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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松战 通讯员 徐鸿雁）近日，
河南省安装集团承建的泰山玻纤新区F04年产 10万吨池窑
拉丝生产线点火成功，标志着历时七个多月的项目画上了圆
满句号。这已是该公司在泰山玻纤新区建设的第四条生产
线。

总部位于洛阳市的河南省安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
拥有机电设备安装、房屋建筑施工、冶炼总承包等多项一级资
质的大型综合性建筑安装施工企业，并形成了以火电、建材、化
工、冶金、市政环保等工程建设安装为主的核心竞争力，构建了

“战略、文化与管理”三位一体的现代综合管理体系。
新常态下，省安集团顺应新变化，紧跟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部地区崛起和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继
续精耕传统主业，保持好传统安装实力，当好“国内工程承建
商”；积极参与PPP、EPC项目，提供设计、融资、建设、运营维护
等全方位服务，推动供热等相关产业多元发展，当好“综合服务
提供商”；积极走出去，承接国际工程，当好“国际工程承建
商”。最终，逐步从原本单一的“现代工程承建商”转变为“综合
服务提供商”，逐步建设成为综合性、多元化、国际化的现代化
企业集团。

值得一提的是，省安集团国际化发展战略取得显著成效。
公司扩大国际业务规模，实现了从“借船出海”逐步向“扬帆出
海”过渡，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谋划了经营布局，成立马来西
亚公司、中亚经营部、北非经营部、孟加拉经营部等国际网点，
累计承接国际工程10多亿元，足迹远及亚非欧20多个国家和
地区。5

河南省安装集团积极顺应新变化

从“单打”转型为“全能”

□洛阳观察记者 李松战 王豪杰

3月 1日，伊川县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九次代表大会
成功举行，选举产生了县工商业联合会第九届执行委员会及领
导班子。值得一提的是，当选工商联主席、总商会会长的张胜
贤，是2月17日该县通过竞职公选选出的候选人。

创新 ▏工商联“当家人”要公选

工商联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非公有
制企业的桥梁和纽带，肩负着推动非公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
任。伊川县非公经济发达，工商联以及主席作用的发挥至关重
要。

在全县领导干部大会上，伊川县委书记李新红强调：“伊川
县将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匡正选人用人之风，营造良好政治生
态，在全市加快推进‘9+2’工作布局、加快实现‘四高一强一率
先’奋斗目标中实现更大担当、更大作为。”

按照省、市关于工商联换届工作的精神，为选优配强工商
联领导班子特别是择优配强工商联主席（会长），县委常委会研
究，打破传统、创新方法，对提名推荐的县工商联主席（会长），
首次采取竞职公选的方式，提名县工商联（总商会）主席（会长）
候选人。

“工商联主席必须是商界的领军人物。”伊川县委副书记刘
向平说，工商联主席是民营企业的“当家人”，其人格魅力是工
商界的“良心”。

2月 7日，伊川县 2017年工商联换届工作领导小组下发
《关于县工商联（总商会）主席、会长人选公开竞职工作方案》，
拉开了公选大幕。

反响 ▏激活选人用人“一池春水”

伊川县创新工商联主席人选提名方式的举措，在当地广大
非公经济人士中产生强烈反响。

最终，伊川县5名民营企业家名字写在报名竞职单上，他
们的企业2016年上缴税金都在100万元以上。

2月17日，公开竞职演讲大会如期举行。
“我不认为工商联主席、商会会长是个官，即便是，也是个

为企业谋发展、办事情的‘服务官’。”说这番话的，是洛阳龙跃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翟孝干。他今年33岁，是5名竞职
者中最年轻的。

参加竞选的洛阳龙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翟孝干这
样说：“是这个充满活力和激情的时代给了我放飞梦想的机会，
是伊川县委公平公正的用人导向给了我参与这次竞职演讲的
勇气！”

参加演讲的河南省博时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胜贤说，竞
职演讲大会的各个环节，无不体现“公平”二字，就连5个人的
上场顺序，都是现场抽签确定的。

“我是个盖楼的，层层都要盖得实。如果我能当选，也要实
实在在为大家办点事，而不是光为自己。”张胜贤说。他在这次
公选中取得第一名的成绩，对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上的选举充
满信心。

伊川县工商联主席人选提名方式的“破冰”之举，激活了
选人用人的“一池春水”，更为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打下坚实基
础。

新当选的县工商联主席（会长）张胜贤作出了郑重承诺：
“我一定带领新一届工商联（总商会）领导班子，奋发不懈怠，奋
进不畏惧，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对工商联工作提出的希望和要
求，打造商会平台，彰显工商联优势，为全县非公有制经济创新
转型发展和率先实现500亿元县域经济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实现更大担当。”5

伊川县创新工商联主席人选提名方式

竞职公选选出“千里马”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邓金慧

去年9月以来，引人瞩目的全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提上日程，首批45个试点县（市）近日尘埃落定，偃师“中盘落子”，名列其中。

数月酝酿，城建大提质“偃师路径”最终敲定，偃师市城市建设提质工程2017—2019三年建设计划清晰描绘：总投资187.3亿元的9大类19个专项168

个城建项目“载重启航”，鼎力支撑偃师向全国一流县级城市目标铿锵前进。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意在疏通全省城市建设的“神经末梢”，打造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更具吸纳作用的“卫星城”。这与洛阳市城市战略中的“六组团”建设不

谋而合。寄托着偃师统筹共享的发展理念，承载着偃师宜居宜业的发展梦想，偃师市委书记宋义林说：“城市建设是打好基础设施‘这张牌’的重要载体，事关

百姓福祉，必须潜心躬行，打好基础，努力影响和带动全域发展，真正成为全省县级城市建设的先行者、洛阳城市建设的支撑点。”

上项目 重特色 强保障

城建大提质勾勒“偃师路径”

路径确定如何走？推进城建提
质工程，偃师机制先行，未雨绸缪。

与偃师市城市建设提质工程行
动计划一同下发的，还有与之相匹
配的投融资方案、用地保障方案等
相关文件，“一揽子”解决大难题，啃
下“硬骨头”。

解决“钱”的问题。偃师“融引”
并行，聚合资金流。以融得来、用得
上、还得起为前提，积极完善可持续
融资机制，不断提高市场融资能力，
确保三年建设项目资金需求；以市
场手段、招商引资撬动“社会奶酪”，
带动社会资本吸纳，汇聚城市发展
合力。

解决“地”的问题。偃师积极探
索集约、节约用地新模式，以整理、
盘活、旧城改造等方式，既扩延争取
又内涵挖潜，并开辟审批“绿色通
道”，充分释放土地活力，增加用地
有效供给。

解决“人”的问题。城建提质归

根结底是提升现代城镇化水平，城镇
化进程归根结底是人的城镇化。偃
师积极推进与人相关的“一体化”改
革，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加快
推进土地、财政、教育、就业、医疗、养
老、住房保障等配套改革，让居民更
多享受城镇化进程中的改革发展红
利，变“被动吸纳”为“主动融入”。

为确保建设成效，偃师强化考
核“预后”保障，成立全市城市建设
提质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将建设目
标、任务细化分解，实行台账式管
理，严格落实目标责任制，加强对城
建工作的督办考核，对落实不力的
启动问责机制，为城建提质撑起“保
障伞”。偃师市市长李灵敏说：“紧
盯进度，锲而不舍，是达成城建提质
工程预期目标的关键。”

以非常之力量，做非常之事
业。偃师以“功在不舍”的勇气和信
心，全力推进城市建设迈上新高
度。5

城建大提质该如何破题？这是去
年以来，偃师一直着力思索和推进的一
个命题。

去年6月召开的洛阳市委城市工作
会议，明确提出统筹实施“一中心六组
团”的城市发展战略，构建半小时经济
圈。偃师作为“六组团”的重要组团，将
打造成为洛阳中心城区的拓展区。9月
份，全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出炉，偃师
幸而入围。

两流交汇，一脉相通。偃师紧抓重
要契机，在推进城市大建设上蓄势待
发，努力构建在洛阳市九大体系建设中
的重要战略支点地位，向全国一流县级
城市目标前进。

破题在项目，规划要先行。遵循
“以人为本、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
低碳”的建设理念，偃师率先完成全市
城乡总体规划并上报审批，并开始分步
制订城市综合交通及停车设施、城市修
补与生态修复等12类专项规划，确保规
划全覆盖、建设有“蓝本”。

偃师城建提质“项目谱系”在规划
指引下全新呈现。三年“项目库”勾勒
清晰路径：2017年—2019年，168个城
建项目“开疆辟土”，包括城市道路与桥
梁、地下综合管廊、供水水厂、供水管
网、污水污泥处理、污雨水管网工程、燃
气工程、热力工程、环卫及垃圾处理设
施、园林绿化、海绵城市建设、黑臭水体
治理、城市生态修复工程、城市修补工
程、数字化城市管理、停车场建设、电力
通信工程设施建设、城镇公共服务配套
设施、公交车站、停车港湾等其他交通
设施建设项目等，涉及19个专项、总投
资187.32亿元。

这些项目包罗城市发展的方方面
面，从上到下、由表及里、“软硬兼施”，
深度构建和涵养城市特质和生态。

万事看开头。偃师分秒必争，2017
年项目建设“路线图”同时绘就：全年计
划开工城建工程16个专项、89个项目，
总投资140.49亿元，当年计划完成投资
41.75亿元，并对项目的各个环节周密
部署，确保“赢在起点”。

全力以赴，只为蓝图成真。三年之
后的偃师将会如何？

到2020年年底，偃师的各项城建指
标将标注“新高度”：城市路网密度将不
低于8公里/平方公里，百辆汽车公共停
车位不低于10个，城市交通绿色出行分
担率达85%以上，城市公共交通出行分
担率达 20%上。公共供水普及率达
90%以上，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
10%以内，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88%
以上，再生水利用率达15%以上，污泥无
害化集中处理率达90%以上。燃气普及
率达到90%，供热普及率达65%，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5%以上。绿化覆盖
率达到39%，绿地率达到34%，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达到10平方米，建成区20%以
上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建设6
公里左右的各类地下综合管廊等，跻身
全国一流县级城市行列。未来，偃师城
市建设提质工程覆盖范围达到48平方
公里，规划总人口45万人，均达到了全
域的三分之二以上。

以规划为引领，以项目为支撑，一
幅大道通衢、百态齐聚、宜居乐业的偃
师“城市图”正徐徐展开、工笔细描。

偃师，在城市建设上迈进了“大提
速”时代。

城建提质，提的不是千城一面
的“建”，而是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

“质”。
偃师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4000多年历史沉积，留下了七朝古
都、“华夏第一王都”、夏商断代工
程、武王伐纣、汉魏故城、玄奘故里
等众多历史遗存、历史人物和历史
故事。面对历史赐予的独一无二的
丰厚财富，是继续让历史沉睡还是
在现实中复活？偃师在城市建设中
已经做出了选择。

走进正在建设的商城遗址考古
公园，园内建筑芳容初现，风格浑
朴，古风浓郁，仿若漫步在3000多
年前的商城内。

这次城建提质，文化特色更聚
焦为城市设计的灵魂。首阳片区作
为偃师城市规划的四大功能区之
一，散落区内的夏、商、汉魏洛阳故
城三大都城遗址处处“点睛”，努力
建设连接洛阳的文化创新核心区。

“特色之城”体现在谋划的城建
提质项目中。首阳片区今年将要开
工建设的二里头遗址公园、二里头
夏朝遗址博物馆、翰林苑博物馆、张
海书法艺术馆新馆、夏都文化园等
一批项目，既承载着传承文化的使
命，也为群众提供休闲宜居的“氧
分”。与之浑然一体的生态景观也

正在建设，富有人文气息的华夏渠、
太和渠、聚贤湖、南湖等“五渠两湖”
水系建设，将众星拱月地呈现出当
年浩渺洛河的盛美景观。这些项目
的建设，以文化为脉，以生态为络，
促使偃师在打造“华夏历史文化传
承创新先行地”的道路上迈开坚实
一步。

内涵饱满，张力外显。极富“内
在美”的首阳片区源源迸发出产业
活力。区内先后引进了台湾花博
园、元一科技产业园、万达快钱、义
乌国际商贸城等项目，随着元一科
技产业园项目的实施，其大数据产
业等 IDC洛阳项目将进驻园区，成
为融合“文化城市”和“智慧城市”的
先行地。

绘人文、重创新、聚活力，融古
贯今、特色鲜明的首阳新区意气风
发，崭新走来。

像首阳新区一样，偃师建设“不
一样的城市”理念正在深入显现。
城市建成区和南部滨河区确定为生
态宜居中心区，岳滩片区被定位为
产业转型示范区，分别以制造业和
现代物流、商贸为主的 2个重点镇
建设，以及6个特色小镇建设，偃师
以特色为导向的城市建设层次分
明，不断涌流汩汩动力，为城建提质
工程注入丰富内涵。

科学规划“上项目” 浓墨重彩“写特色”

机制先行“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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