开，动员广大党员干部
以更大力度持续提能力、转作风，推动
全局性重点工作取得更大突破。会
上，市委书记江凌针对克难攻坚、能力
短板等问题讲了4个方面意见，其中，
第一条就是深度研究工作，可谓意味
深长、耐人寻味！

众所周知，调查研究是正确决策
的基本功，也是干好工作的基本功，是
深入还是肤浅，是走心还是走形式，结
果大不一样。特别是眼下，形势瞬息
万变、发展日新月异，不管我们干什么
工作，不多花几番心思，不狠下一番功
夫，不把事情琢磨透，就难以抓住要

害，就驾驭不了复杂局面，也就很难出
圈出彩。这也是去年以来，从深度把
脉经济数据，到深层研究产业趋势，再
到深入调研青年喜好，“深度研究”作
为一项重要要求被反复强调的原因。

在干事创业上，“摸透”才可能“干
好”，“深入”才可能“深出”，这样的道理
并不难懂。然而，现实中一些干部研
究工作难言“深入”。比如抓产业，有的
谋划工作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对什么
是“风口”一知半解，对怎么抓“集群”稀
里糊涂，导致“日复一日、涛声依旧”，工
作迟迟打不开局面；比如抓乡村振兴，
有的部署与落实“上下一般粗”，有原则
缺细则，有方向缺方法，人忙事没动；比
如搞城市提质，有的工作“纸来纸去”、
缺乏调研，情况不明决心大、心里无数

点子多，不懂装懂、乱干蛮干……
这些“五花八门”的表现，不是单

一环节的“肤浅”，而是体现在思考、谋
划、落实等各个方面，影响的必然是工
作成效。试想，在研究问题、推进工作
中，如果只是泛泛知道一些概念和要
求，如果只是停留在“差不多”“基本
上”，浅尝辄止、一得自矜，而不是针对
具体问题深度研究，在掰开、揉碎、啃
烂的基础上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去
思考、分析、比对、择优，又怎能增强工
作的针对性和操作性，找到管用实用
的良策，从而把工作干好干出彩？！

“眼睛贴近地皮，才能看见草根。”
无疑，苦练深度研究基本功，关键

是要“深”得下去。为此，我们要改变
传统思维、固有套路、习惯做法，更加

注重研究新情况、善于分析新问题、大
胆推行新办法，在风口产业谋划、产业
集群壮大、精准招商引资等方面，努力
把“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干”想透
彻、弄明白，真正抓好点、走对路；要

“沉下身子”多到一线，深挖细问“捞出
问题”，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举一反
三，寻求破解之策；要手上时时有“抓
手”，政策措施往操作层面“深一层”，
变“规划图”为“施工图”，推动“三项重
点工作”落细落到位。

毛主席曾说过：“调查就像‘十月
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在
深度思考工作上下功夫，在深度研究
工作上下功夫，在深度推进工作上下
功夫，未来“深”处，一定会孕育出洛阳
更加出彩的明天！

——一谈以能力作风大提升推动重点工作大突破

苦 练 深 度 研 究 的 基 本 功
洛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