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为企业减费负
11月 1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普遍性降

费，进一步为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减负添力。明年 1
月起实施四个方面的减费政策，实施这些措施，每年
将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 400多亿元。（据 11月 16日《新
京报》）

这次公布的减费政策被舆论称为“降费令”。为
扶持小微企业，有关方面不仅多次主动降费，还多次
主动减税和降低融资成本。如今，进一步加大减费力
度，对小微企业免征组织机构代码证书费等 42项行政
事业性收费，总计为企业和个人减费多达 400亿元，单
纯从减费角度来说，或许是力度最大的一次。

有学者曾披露，根据 2012 年、2013 年公开出版的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税务年鉴等资料
数据统计得出，2012 年中国企业的费负为 13743.48 亿
元，2013年则为 15119.83亿元，呈现逐年增长态势。从
这个角度而言，在现有减费政策的基础上，还应该进
一步为中小企业减轻费负。据相关资料显示，企业费
负逐年增长是因为涉企收费存在“三多”、“四乱”、“两
缺位”等问题。所谓“三多”，是指收费项目多、部门
多、数额多；所谓“四乱”，是指收费项目审批、缴费渠
道、票据使用和管理使用等混乱；所谓“两缺位”，是指
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督等机制缺位。

笔者认为，降低企业费负，应该从根本上改革涉
企收费，准确地说改革政府非税收入，这是降低企业
费负的治本之策。尽管出台“降费令”之后非税收入
增长可能会放慢，但“降费令”不能从根本上遏制非税
收入增长。甚至，某些地方政府为了提高非税收入，
可能会不严格执行“降费令”或者会变相收费。只有
通过改革非税收入，才能真正为企业和个人减轻费
负，让他们享受到更大的政策“红利”。⑧8（冯海宁）

放生老鼠真荒唐
5人“放生”上千只老鼠为“赎罪”？广州市从化鳌

头一农村发生上述荒诞一幕，村民自发围捕放鼠人。
当地村委会负责人表示，农业部门已送来老鼠药，希
望尽快捕杀这群“不速之客”。（见 11 月 16 日《广州日
报》）

对于到底放了多少老鼠，放鼠人与村民说法有差
异，前者称放了 172斤，后者则表示放了上千只。像放
生老鼠的违规放生荒唐事，并不少见。今年7月有人在
深圳某公园竹林放生眼镜蛇、响尾蛇等毒蛇，引发各方
舆论的强烈质疑；上海市某码头曾发生有组织的放生大
量“火赤链”蛇，引发船民和码头工人恐慌事件。

公民动物保护意识日益增强，主动放生越来越常
见，但放生行为必须严守道德底线和法律法规，尤其
是有组织、大规模的放生必须依法申报。既要避免盲
目放生导致放生地生态系统平衡遭遇破坏，更要杜绝
因此而对他人和公共利益构成威胁和危害，真正做到
善行善事而不是导致恶果。动辄放生毒蛇、老鼠等反
常、违法放生行为，必须依法严惩以儆效尤，确保放生
不偏离善的轨道。⑧8 （范子军）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15日发布近日
对吉林、广东部分企业开展的飞行检查的结
果。据介绍，11月 4日至 5日，食药监总局联合
地方食药监局对吉林省四家生产肺宁颗粒药品
生产企业开展了飞行检查，发现修正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柳河厂区）原料库存放的药材返
魂草部分发生霉变，此外，企业还存在故意编造
虚假检验报告等行为。（据 11 月 17 日《经济参考
报》）

在国家食药监总局的又一次飞行检查中，修
正药业再次榜上有名，而且涉嫌的还是制造药品
的原材料发生霉变这种性质恶劣的事件，让很多

消费者不禁感叹：怎么又是修正？回想一下近年
来国内媒体曝光的引发全国性关注的问题药品、
问题药企，修正多次出现过。比如当年轰动一时
的“皮鞋制胶囊”事件；比如重金聘请明星进行虚
假代言、夸大宣传等等。

种种令人不忍目睹的事实，与修正药业一
直以来营造的社会和企业形象大相径庭。我们
看见的是修正药业的董事长修涞贵亲自上阵，
在电视荧屏前面对全国亿万消费者声情并茂地
表示，修正药是“良心药、放心药、管用的药”。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企业老总的这种表态，
无疑是一种承诺，然而一再被曝光的事实和丑
闻却告诉我们，修正药业既无良心，也不能让人
放心，甚至还不一定管用。比如修正药业就曾

经把旗下一款名为“优尔胶囊”的普通保健品，
通过一系列的虚假宣传，包装成了从糖尿病降
糖到小三阳转阴，到有效治疗遍布男科、妇科、
儿科等 17种各类疾病的“神药”，最终被有关部
门点名曝光。

其实从修正药业的经营和发展战略来看，
所谓的“良心药、放心药、管用的药”，更像是一
种自我美化和对消费者的忽悠。修正药业每年
投入的广告费用有数亿元之巨，仅仅是聘请代
言明星每年就要数千万。早有媒体披露，修正
药业多年来走的都是“广告为王”之路，严重忽
视药品的研发、创新以及企业技术管理的更新
换代。结果就是企业越来越缺乏核心竞争力，
最后只能靠虚假、夸大药品疗效，忽悠消费者来

维持利润。
“良心药、放心药、管用的药”，从这句广告

语本身来说，确实很不错，这也应该是对所有制
药企业的最低要求，因为药品不同于其他一般
性商品，它和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密
切相关，所以更应该力求避免各种问题和隐患。

偏偏把“良心药”挂在嘴上的企业，却成为
近年来几乎被曝光次数最多的企业，既是一个
莫大的讽刺，更是对当事企业、业界和社会的警
示：期待药企多些社会责任感，为自身企业的长
远利益和发展诚信经营、规矩经营、守法经营；
政府要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贯彻落实到实处，
在依法管理上动真格，形成竞争有序的市场秩
序。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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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修正药业谈谈“良心问题”

对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杀
人凶犯该怎么处置？清初淄
川知县陈其善的回答最为荒
唐。

郭安被李禄所杀，郭父哀
号：“半生只有这一个儿子，以后可让我怎么过？”陈
其善听了，大为老人家后半生担忧，二话不说，判定
杀人犯李禄给郭做儿子。又有一人被杀，其妻子报
案。陈其善捉住了罪犯，斥责道：“人家好好夫妻，你
却杀了人家丈夫，让人家女人守寡！真是恨死我了，
就判你给人做丈夫，让你老婆守寡！”杀人犯得了这
判决，高兴疯了，急忙忙“服刑”去了。

蒲松龄所记这两个故事，稀奇到天边了，可却是
古代传统司法制度必然长出的“奇葩”。从西汉武帝
时确定“春秋决狱”的原则后，“原心定罪”就成为一
种制度，“引经注律”又让伦理代替了法律。据董仲
舒说：“《春秋》之决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
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出发点是
好的，犯了罪可以从轻，而一旦被认定为心术不正，
即使犯罪未遂，也要重判。而重判轻判的目的只有
一个，就是维护伦理。这就赋予官员审理案件时自
由的裁量权力，为法官脱离法律的“擅断”提供出了
法律上的依据。所以，陈其善可以按“性本善”的教
条认定罪犯本质不坏，又从修补父子、夫妻伦理的角
度，让杀人犯去替代被害人的位子。

马克思说：“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
就没有别的上司。”一旦法律之上加上伦理、人情、行
政干预，法律王国就会混乱，甚至暗无天日，荒唐事、
冤屈案必然多如牛毛。这一点，古今一理。⑧8

（吕志雄）

悖离法律荒唐多

据媒体调查，水电汽
油价格中存在普遍的“附
加费”现象，各地标准不
同 ，项 目 易 增 难 减 。 以
2013年全国用电量估算，
电价附加费一年可达2000
多亿元。业内表示，附加
费挤压了价格市场化改革
空间，且水电增加成本以
附加费的方式暗地收取，
令公众质疑。⑧8

闵汝明/图

曾引起广泛关注的南京市首例“行人交
通肇事案”，近日在玄武区法院开庭。被告人
李某当庭认罪，并赔偿被害人家属 26 万元。
法院认为，李某犯交通肇事罪，应判处 3 年以
上有期徒刑，鉴于其认罪态度较好，并取得死
者家属谅解，同意对其适用缓刑。（据 11 月 14
日《南京日报》）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交通肇事罪似乎是
为机动车驾驶人“量身定制”的，行人怎么会
触犯此罪呢？行人违反交通法规，不就是罚
款，顶多被拘留吗？就此而言，南京市这起

“行人交通肇事案”对于澄清一些人的错误认
知，可谓大有裨益。

先看李某的肇事过程：今年 4 月 17 日中
午，李某从自己工作的花店出发，准备到对面
马路一家通讯店充值。为省时间，他没有选
择 50 米外的斑马线，而是就近穿过马路中间
的绿化带。没想到刚穿过绿化带就与骑电动
车的徐某发生碰撞，徐某从车上摔下后不省
人事，李某怕惹麻烦逃离现场，徐某后经抢救
无效死亡。

再看交通肇事罪的定义：违反道路交通
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
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需
要特别注意的是，刑法对于交通肇事罪的定
义，没有将犯罪主体限定为机动车驾驶人或
非机动车驾驶人。换言之，包括行人在内的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

在本案中，李某抄近路横穿绿化带，如果
没有碰到徐某，就只是一般的交通违法行
为。由于他的违法行为造成徐某死亡，就显
然构成交通肇事罪，肇事后逃逸则罪加一
等。正如当地检方公诉人员所言，对于类似
事故，市民普遍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以为电动
车撞人，肯定跟行人没关系。但事实是，事故
责任是按双方的过错程度来认定的，与涉案
双方是不是行人没有直接关系。

李某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他赔偿给死者

家属的 26 万元，是他的 13 个朋友连夜凑出来
的，他们在庭审现场都自称是李某的“兄弟”。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李某平时为人不错，就像
许多人一样是平凡的好人；他那天横穿马路，
也像许多人平时闯红灯一样，只是想图个方
便，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正因如此，这起“行人
交通肇事案”才具有警示意义：许多平时安分
守己的好人，并不把一些“寻常之恶”放在眼
里，甚至并不认为那是一种“恶”，直至小恶酿
成大恶、小错铸成大错才追悔莫及……⑧8

（上接第一版）这项洛阳的“天字一
号”工程开工之时，洛阳石化将踏
上进军中国石化炼化企业第一方
阵征程。

位于孟津县的河南能化洛阳
20 万吨乙二醇项目，目前正在最后
冲刺阶段。该项目采用世界首创、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煤制乙二醇
核心技术，引领河南乃至全国洁净
煤化工产业发展方向。

今年 5 月，位于洛阳华阳产业
集聚区的洛阳白马集团纺织搬迁
升级改造项目正式投入生产。该
项目设计年产棉纱 7000 吨、高档服
装用布及家纺用布 1800 万米，可实
现年销售收入 6 亿元。

按照“软硬兼顾、侧重于软”的
思路，洛阳着力打造智能终端、自
动化控制、软件产业、电子商务、智
慧产业等产业集群，打造中西部地
区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位于洛阳高新区的洛阳单晶
硅公司半导体产业园区，今年 4 月
新厂区土建工程完工，目前正在进
行试生产。新园区包括年产 480 万
片 6 英寸电路级硅抛光片项目、年
产 240 万片 8 英寸硅抛光片项目、
高频高能宽谱单片微波集成电路
项目、KB 金相润滑系列产品封装
项目等。其中一期年产 480 万片 6
英寸电路级硅抛光片生产线项目，
加工产品精度可满足大规模集成
电路的需要，拥有国内最完整、技
术最先进的 6 英寸硅抛光片生产
线，对壮大河南省信息产业具有重
要意义。

作为全国企业 500 强之一的万
基控股集团公司，8 月下旬以来掀
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扭亏增盈大
会战，两个多月来扭亏增盈初显成
效，9 月份销售收入实现增长，扭转
了生产经营下滑颓势。

战略新兴产业茁壮成长
传统工业重镇增添动力

在做好传统产业存量优化调
整的同时，洛阳近年来将大力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调整工业结
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抓
手，为传统工业重镇发展注入新动力。

早在 2011 年 8 月，洛阳市出台

了《关于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工程的意见》，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培育制定了具体的目标任务和
政策措施。

洛阳市工信局负责人介绍，战
略新兴产业已成为该市经济发展
的重要增长极。2013 年，全市高端
装备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节能
环保、新能源、生物医药六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规模以上企业 186 家，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196 亿元，占全
市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 20.5%。

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洛阳拥
有一拖集团、中信重工、LYC 轴承、
北玻公司、河柴重工、轴研科技等
在国际国内市场具有较强竞争力
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18500 吨
油压机、硬岩掘进机、全数字智能
化六辊宽幅铝带冷轧机、高压变频
器及通用变频器等一批重大标志
性产品和技术装备制造能力，国内
领先。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规划将总部整体搬迁至伊滨区，进
行升级改造。基于此，公司提出打
造中国轴承工业创新龙头的发展
定位，通过 8 年至 10 年的发展，建
设成为中国轴承行业创新能力、价
值创造能力和盈利能力突出的、具
有高度社会责任和国际竞争力的
一流企业。

洛阳将机器人和智能装备产
业作为全市重点发展和培育的产
业，并以此为突破口，打造国家重
要的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今年
年初，洛阳市重新确定了“十大”重
点招商产业，机器人及高端装备制
造名列首位。今年 2 月，洛阳市正
式下发《洛阳市工业机器人及智能
装 备 产 业 三 年 攻 坚 行 动 计 划》。
2014 年至 2016 年，全市工业机器
人及智能装备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年均增速要保持在 30% 以上，到
2016 年末，主营业务收入力争达到
800 亿元，在装备制造业销售额中
所占比例超过 30%；在全市重点工
业领域实现工业机器人及智能装
备的规模化应用，现有装备生产线
智能化率超过 30%。

河南沃德福集团主要从事汽
车后桥齿轮制造，为国内五大汽车
厂配套。与此同时，集团积极从事

工业机器人研发与应用，主要服务
于制造业自动化升级改造，做好机
器人和智能装备产业，争取在智能
制造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沃德
福机器人产业园实施的工业机器
人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依托设
立在此的洛阳市机器人研究院，研
发生产从 3 公斤到 200 公斤的工业
机器人及配套产品，可年产 10000
台工业机器人，用来焊接、搬运、切
割、喷涂、码垛等。

在今年 9 月成立十周年之际，
洛阳宇航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推出
了其自主研发的电解质清理系统
等产品。针对国内电解铝行业现
状、工况条件和物料特性，公司研
发的首台国产化电解质清理设备，
全自动、机械化操作，节约了大量
人力物力，减少了粉尘污染，价格
仅为国外进口的一半。近期，首套
设备已发往客户端调试安装。

位于高新区的洛阳机器人智
能装备产业园，投资约 20 亿元，分
为科技研发、生产、综合服务三大
功能区，将以智能装备和自动化设
备为主导产业，有针对性地引进机
器人及其他智能化产业类企业，建
设机器人大厦、产业加速及中试基
地及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目前，新
思路电气公司的高效智能装备、德
平机械公司的智能化管道焊接机
器人成套装备等多个项目，已进入
园区，预计到 2018 年年底该园将引
进在孵机器人企业 20 家以上。

洛阳市工信局负责人介绍，作
为新材料产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
地，洛阳依托现有有色金属等材料
产业基础，以材料工业转型升级为
主攻方向，洛阳以提高新材料自主
创新能力为核心，以延链、补链为
重点，推动新材料产业高端发展、
集聚发展，将洛阳打造成特色鲜
明、综合竞争力较强的国家新材料
高技术产业基地。

七二五所继续深化“一所两
制”运行模式，加快推进 ITO 靶材
产业化、各向异性磁粉材料产业化
等项目，积极推进反渗透膜、生物
材料等产业的孵化；完善钛产业
链，将海绵钛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
优势；做好钛铸件、钛管件及钛设
备的配套能力建设，继续保持高尔

夫球头、钛铸件、钛管件、钛设备的
技术和服务优势。

洛阳麦达斯铝业公司建设年
产 5 万吨轨道车型材及车体大部件
项目，一期将形成年产轨道车辆型
材 10000 吨、轨道车辆 1000 辆的生
产能力。这是国内唯一能够研发
生产高速列车、地铁、磁悬浮、轻
轨、专用铁路货车整车结构等各类
型材的在建项目。

2013 年 9 月，洛玻集团首次成
功试生产出 0.6 毫米超白超薄玻
璃，填补了我国高端玻璃制造领域
的空白。洛玻集团搬迁改造项目
在洛阳实施部分已完成投资 4.977
亿元，其中 600 吨/日在线 LOW-E
镀膜玻璃生产线项目已完成一期
项目建设。

地处洛阳工业产业集聚区的
洛阳一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是中
西部唯一具备食品、药品两项多层
共挤包装膜生产能力的企业，在国
内首家获得食品多层共挤包装膜
生产资质，也是国内同类型中企业
标准、生产环境、设备硬件最好的
企业之一。该公司的非 PVC 多层
共挤医用输液膜将在近期下线，它
作为目前各类医用输液产品和真
正的全密闭式输液系统的包装容
器的理想新一代产品，具有广阔的
发展前景。

电子信息产业方面，洛阳在电
子材料、光电器件、光电显示、自动
化控制等领域已形成了产业基础，
拥有中航光电、单晶硅厂、中航锂
电等一批国内技术领先的重点企
业。电力负荷管理系统、指纹识别
产品、控制模块、测控设备、超级电
容等多项产品拥有核心技术。信
息服务业方面，先后引入了惠普、
中兴、用友软件、金蝶软件等企业
落户。

在节能环保领域，洛阳高新区
被国家确定为全国唯一的国家新
型工业化节能环保装备产业示范
基地，形成能耗减量、能源替代、资
源化再利用、系统优化和工业环保
五大重点领域，余热余压利用设
备、尾矿综合利用设备、节能玻璃
加工设备、水泥窑协同处理城市垃
圾等节能环保设备技术工艺，处于
国内领先水平。

洛阳盛豫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生产的气箱脉冲袋式除尘器，集分
室反吹和脉冲喷吹等诸类除尘器
的优点，克服了分室反吹时动能强
度不够、过滤与清灰同时进行的缺
点，提高了除尘效率。该产品被评
为河南省名牌产品。依托 14 项专
利，公司产品成功打入印尼等国外
市场。

在新能源产业，洛阳已形成以
光伏产业为主，光热、核电和风电
装备等多领域全面发展的产业基
础。硅光伏产业链条完整，中硅高
科拥有国内唯一的多晶硅材料制
备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中硅高
科、阿特斯光伏两家企业的三类产
品进入工信部公布的首批光伏制
造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占全省
五分之三。

10 月 18 日四季沐歌第 1000 万
台太阳能热水器产品在洛阳产业
基地下线。四季沐歌洛阳产业基
地建于 2009 年，5 年间，基地已具
备 年 产 100 万 台 太 阳 能 热 水 器 、
2700 万支全玻璃真空集热管、6 万
吨高硼硅真空集热管的生产能力，
成为国内最大的集高硼硅玻璃毛
坯管、太阳能真空集热管、太阳能
热水器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生产基地。

目前，洛阳市有规模以上生物
医药企业 21 家。其中，普莱柯生物
为国内兽用疫苗行业龙头企业，拥
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国家兽
用药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功开
发出国际首创的禽流感三联、四联
疫苗和国内首创的猪圆环病毒疫
苗等为代表的国家级新型兽药近
20 个。

在发展工业经济的同时，洛阳
市还加快服务业提质转型，把培育
高端服务业作为战略重点和新的
经济增长点。

文化旅游业是洛阳的优势所
在。目前，洛阳正在实施老城历史
文化街区、白马寺佛教文化园区、
伏牛山旅游度假区、关圣文化园
区、中央新影中原影视文化产业园
等文化旅游项目，完善旅游产品体系。

几天前，洛阳牡丹瓷股份有限
公司研发的牡丹瓷艺术灯具产品
在北京举行发布会。这种灯具在
审美基础上融入实用元素，成为继

牡丹瓷之后洛阳文化产业又一亮
点。同时谋划的牡丹瓷城市艺术
项目计划近期投放市场，将牡丹艺
术元素有机融入城市建设，实现

“满城尽是牡丹花”。
按照“建设大交通、发展大物

流、促进大产业”的总体思路，洛阳
着力发展现代物流业，重点发展集
装箱物流、保税物流、空港物流等
业态，建设综合性物流园区。

近期，由青岛连续发往洛阳 3
趟集装箱货运班列，到达洛阳铁路
口岸丰湾集装箱办理站，近期在洛
阳组织货源后，将实现洛阳至青岛
集装箱货运班列的对开，洛阳出口
货物通过一站式通关即可实现海
铁联运出口，洛阳将打通一条对外
进出口新通道。

围绕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洛阳
大力发展金融业，不断推进金融创
新，大力开展金融合作。

再过不到一个月，洛阳吉利农
村商业银行即将迎来成立三周年
纪念日。该行前身是吉利农信社，
2011 年 12 月改制挂牌成立后，成
为 洛 阳 首 家 成 立 城 市 区 农 商 银
行。成立后，该行坚持“以发展客
户为中心、以提高效益为核心、以
防控风险为重心”的战略思路，坚
定“立足吉利、拓展城区、辐射周
边”的市场定位，按照“提速增量、
强化质量、确保总量”的总体要求，
找准定位和着力点，持续打造“流
程银行、责任银行、精品银行、生命
银行”，全面建设标杆银行。今年
在全省农信社系统综合经营管理
考核中，该行名列第三，由此实现
了从传统农信社到现代银行的华
丽转身。

近年，洛阳市通过政策性引
导，着力发展特色高效农业，社会
资本相继流入农业领域，一批特色
农产品产业集群健康发展，一批农
产品加工示范基地茁壮成长，一批
农业产业化经营链条延伸拉长，农
业产业已逐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
极。全省首个家庭农场、首个农民
大学，先后落户洛阳。

作为近年来迅速崛起的一家
大型现代化农牧循环企业，洛阳鹏
云农业科技集团遵循“养种结合、
一体发展”的高效循环农业发展模

式。下辖的四个养殖基地设计规
模年出栏 10 万头生猪，与之配套的
是占地 1500 亩、洛阳市最大的无公
害蔬菜基地，由此构成了一条“猪
—沼—林、果、蔬”的高效种养循环
产业链条，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一个
典型代表。

在宜阳县，河南华裕黑色作物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引进、种植、加
工天然黑色五谷杂粮，已经有十几
年历史。公司立足“三农”，走“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化
模式，目前种植黑粮面积 28000 亩，
合作社入社农户 8764 户，计划 3 年
内发展黑粮种植面积 10 万亩以上，
年产量达 4 万吨，年产值达 5 亿元
以上。今年，公司又计划投资 1.2
亿元，建设国内第一个集“黑粮生
产、加工、科技、示范、采摘、观光、
餐饮、养生”为一体的现代养生黑
粮产业园，在国内打出中国黑色农
业第一品牌。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今年前三季度，在经济运行中

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经
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的严峻形势
下，洛阳市工业经济延续了今年以
来平稳较快的发展势头，工业增速
呈现总体趋稳、稳中趋升态势。洛
阳市统计局统计显示，前三季度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同比
增长 11%，增幅较上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与全省平均水平同步，
呈现总体趋稳，稳中趋升的运行态
势。

洛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柳身
说，作为全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
洛阳准确把握自身发展阶段特征，
改造升级传统优势产业，大力培育
战略新兴产业，努力实现从“洛阳
制造”到“洛阳创造＋洛阳服务”的
嬗变，在爬坡过坎中实现转型跨越。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遍布
的荆棘不会挡住前进者勇敢矫健
的步伐。

洛阳坚信，有了产业转型发展
作为坚实保障，老工业基地转型升
级的脚步将更加铿锵有力，洛阳建
设中原经济区重要经济增长极、名
副其实的副中心城市的蓝图会早
日实现！

洛 阳 ：爬 坡 过 坎 转 型 跨 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