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吸引了大批金融机构入驻

游客如织的洛邑古城已成为洛阳文化旅游新名片 张雅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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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寒冷 气温多变 脑血管病患者如何平稳过冬

且看专家为您支招
□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本报通讯员 尤云飞

1月 17日，记者见到63岁的高先生时，
他正躺在洛阳东方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康复
治疗室进行康复治疗。一年前，因大面积脑
梗死导致他口角歪斜、处于昏迷状态，被家
人紧急送往医院。经过系统康复训练后，如
今，他不仅语言功能基本恢复正常，甚至还
可以自己上一两级楼梯。“感谢这里的医护
人员，是她们的精心治疗，让我逐渐康复，有
了自主生活的能力！”高先生激动地说。

康复治疗越早越好

据悉，脑血管病，简单说就是脑部血管

发生病变，大体上分为脑出血和脑梗塞两大类，
其中脑梗塞发病率占到脑血管病的70%。脑血
管病多见于老年人，但近年来年轻化趋势日益
明显，特别是寒冷冬季,脑血管疾病更易发生。

“脑血管病患者康复治疗越早越好，最
好在前期住院治疗时就介入，前三个月是康
复‘黄金期’，最晚不要超过六个月，在此期
间内进行康复介入的患者治疗的有效性可
达 90%以上。”洛阳东方医院康复医学科主
任任琳说。

她介绍：“和在家康复相比，医院的优势
更加明显。”如果单纯只是在家卧床或自行
锻炼，往往因方法不对或者运动量不足，易
引起关节挛缩、肌肉萎缩、褥疮等。而医院
康复治疗可通过物理治疗、作业治疗、言语

吞咽治疗、心理治疗、环境治疗、传统中医康
复治疗等手段，减轻功能障碍的程度，使患
者实现独立生活，重返社会。

社会应给予更多关怀

据悉，按照国际通行标准，65岁及以上
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就进入老年型人口
社会，我省从 2000年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
社会，并且老龄化程度呈逐年加深的态势。

洛阳东方医院神经（脑血管）疾病治疗
中心现有 6个病区，160张床位，目前 60岁
以上患者约占将近九成，不少患者因失能或
半失能，需要人照顾。负担重、费用高，已成
为摆在很多患者家庭越来越现实的问题。

在任琳看来，脑血管病的后期康复治疗是个
系统工程，治疗周期相对较长，对患者心理
和家庭都是一种考验。

我国从 2016年起确定在上海、青岛等
全国15个试点城市启动长期护理险制度，为
参保人员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年老患病时
提供护理保障，减轻经济负担。统计显示，
试点开展以来，已有超过 3800万参保人受
益，合规长期护理费用的支付水平达到
70%，极大减轻了失能老人家庭的负担。

任琳建议，社会应该给予脑血管病患者
更多关怀，一方面应尽快将包括长期护理险
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保险机构也应多
开设护理方面的险种等，切实减少患者的后
顾之忧。8

伊滨经开区

专项督查确保
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

本报讯（通讯员 陈晓辉 董然）是否结合实际制
订本单位学习方案、学习计划？有没有召开专题党课、
开展专题活动？……连日来，伊滨经开区组成4个十
九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专项督查组，采取对表量化、谈
话询问、测试检验“三管齐下”，确保十九大学习宣传贯
彻在该区落地生根。

对表督查一对一。为推动该区各基层党组织学习
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该区采取“四不两直（不打招呼、
不发通知、不听汇报、不需陪同，直奔镇村、直插宣讲现
场）”的方式，对5镇和区直单位34个基层党组织进行
了督查。

谈话询问面对面。督查组还直接到镇村、直插宣
讲现场，与基层党组织成员面对面详细询问了解各镇、
各单位集中学习、专题党课、宣讲活动开展情况及学习
成效。

测试检验实打实。为了让基层党员更深刻地学习
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督查组随机抽取20名镇班子成
员和中层干部进行闭卷考试，以测试加深对十九大精
神中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理解和掌握。

该区纪工委书记练忠杰说：“下一步，我区将针对
督查结果，有针对性地抓实基层党组织对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学习贯彻，督促党员学深悟透党的十九大精
神。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确保党的十九大精神真正
在伊滨经开区落地生根。”8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1月 20日，由中
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河南省委外宣办、河南广播电视台
主办的《中国影像方志》河南卷·汝阳篇开机仪式暨河
南卷研讨会在汝阳县举行。

研讨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文史专家分别交流了
各自研究领域文化、历史故事等，为拍摄组提供了大量
有力的历史佐证和丰富的文化背景。

摄制组表示,汝阳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精神文化
生活丰富，有着独特的魅力传承。此次摄制将认真梳
理汝阳的文脉，从多重视角探寻汝阳的过去、现在和将
来，围绕“地名记”“当代记”“大事记”“人物记”“名胜
记”等板块设置，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展示历史考
古、民俗风情、旅游资源、特色物产，精彩呈现杜康、恐
龙、炎黄、杜鹃、杜仲、麻花、梅花玉等有代表性的地域
元素，为汝阳留下一份珍贵、鲜活的影像地方志。

据了解，央视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以我国当今县
行政区划为单位，对全国各县及县级市进行拍摄，计划
摄制2300集以上。从历史演变和文化传承的角度，解
读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以《地方志》的体例
和风格,讲述生动传奇的地方故事，展示该地区的时代
风貌和沧桑巨变，进而为时代讴歌，为人民立传。8

留下一份珍贵的地方志
《中国影像方志》河南卷·汝阳篇开机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通讯员 乔永峰）
近日，老城区2017年财政数据出炉，其中用于民生领
域支出达8.35亿元，占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近八
成，高于洛阳市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

虽然老城区的“钱袋子”并不富裕，却将财政支出
向市政路网建设、基础设施配套、大气污染防治、保障
房建设、文化教育卫生等民生关切的领域倾斜，把钱花
在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据统计，全年用于教育、文化支出同比显著增加；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19.4%；医疗卫生等支
出同比增长55.9%……

数字之外，老城区的各项民心工程正稳步推进——
完善设施，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去年，老城区先

后投资3亿元，新（改扩）建了经七路等11条道路，改
造饮马南街等15条背街小巷。新增临时公共停车泊
位2100多个，改造老旧小区25个。投资442万元，购
置环卫车辆26台，实现主次干道机械化清扫全覆盖。

多拳出击，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去年一年，老城区
建成公租房1012套；建成安置房12.8万平方米，安置
群众1345户。新建3个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和1个留守
儿童之家，新增集中供热面积90万平方米。

老城区委书记杨劭春说：“民心所向，即工作所
指。我们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多做‘雪中送炭’的事儿，让全区人民群众更好更多地
享受改革发展带来的‘红利’，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
来老城群众的‘幸福指数’！”8

老城区

去年民生支出占比近八成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李松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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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老国企，中信重工在创新
引领下，注入了发展新活力。仅以机器
人为例，短短数年间，已成为国内最大
最强的特种机器人研发和产业化基地。

“虽然去年第三产业成为第一大产
业，但这并不意味着洛阳对工业的弱化，
相反工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转型
升级，工业结构同样持续优化。”洛阳市工
信委负责人说。

2017年，洛阳强力实施重点产业转型
发展行动计划和“五大攻坚行动”，高端装
备制造等六大产业园加快建设，六大高成
长性制造业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
为68%左右。

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催生
培育和壮大。

以自创区建设为引领，2017年洛阳
市实施双倍增计划，新增省级以上创新
平台108个、高新技术企业107家、省级
创新龙头企业12家，分别是 2016年的
2.3倍、2.8倍、1.5倍。全市专利申请量
突破万件大关，技术合同成交额创历史
新高，同比增长32.6%。

预计全年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45亿元，电子商
务交易额 1600亿元，规模以上快递企

业业务量增速超40%。
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洛阳市委、

市政府提出要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
心，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
高质量发展之路。

去年，洛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同比增速超过 40%，工业利润率创
2010年以来新高，连续8个月位居全省
第一位，为全省工业发挥了有力支撑作
用。

革故的同时，更要鼎新。
2017年，洛阳一大批大事要事实现

突破，发展优势得到厚植。洛阳石化炼
油结构调整一期工程、银隆新能源产城
融合产业园等六大产业园区、格力自主
创新智能制造产业基地、洛宁大鱼沟抽
水蓄能电站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集中
落地，拉动作用、集聚效应将进一步显
现。

展望2018年，洛阳市提出，将突出
高质量发展，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
主攻方向，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在巩固“三产超二产”的同时，
奋力迈向“消费超投资、新兴超传统”，
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8

2017年，洛阳不断提升国家和省对洛阳新的发展战
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着力发挥优势打好“四张牌”，加
快落实“9+2”工作布局和60个重大专项，奋力实现“四
高一强一率先”目标。

经济发展水平更高，这是“四高”的首个内容。统计
数据显示，2017年，洛阳主要经济指标好于上年，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在全省的支撑作用显著提升。

全年全市GDP突破4000亿元大关，达到4343.1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7%，增速比上年同期加
快0.1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增速。

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总量在全国城市中位次前
移，这两个数据充分表明，洛阳在全省、全国的作用在彰
显。

此外，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25.9亿元，同比增长
10.8%，增速比上年加快1.7个百分点。

经济蛋糕做大，惠民力度持续增加。全年民生支出
403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2.3%。洛阳重点民生
实事涉及脱贫攻坚、文化体育、医疗卫生、教育、就业创业等
11个领域60项87件具体工作，截至去年年底全部兑现。

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
副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

长期以来，提及洛阳的产业，首先
想到的就是老工业基地、工业重镇之类
的字眼。

作为新中国“一五”期间重点建设
的工业城市，洛阳第二产业持续对全市
国民经济发展起引领作用，为第一大产
业。

然而，这种“二三一”的产业结构，
并非是最理想的。从全世界的发展来
看，“三二一”的产业发展格局，是一种
理想的经济结构。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
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要“加快发展现
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

现代服务业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其发
达程度是衡量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的
重要标志。

在速度加快的同时，2017年的洛阳
产业结构，经过持续优化，同样实现质
变。

洛阳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
第一产业增加值 230.0亿元，同比增长
4.4%；第二产业增加值 2037.7亿元，增
长7.3%；第三产业增加值2075.4亿元，
增长10.8%。第一、二、三产业结构为5.3
∶46.9∶47.8，三产规模首次超过二产。

在过去的一年，大力实施“引金入
洛”，多家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抢
滩入驻。以举办牡丹文化节、河洛文化
节为契机，加大节会惠民利民力度，倒
逼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了文化
旅游产业大发展。

专家认为，尽管第三产业比重较第
二产业只多出不到一个百分点，但这是
一个重要的拐点，是一个历史性的突
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喻新安认为，洛阳经济结构由此发
生重大调整，经济实现由工业拉动向服
务业与工业共同拉动转变。

从“二三一”到“三二一”，反映的是
发展理念的不断提升，体现的是洛阳在
新时代下的高质量发展。

三产比重首次超二产
产业结构实现重大转变

创新驱动 推进高质量发展

2017年与洛阳通航的国内、国际城市增至22个洛
阳机场每周航班增至108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