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力拼搏，打造带动全省发展新的增长极

继国务院批准《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
省十次党代会提出加快建设洛阳中原城市
群副中心城市之后，洛阳再迎重磅利好：省
委、省政府研究出台支持洛阳市加快中原城
市群副中心城市建设的政策措施。

就洛阳加快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建
设，7月 21日，省委常委会议明确提出：充
分发挥老工业基地的产业优势，建设全国
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拓展服务业发展
空间，建设全国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基地；提
升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国家创新城市；协同
推进铁路、公路、航空、枢纽场站和城市交
通等设施建设，建设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
全面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建设“一带一
路”主要节点城市；充分利用文化、生态资
源优势，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

建设好副中心，打造带动全省发展新的
增长极，不是一句空话，更要落实到实际行
动上。

发展是第一要务。洛阳如何做好今年

下半年经济工作？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指出，要

按照省委、省政府“一个主题、四个确保”的
要求，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咬定目标、精准
发力，着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健康发
展，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在具体举措上，洛阳市划出了工作重
点。

稳增长是基础。紧盯“9643”合理有效
投资行动计划，抓好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
大数据产业园、军民融合产业园、新能源汽
车产业园、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规划建设，
盯紧洛阳石化炼油结构调整等一批重大项
目。

促转型是方向。按照高端化、绿色化、
智能化、融合化要求，坚持改革、创新、开放

“三力联动”，统筹抓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
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国企改革等工作。严格
落实“去降补”任务，加快推进“五十百”技改
提升工程；围绕实施“双倍增”行动，着力抓

好一批“国字号”平台建设，加快实施一批重
大科技专项；抓住500亿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基金重大机遇，加快建设军民融合产业园。

创优势是关键。年底前全面完成“一中
心六组团”发展战略规划及洛阳市中心城区
详细规划编制工作，加快形成中心城区“井
字加一环”快速路网，年底前完成洛阳机场
总体规划修编和机场改造提升二期工程、同
步启动三期工程；加快推进地铁 1号线建
设，年内开工建设地铁2号线一期工程，开
工建设三洋铁路洛阳段、动车组存车场、铁
路物流基地，推动呼南高铁豫西通道相关工
作……

打好“四张牌”、落实新定位，打造带动
全省发展新的增长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向改革要红利、向创新要动力、向开放要活
力，洛阳这座“传统风貌和现代气息交融”的
古老城市，必将在打造新增长极的发展实践
中展现出魅力独具的蓬勃生机，谱写出决胜
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的洛阳篇章。6

创新驱动，新动能成为增长新引擎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洛阳市和全国
一样，亟须加快新旧动能的转换，打造支撑未
来增长的新引擎。

作为传统重工业城市，洛阳市经济领
域一些变化正悄然发生。

从产业结构来看，服务业实现快速增长，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上半年，洛阳市服
务业增加值增长l1.2%，较一季度提高0.4个
百分点，三次产业结构比为5.1∶49.2∶45.7。

洛阳市统计局负责人表示，服务业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57.3%，成为拉动全
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推动全市产业结
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渐进。

据统计，上半年，洛阳市规模以上工业
中六大高成长性制造业实现增加值347.4
亿元，同比增长14.1%，对规模以上工业增
长的贡献率达75%。与互联网有关的新业
态快速增长，上半年，全市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22%。

制造业逐步迈向中高端。借助洛阳硅
产业基地建设和发展的东风，阿特斯光伏
电力（洛阳）有限公司重大技术改造项目高
效率开展。今年开工的4GW金刚线切硅
片项目正在顺利建设，年底前即可投产。
项目建成后，公司将拥有全球金刚线切硅
片的最大产能，其规模效应甚至在全球可

以稳居前三位，具有无可比拟的行业辐射
效应。

创新能力决定着经济体成长性和竞争
力。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中国
（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形成“双区效
应叠加”。上半年，洛阳高新区紧紧抓住

“双区效应叠加”，实现创新要素和资源的
集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
80%，增加值增速14.5%；各类创新主体达
到615家，市级以上研发机构总数达到272
家。由此带动全区GDP完成49亿元，增速
10.7%，位居全市第一名。

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
年。

前5个月，洛阳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
业务收入和利润，分别增长15.1%和34.4%，
其中，工业利润增速排名居全省第1位。

经济走势稳不稳，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
的反应最为直接。其经营状况也是反映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成效的“温度
计”。

以老国企中信重工为例。今年上半年，
该公司通过品质提升、绿色发展、服务转型和
海外拓展，做稳做优传统重型装备业务，该板
块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0.68%，利
润总额同比增长118.23%。

中信重工是洛阳工业经济明显回暖的
一个鲜明例子。在价格回升带动下，企业生
产明显向好，上半年，洛阳市50户重点企业
产值增长14.8%，同比提高23个百分点；39

家企业实现正增长，同比增加18家；装备制
造、新材料等行业增长加快、电子信息、能源
电力行业明显改善。

洛轴LYC积极采取改革措施取得显著
效果，主要经营指标均领先行业平均水平，上
半年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7%。

虽然受国际市场价格持续走低等不利
影响，洛钼集团于去年收购刚果（金）境内铜
钴矿山和巴西铌磷项目，业务范围从相对单
一的钼、钨业务向多元化的铜、钴、钒、磷品种
转变，上半年累计实现产值36.7亿元，同比
增长49.6%。

在备受关注的电解铝行业，受年初电解
铝价格回升因素影响和企业提质增效成果
的逐步显现，产业发展出现盈利迹象。前6
个月，伊电集团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155.9
亿元，同比增长30.8%；万基控股实现产值
114.6亿元，同比增长33.7%，实现盈利1.36

亿元，同比增利1.9亿元。
洛阳石化上半年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

149.7亿元，同比增长33.6%,实现利润5.8亿
元，同比增长167%。

工业用电量也印证了这一点。上半年，
洛阳市工业用电量增长6.9%，同比提高3.7
个百分点。

“企业生产经营发生的可喜变化，得益
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专家分析
指出，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洛阳市去年以来
积极落实国家和省政策措施，深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在全国地级市中率先出台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1+N”政策框架，带
来明显成效。

据悉，今年5月，洛阳市因老工业基地调
整改造力度较大，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培育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合作
等工作成效突出，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

本报讯（通讯员 李雅洁）近日，偃师市岳滩镇岳滩村文
化广场，古香古色的岳滩村“和之韵”家风馆落成，吸引了
本村及邻村村民前来参观。村民三三两两，边走边看，看到
展板上自己熟知的好人好事，忍不住夸赞。

今年3月以来，偃师市积极开展“弘扬良好家风，争当
文明家庭”活动，广泛开展“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好媳
妇”“好妯娌”“好婆婆”等征集评选表彰活动，并先后在偃师
市岳滩、段西、东蔡庄等24个村庄建设好家风、好家训展览
馆，对村民中传承的好家风家训、涌现出的感人事迹、评选
出的先进模范进行宣传展示，用身边人、身边事营造教育引
导群众传家风家训，树文明新风。

截至目前，偃师市岳滩、段西、东蔡庄3个村已建成家
风馆，成为传播家风家训、爱国主义、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廉政文化等教育基地和干部教育的现场教学点。偃师
市顾县镇段东村正在布展，岳滩镇仝庄、伊洛街道办齐庄社
区、槐新街道办新新社区、府店镇西口孜、商城街道办新寨
社区等5个村场地装修完毕，准备安装板面，其他各村家风
馆正在按计划陆续进行。15

偃师建设家风馆
成风化人扬正能

洛阳电网

高温作业保度高峰

7月 23日，国网栾川县公司迎战40摄氏度高温，在全
市县级供电区域内首次独立开展带电作业，确保了企业和百
姓的正常生产生活用电。今年夏季用电高峰期，洛阳市城市
区配网将实现带电作业“全覆盖”。15张静 牛国梁 摄

“稳”字当头，“供给侧改革”带来逆市飘红

信息速递

●● ●● ●●

地方观察/洛阳│192017年8月1日 星期二
统筹 尹红杰 田宜龙 孙勇 组版编辑 李晓舒

打好“四张牌”打造增长极
洛阳市上半年经济增速8.5% 居全省第一方阵 洛阳市“河洛党建计划”

巩固提升年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7月 25日，洛阳市“河

洛党建计划”巩固提升年推进会在栾川县召开。会议总结
交流了上半年“河洛党建计划”巩固提升年及村级集体经济
试点工作推进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会议指出，巩固提升“河洛党建计划”是加快推进“9+2”
工作布局、加快实现“四高一强一率先”奋斗目标的基础性工
作。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清巩固提升“河洛党建计划”
的重大意义，结合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牢固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不断夯实基层基
础，全力推动“河洛党建计划”再上新台阶，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会议通报了全市“河洛党建计划”专项考核结果及省、
市村级集体经济试点工作推进情况，决定对上半年考评排
名县（市）前三名的栾川县、孟津县、新安县，排名城市区前
三名的涧西区、吉利区、西工区分别给予不同等次的奖补资
金。栾川县、孟津县、涧西区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当天上午，与会代表还实地观摩考察了栾川县庙子镇
庄子村“党建+集体经济”项目、黄柏村“党建+扶贫”项目及
栾川县党员综合服务中心。

各县（市）区委副书记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市直有关部
门负责人参加会议。15

洛阳市国家税务局

推进自贸区办税便利化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松战 通讯员 贾浏晖）7月25

日，记者在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综合服务中
心发现，每个窗口、一个办税人员、一台电脑，办理国地税两
家事项。这是洛阳市国税局和地税局联合推出的“1112”
国地税合作办税模式，也是洛阳市国税局推进自贸区办税便
利化的具体举措。

今年4月，自贸区洛阳片区挂牌后，洛阳市国税局贯彻
落实省局要求，以“提升·创响”为主题，结合洛阳自贸区功
能定位和区域特点，创新落实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
方案，持续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推出一系列服务自贸
区税收便民之举。

构筑联合办税“试验田”。该局融合国税、地税双方优
势，在自贸区核心区域——洛阳高新区打造国地税联合办
税服务厅，以“七个联合”实现国地税业务办理无缝衔接、高
度融合。

科技引领提效率。该局在自贸区内设置“互联网+自
助办税服务”体验区，辅导纳税人利用“互联网+”和自助办
税设备办理涉税业务，区域内纳税人网上申报率已达
98%。目前实现192项涉税业务全市同城通办，为自贸区
纳税人办理涉税业务提供更多的办税地选择；推广电子发
票和“网上申领+实物发票寄递”服务，让纳税人足不出户
即可申领、使用发票。

针对自贸区内11个园区近1000家企业不同特点，该
局联合地税部门，提供动态化、个性化政策辅导和咨询服
务。对孵化器园区、高新技术企业聚集区、软件产业区和智
能制造及机器人产业区四个区域，打包订制相配套的不同
税收优惠政策，上门精准推送，实施团队辅导。15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李松战

中流击楫，砥砺奋进。

在 7月 23日召开的洛阳

市上半年重点工作推进会议

上，洛阳亮出了自己的“半年

成绩单”：今年上半年，洛阳市

实现生产总值达 1908.6 亿

元，同比增长8.5%，增速比今

年第一季度提高 0.3 个百分

点，居全省第一方阵！

统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上半年，洛阳市认真

落实国家和省赋予洛阳发展

新的战略定位，着力发挥优势

打好“四张牌”，紧紧围绕“四

高一强一率先”奋斗目标和

“9+2”工作布局，积极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合理有效扩

投资，在新旧动能转换、经济

转型发展的航道上奋楫争先，

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是集玻璃深加工设备设计、制造、销售
和高端深加工玻璃产品生产、销售于
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中信重工研制的智能矿山救援机
器人项目

“传统风貌和现代气息交融”的古老城市洛阳，焕发出新活力 曾宪平 摄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田宜
龙 通讯员 刘岳纳）日前，长4米、宽3米、高
2.1米的国内首台温场梯度移动法蓝宝石长
晶炉样机在位于洛阳市的西格马炉业股份
有限公司下线，标志着这家企业向着低成
本、高品质蓝宝石产业化制备前进了一大
步，未来低成本蓝宝石有望实现“洛阳造”。

“将特定的材料放在长晶炉内，在高温
低压状态下连续加热10天左右，就可以生
产出用于手机屏的蓝宝石材质了。”7月31
日，在公司生产实验车间，董事长周森安向
记者介绍。

蓝宝石长晶炉样机，形状像是个大酒
瓶，长4米、直径2.1米，中间最大处直径约
3米。“待3个月左右的试验期结束，就可进
入批量生产，全部投产后可年产6000吨，
能满足1亿部手机屏幕使用。”周森安说。

西格马公司成立于1999年，是从事高
温、超高温电阻炉和相关仪器设备研发生产
的高新技术企业，该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航
空航天、核技术研究等领域，技术处于世界
同行业领先水平。其自主研发的二硼化锆
复合陶瓷发热体加热体，在氧化条件下可升
温至2600℃，让西格马一跃成为国内唯一

具备 2600℃超高温电阻炉生产能力的企
业，被称为“中国炉王”。近年，随着传统电
阻炉市场日益成熟饱和，企业确立了新的创
新突破口——新兴的蓝宝石产业。

据了解，蓝宝石是排在金刚石之后的
世界第二高硬度材料，因具有优异的光学
性能、强度高、硬度大、耐腐蚀等特点，使其
天生就适合做耐磨材料，广泛应用于耐磨
轴承、眼镜片、智能手机屏幕等产品。但由
于目前蓝宝石制造成本较高，制约了其在
民用领域的推广。目前，世界上应用最广
泛的蓝宝石单晶体生产技术为熔体法，通

过控制长晶炉的功率间接控制生长界面的
温度。但由于温度控制精度低，导致蓝宝
石晶体生长速度缓慢、一致性差、成品率较
低等问题。

为此，西格马公司与同济大学等开展
产学研合作，开发出一种新的蓝宝石晶体
生长方法——温场梯度移动法。该方法使
得环境温度波动小于 1摄氏度，同时还具
有产量大、生产成本低等优势，可使蓝宝石
综合生产成本降低 50％以上。目前该公
司已申请了多项蓝宝石晶体生长控制理
论、方法和设备相关的国家专利。6

我国首台新型蓝宝石长晶炉样机在洛下线

未来低成本蓝宝石有望实现“洛阳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