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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1日，洛阳国晟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简称国晟集团）挂牌成立，注册
资本200亿元，截至目前总资产规模达1900
亿元。按照市委市政府深入推进市属国有企
业转型发展、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提升城市发
展能级的决策部署，国晟集团作为责任主体，
负责重组整合城投集团、城乡建投、弘义集团、
有色集团等10家单位。整合后的国晟集团立

足主责主业，全面贯彻落实“两个一以贯之”，
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和
中央、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聚焦“产业发
展、城市提质、乡村振兴”三项重点工作，以“起
步即冲刺、开局就决战”的奋斗姿态全面推进
项目谋划和建设、内部重组整合、AAA主体信
用评级等重点工作，致力于打造成产城融合、
产乡融合、投融一体的综合型投资运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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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国企是重振洛阳辉煌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本报自今日起推出“赶考新时代 国企新答卷 国资国企

助力重振洛阳辉煌”系列报道，重点展示我市国资国企抢抓风口机遇，心

无旁骛推进城市提质、产业发展，持续提升能力、锻造作风、实干立身、争

先出彩，决战决胜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助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为和

成效，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敬请关注。

开栏语

咬定目标加油干，抢抓发展机遇，助
力区域经济发展。国宏集团围绕全市十
大产业集群，抢抓产业风口，积极对接引
进动力电池、航盛电子等项目。设立深
圳分公司，打造“投资+孵化+招商”的新
一代科创飞地运作平台，实现孵化在深
圳、产业在洛阳，研发在深圳、转化在洛
阳。聚焦储能与氢能、钨钼钛、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等领域，组建新能源集团、科创
集团，加快实现“换道领跑”。助力参股
的中钢洛耐成功在科创板上市，承担的
洛阳航空航天智创产业园、中原绿色智
造产业园等省市重点项目顺利推进，为
招商项目落地提供要素保障。通过类金
融、高质量发展基金、科技贷、科技成果
直通车等方式支持区域民营企业发展，
累计服务企业 2470 家，提供资金（含基
金）和授信等130亿元。

攻坚克难重实干，创新工作思路，焕
发企业发展活力。深入落实中央、省、市
一系列稳增长的工作部署，在经济下行
压力下实现逆势上扬，今年前5个月营业
收入、净利润同比增幅分别达 70.41%、
100.38%。坚持开放引领，运用创新思

维，依托宏科创投、国宏资本、洛阳创投，
加强与前海方舟、盛世景等知名机构合
作，引育天使基金、种子基金、创投基金
等服务初创期小微企业发展，构建全生
命周期的基金投资体系。以混合所有
制改革激发经营活力，通过合资新设、
存量混改等方式设立和参股的混合所
有制企业有30余家，实现国有经济和民
营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增强本领带头干，强化党建引领，筑
牢和谐奋进局面。深化“5351”党建工作
模式，推动“一企一品”创建全覆盖，打造

“奋进国宏”党建品牌矩阵。落实“13710”
工作制度，发挥“头雁效应”，一级带着一
级干，以“关键少数”引领“绝大多数”，进
一步营造干事创业氛围，激励广大党员
干部以更大担当推动企业实现更大发
展。实施中层管理人员全员内部竞聘，
开展职业经理人选聘和任期制契约化
管理，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动态调
整机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全力推动
洛阳方舱医院、豫西应急物资储备基地
建设，为我市疫情防控、应急建设贡献更
多国宏力量。 赵雨 文/图

实干争先实干争先，，推进项目建设推进项目建设

作风硬，企业兴。自“能力作风

建设年”活动开展以来，洛阳国宏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宏

集团）以提升“五种能力”、锻造“四

种作风”为主线，坚持“创新引领、改

革赋能”工作总基调，将“干”字摆在

突出位置，在拉高标杆中争先进位，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再开新局。

国宏集团：
“干”字当头 抢抓产业风口

国晟集团：以“起步即冲刺、开局就决战”的奋斗姿态推进企业转型发展
站上新起点 肩负新使命 谱写新篇章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李朋元）时至
夏日，微度假盛行，露营成为热门的休闲活动。记者从市文
广旅局获悉，我市近日启动洛阳“十大露营地”评选活动，您
可为心仪的露营地投上一票。

为进一步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推动“洛阳人游洛阳”，
市文广旅局联合洛阳日报社，立足本地文旅资源，聚焦文
旅产业发展新风口，开展露营地、民宿、主题餐厅、伴手礼
等多业态洛阳文旅“新潮向”系列评选活动，进一步培育
壮大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品牌，助力我市打造沉浸式文旅
目的地。

洛阳“十大露营地”评选活动以“栖心之旅 营造生活”
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做大露营这一文旅新业态。市文广旅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本次评选活动为契机，集中展示我
市精致露营、山地露营、城市露营、滨湖露营等丰富的露营
资源，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有效、实用的露营休闲指南，拓展
洛阳文旅新业态，激发洛阳文旅新活力。

【参评方法】

●您可关注“洛阳旅游”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洛阳攻
略”菜单，然后选择“十大露营地”即可参与本次活动。企业
（单位）可参与本次露营地评选，市民可为心仪的露营地投
票助力。

●报名时间截至6月25日20时，投票时间截至6月27
日20时。

●您也可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微信小红书等平台发布
视频和照片，参与#洛阳旅游种草计划话题，为心仪的露营
地宣传助力。

我市启动
“十大露营地”评选活动

活动页面截图活动页面截图

近日，位于孟津区康乐街道的昊
华电子气体有限公司（简称昊华气体）
交出了一份华丽的成绩单：年产 4600
吨特种含氟电子气体项目一期顺利完
成，产品试生产按计划有序推进，电子
气体三厂如期成立……立足含氟电子
气体领域，企业锚定风口发展的前景格
外红火！

企业火热发展的背后，离不开一条
110 千伏高压线路。该线路于今年落
成，通过12个桩基，相继穿过砖厂、民房
和葡萄园，最终抵达企业，为这里的生
产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康乐街道
党工委书记刘晓斌此前悬了半年的心，
终于落了下来。

半年来，为保证线路及时畅通，依
托康乐街道“万人助万企”工作小组，刘
晓斌和同事们开启了“连续学习”模
式——学习高压线路设计、学习先进滴
灌农业、学习葡萄种植，还要学习芯片
生产知识，再加上没日没夜跑前跑后，
只为让这条不到2公里长的高压线路早
日启用。

线路不长，意义不小。

“这可是我们的‘生命线’，企业运
转全靠它，晚一天供电，我们损失就
在百万元左右。”昊华气体相关负责
人坦言。

作为当地引进的明星企业，昊华气
体生产的电子气体被誉为电子信息产
业的“血液”，在芯片制作过程中能够保
障极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生成，是半导
体、微电子、集成电路等电子信息产业
的关键原材料。

该企业年产4600吨特种含氟电子
气体项目于去年年底基本建成。能够
及时通电，成了企业此前的最大诉求。

线路不长，困难不少。
最大的困难是占地。虽然经过再

三优化改进，高压线路铺设还是要破坏
涉及4家农户的12亩葡萄园。

“这些果子就像孩子一样，你说心
疼不心疼？”当地阳光玫瑰葡萄种植牵

头人张尚银至今都十分感慨。对于他
和另外 3 家农户来说，他们的葡萄刚种
满三年，就要面临被破坏的命运，而阳
光玫瑰葡萄种植后的第三年才是真正
的收获期。

此外，葡萄园里采用的是先进的整
体滴灌系统，造价高昂不说，线路盘根
错节，一旦操作不好，造成的损失会更
大，多支施工队进去都犯了难。

有困难，先学习。在发展的同时，
为了守护“民心线”，康乐街道“万人助
万企”工作小组全程参与线路建设调
整，边干边学。经过半年，小组成员都
成了半个施工队员、半个葡萄种植人员
和半个芯片知识普及人员，通过反复改
进设计、优化施工，全力将葡萄园的损
失降到最低。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后续同样作
出牺牲的，还有当地一家砖厂、两间民

房。大家都作出了最大让步，除保证经
济发展外，只因大家通过科普知道，这
家企业做的关系着国家的芯片发展，一
定要支持。

线路不长，效益不少。
线路通了，生产畅了。经过今年前

两季度的快速发展，昊华气体的产品现
在供不应求，下游客户从原先的支付定
金到如今支付全款，有的干脆住在企业
旁边，只为催促着产品加速运出。

对于当地政府来讲，线路带来了企业
的快速发展，昊华气体这家“风口中的风
口企业”势头良好，也为当地经济增添了
强劲动力，更有望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
加速聚合，为经济发展带来更多风口。

得益于康乐街道的反复改进，输电
线路对当地葡萄园的影响也被控制在了
最低程度。张尚银和其他几名农户的葡
萄园，如今已种下新一批葡萄苗。6月以
来，一根根崭新的葡萄藤又破土而出，相
继挂果，在挺拔的电线杆映衬下显得更
加生机勃勃，已成为当地新的风景。

洛报融媒记者 陈曦 王艳杰 通讯
员 关晓萌 周炳炳

“生命线”“民心线”“发展线”

近日，位于洛龙区关林路与杜预街交叉口东北角的中航光电基础
器件产业园项目施工正酣，建设者们加紧进行各种施工作业，确保项目
进度。

该项目是洛阳市光电子产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总投
资22.69亿元，将建设创新中心、实验中心、生产厂房等，预计2023年12
月一期工程建成完工。项目建成达产后，可形成年产特种光纤连接器
及组件、光电特种连接器件、流体连接器及组件等特种连接器及互连产
品315万只（套）的生产能力，为全市制造业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增添
新动能。

洛报融媒记者 李冰 通讯员 谢芳 刘柳 摄

中航光电基础器件
产业园项目加紧建设

打造大河荟沉浸式文旅项目打造大河荟沉浸式文旅项目，，助力青助力青
年友好型城市建设年友好型城市建设

党建引领风帆劲
国晟集团始终坚持以党建高质量引领发

展高质量。一是强化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
委“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重要作用，成立
之初就将党建工作纳入公司章程，印发党委
会前置研究事项清单，规范开展“两委”选举
工作，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二是班
子率先垂范，集团领导班子不等不靠、以身作
则，先后到金融机构、各县区开展调研、座谈，
与25家省、市金融机构签约协议额达2200亿
元，相继与瀍河区、栾川县、伊川县、中国能源
建设股份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增强发展
后劲；三是公开赛马选贤，集团总部实施全员
竞聘上岗，从225名竞争者中遴选出63名业
务能力出色、综合素质过硬的年轻员工队伍，
平均年龄仅33周岁，全面激活干部队伍“一池
春水”，集团上下展现出只争朝夕、奋发有为

的干事创业新气象。

规划先行方向明
新组建的国晟集团资产规模跻身国内城

市国企第一梯队。站在坚守初心使命和市场
化转型交织的新起点上，想要行稳致远，把准
航向最为关键。自成立以来，国晟集团领导
班子在充分摸清“家底”的基础上，多次外出
考察学习，对标先进、把握趋势，广泛征求意
见建议，形成了“12365”发展战略，即紧扣 1
个战略定位（打造区域一流的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坚持2个驱动支撑（项目为王、创
新引领），实施3大战略举措（资源整合、重组
混改、投资引导），布局6大板块（城市运营、乡
村振兴、产业投资、资源开发、大健康、现代商
贸），做好5个统筹（统筹基础设施项目和经营
性项目、统筹土地一二级开发、统筹项目建设
和资源整合、统筹项目设计和产业植入、统筹

增量带动和存量提质）。“十四五”期间，通过
强投资、强运营，打造“平台+头部企业”混改
合作模式、“基金+风口产业”产业投资模式、

“板块+并购”发展模式，“十四五”末资产规模
达 2400 亿元，营业收入达 300 亿元，利润达
15 亿元，实际控制 2—3 家上市公司，形成发
展新格局。集团战略的制定，让企业的发展
方向、发展目标、工作重点更加清晰明确，进
一步凝聚起了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

实干为要谱新篇
立足新发展阶段和企业定位，国晟集团快

速推进重组整合工作。一是迅速完成10家企
业股权划转整合，内部治理体系更加清晰。二
是加速推进内部专业板块整合。组建城市开
发、乡村振兴、资源开发、智慧城市、大健康、现
代商贸、园区运营7个事业部，以事业部为抓
手，进行管理权和股权整合运营，市场化谋划
板块发展及推进重点项目。三是抢抓市场机
遇精准发力。加强与国开行合作，建立区县联
动工作机制，在乡村振兴、老旧小区组团连片
开发、棚户区改造、停车场充电桩建设等方面
下好项目布局“先手棋”；组建国晟资本，完善
产业投资和资本运营架构布局，积极对接前海
基金、中金公司、华泰证券等头部投资管理机
构，洽谈成立基金事宜，瞄准风口产业，内投外
引，打好科创产业发展“组合拳”；携手华为，推
进洛阳人工智能先进实验室建设，“龙马负图”
品牌“C位出道”，科创园区建设加速推进，争当
全市科技创新领域发展“排头兵”。

中流击水敢为先。今年以来，国晟集团各
级公司瞄准定位，坚持“项目为王”，狠抓项目建
设，大河荟项目主体工程如期完工、水云川乡村
振兴项目乘风而上、智慧城市停车品牌强势出
圈、栾川钼产业园产能再创新高，今年前5个月，
国晟集团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比增长33.83%，利
润同比增加2.95亿元，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下一步，国晟集团将以党建高质量引领
企业转型发展高质量，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公司市场化转型中争做“改革先锋”，在服务
全市重大战略中勇当“开路先锋”，在践行社
会责任彰显国企担当中争当“服务先锋”，为

“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重振洛阳辉煌”贡
献国晟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李孟 肖艳梅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