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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馆览尽洛阳城
——探访洛阳市规划展示馆

地方传真

一座规划展示馆，诉说着洛阳

从古到今、走向未来的规划建设历

史，凝聚着历代规划者、建设者的心

血和汗水，承载着洛阳人民的期待

和梦想。

“这个巨大的城市沙盘太棒

了，看洛阳城很直观又很壮观！”

“5D影院十分新颖、VR自驾游非

常棒！”国庆假期，很多朋友在朋友

圈发图，规划馆“刷屏”了！

十一假期，刚刚建成并向公众

免费开放的洛阳市规划展示馆，受

到市民、游客青睐，成为洛阳城市

旅游的新亮点。

走进洛阳市规划展示馆，历史

展区、战略规划展区、专项规划展

区、重点片区规划展区、城市设计

展区、城镇体系规划展区和未来展

区等，全面展现着洛阳城市规划的

历史之美、时代之美、未来之美。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王雪娜

数字沙盘、5D 影院、VR 自驾游洛
阳……规划馆里的这些互动项目，
就像微缩版的城市‘游乐园’。

走进展馆三楼，仿佛踏上洛阳城
的未来之路。

一个数字沙盘展厅，通过裸眼 3D
的形式讲述洛阳城市规划空间结构；
城市设计展厅用模型、图板等，将伊滨
新城、大数据产业园、洛阳龙门站综合
交通枢纽等未来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展
现在观众眼前。

“数字沙盘、5D 影院、VR 自驾游
洛阳……规划馆里的这些互动项目，
就像微缩版的城市‘游乐园’。”馆内，
外地游客马晓婷正忙着体验项目、拍
照分享，“你好，‘新’洛阳！”

“笑脸墙”“大美洛阳魔镜墙”等特
色项目，通过多媒体信息化手段以沉
浸式互动游戏方式让参观者领略城市
重点项目及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和
发展情况；“宜居宜业，大美洛阳”的城
市总体规划展示影片，借助包围式的
视听环境，“全方位”讲述洛阳市整体
城市规划理念……

在洛阳市规划展示馆内，市民们
边听讲解边认真观看，通过一幅幅照
片、一段段文字了解洛阳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大家纷纷为展馆新颖的展示
理念、广博的展示内容、丰富的互动体
验点赞。

“一张蓝图绘到底，洛阳明天更美
好！”

城市只有真正有品质、有品位，才
能让居者心怡、来者心悦。

洛阳市规划展示馆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馆以创新的思维、未来的眼光深
入挖掘城市内涵，努力讲好“洛阳故
事”，已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接受
公众监督的平台，凝聚洛阳人民热爱洛
阳、建设洛阳的“强磁场”。9

在展馆的入口处，您可以取一本
图册，这其实就是洛阳市规划展示馆
的定制“名片”，通过这张“名片”便可
对其有一个相对直观的了解。

进入规划展示馆，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大型三彩艺术壁画《洛阳》。壁画
以层层绽放的牡丹花瓣为整体构图，
龙门石窟、洛阳牡丹、二里头遗址等众
多洛阳元素“不期而会”，巧借洛阳独
有的三彩技艺制作，历史、时代和未来
三条脉络贯穿其中，汇成凝聚时光的
视觉盛宴。

进入一楼犹如进入“历史长河”，
在这里可以通过影片《五都荟洛》了解
洛阳城的五都更迭，见证河洛大地的
沧桑巨变。

夏都二里头、偃师商城、东周王
城、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这些
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都城规
划沿革，在展厅中一一展现。

此外，展厅中还展示了洛阳古代城
市规划中的部分专项规划，如古代建制
沿革、古代洛阳园林的规划沿革、古代
经典建筑形制的规划建设，还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规划沿革等。

从不足 20平方公里的老城区到
开创了“避开老城建新城”的“洛阳模
式”，展厅“讲述”了洛阳城市框架先后
跨过洛河、伊河，形成了如今的城市规
模的演变。

慢慢走来，犹如在洛阳五千年文
明史中畅游。

通古达今
“品味”洛阳城历史之美2

绘制蓝图
规划触手可及的未来之美3

自然生态空间管制助力新安“生态立县”
□本报通讯员 许金安 王婉

连日来，位于黄河岸边的新安县黄河神
仙湾休闲农业旅游度假区，数以千计的白鹭
翩翩起舞，栖息休养，吸引众多摄影爱好者
前去拍摄。

从前些年的几十只、几百只，到今年的
千余只。白鹭的逐年增多，从另一个侧面说
明了新安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新安县生态自然禀赋良好，生态文化积
淀丰厚。境内有黛眉山地质公园、龙潭大峡
谷、郁山森林公园等，还有煤、铁、铝等矿产
资源。近年来，新安县将“生态立县”作为全
县四大发展战略之首，充分彰显了新安重视
生态文明，着力建设“绿色新安，全景新安”
的魄力和决心。

该县注重在“加减”法上做好“绿色循
环”大文章。“加”——摒弃传统煤炭、铝矿石
粗放开采和初级加工，培育出拥有“煤-电-
铝-钛”完整产业链、由 20多个子公司组成

的全国500强企业万基控股集团，大力发展
以旅游业和高效农业为主的特色产业，打造

“全域景区”。“减”——减掉低端产能和噪声
粉尘企业，去年以来，取缔“散乱污”企业

433家，关闭退出煤矿 10处，退出产能 165
万吨，为3000亩废旧矿山披上了“绿衣”；在
推进“引畛济涧”“引故入新”改善用水结构
的基础上，强力实施大气污染防治和水生态

治理攻坚战，5条河流 38个排污口实现截
流。

良好的发展定位和实实在在的成效，为
试点赢得了先机。去年 10月，新安成为全
省唯一一个县级生态空间规划试点县。

新安县委主要负责同志说，试点对于新
安意义重大,通过落实自然空间用途管制，
可以促使新安经济发展转轨为高质量的绿
色发展模式，同时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
调，建设美丽、协调、和谐、可持续的绿色新
安，全面提升新安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试点工作展开后，该县明确了试点工作
组织架构和职责分工，制订和印发了《新安
县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试点工作方案》，
赴北京参加试点工作业务培训，邀请中国土
地勘测规划院对试点工作把脉会诊，后又听
取了自然资源部对试点工作的指导和建
议。目前，已经形成了工作报告、技术报告、
实施细则、制度建议、动态信息监测平台五
项试点工作成果。9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王雪娜）智能制造基
地、电子商务产业园、电力新能源……9月 29日，洛阳市
举行第三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启动仪式。

在洛阳市高新区格力(洛阳)智能制造基地家用空调
项目建设现场,记者了解到，此次洛阳市集中开工重大项
目 104个，总投资 257.3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77.5 亿元。
其中，投资 10亿元以上的项目 3个，亿元以上的项目 80
个。

此次开工的重点项目中，以投资30亿元的高新区格
力（洛阳）智能制造基地空调生产项目、投资10亿元的天
一航天超级电容电池项目等为代表的工业项目32个，总
投资94.1亿元。此外，现代服务业项目16个，总投资42.8
亿元；城建交通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31个，总投资66亿
元；民生和社会事业项目11个，总投资22.1亿元；农林水
项目7个，总投资 12.4亿元；新能源项目3个，总投资 5.7
亿元；百城建设提质项目4个，总投资14.2亿元。9

洛阳市

104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王雪娜

继我省工业 CT产业化项目落户洛阳之后，我省工
业CT再次迈出新步伐。

9月18日，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重
工）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郑州信大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
简称“郑州信大”）合资设立洛阳中信成像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成像”）。公告显示，中信成像主要
从事工业CT产品及新型安检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及
无损检测等业务。

中信重工创新研究院新产业研究部经理古创国介
绍，工业CT是20世纪后期重大科研成果之一，是工业用
计算机断层成像技术的简称，它能在对检测物体无损伤
条件下，清晰、准确、直观地展示被检测物体的内部结构、
组成、材质及缺损状况。

据悉，中信成像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其中中
信重工以现金出资 1020万元人民币，持股 51%，郑州信
大以现金出资980万元人民币，持股49%。

根据合作约定，中信成像将作为郑州信大技术、成果
在洛阳军民融合技术转移转化和产业化的统一输出口，
主要围绕洛阳产业发展需求，开展应用性研究和中试，近
期重点在工业 CT等领域加快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步伐，
未来可根据实际需求在若干领域推进产业化，形成军民
结合、资源共享、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

对此，中信重工表示，公司与郑州信大共同出资设立
中信成像，打造工业 CT新型成像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平
台，有利于加快公司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公司深化改
革、创新驱动发展理念相契合，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构建集
传统动能和新动能于一体的现代产业体系，为公司转型
升级提供支撑；有助于公司在国防装备、医疗、核电工程、
精密制造等高端领域精选产业化前景好、见效快、同业竞
争弱的转化项目和产品，以开放共享合作的方式快速推
进产业化，将工业 CT技术培养成支撑公司持续发展的
新的经济增长极。9

我省工业CT迈出新步伐
中信重工布局无损检测高端市场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10月 8日上午，由省
科协、洛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洛阳市科协、清华大学天
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洛阳先进制造产业研发基地共同承办
的2018中国（洛阳）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大会在洛
阳举行。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发展智能制造，促进军民融合”。
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知名智能制造
企业的负责人和代表等200余人齐聚洛阳，围绕机器人及
智能制造业产学研合作和军民融合发展，共商机器人及智
能制造产业发展大计。

会上，上海圭目机器人有限公司、深圳市中光远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同森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清环宇航科技有
限公司等海陆空专业服务机器人、可穿戴生活式机器人、
无人智能控制机器人等细分领域的高科技企业，分别与洛
阳市签署了合作协议。同时，为促进机器人领域的产学研
深度合作，助力本地机器人领域小微企业发展壮大，清华
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洛阳先进制造产业研发基地、洛
阳理工学院、洛阳清控机器人有限公司、河南奇测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洛阳智能农业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洛阳亚
辉外骨骼助力技术有限公司等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领域科
研创新示范机构及高科技企业也分别签署了三方合作协
议。参加签约的14家单位，计划在洛投资约5亿元。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
教授、著名焊接专家潘际銮出席会议，并作了题为《大型结
构焊接自动化》的主旨报告。9

中国（洛阳）机器人及智能
制造产业发展大会举行

“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
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习近平
总书记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考察时的重要
指示，镌刻在洛阳市规划展示馆大厅迎面墙
上，格外引人注目。

规划，是城市建设发展的“第一粒扣子”。
考察一座城市，首先应看规划馆。为了

建设好规划展示馆，洛阳市党政领导多次赴
武汉、徐州等地，学习、借鉴城市“开门办规
划”“游一座馆，读一座城”等先进经验。

新建成的洛阳市规划展示馆位于洛龙
区文博路 5号，总建筑面积 2.3万平方米，展
厅布展面积约 1.2万平方米，展区分为 3层，
是集规划展示、科普教育、公众参与、特色旅
游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展馆。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在专题调
研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时要求，要始终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规划工作的重
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进一步提升规划展示解
说水平，改进创新展示手段，综合用好文字、
图片、影像、实物等展示方法，确保规划展示
馆展陈内容更加严谨科学规范。

在展馆二楼，一个极具现代气息的数码
擦屏，让人们感受着历史文化名城的时代之
美。

“一带一路”、中原城市群、“9+2”工作布
局、四级现代城镇体系、“一中心六组团”、重
大专项……这些事关洛阳发展的战略性规
划逐一通过图片、文字等形式在规划展示馆
二楼呈现出来。

通风廊道规划、游园绿地、中小学布局、
医疗卫生、消防设施、旅游景区一目了然；公
共服务设施、地铁规划等展区聚集了大量市
民，“海绵城市”“综合管廊”等“新词”颇受关
注。

在现代城镇体系规划展区，对四级联动
城镇体系中的“一核两区”规划进行了详细展
示，“一中心六组团”的交通连接、产业承接和
生态对接得以生动展现；重点片区规划展区
被“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
区”“综合保税区”“中原(洛阳)轨道交通产业
园”等新“标签”贴满；城市书房、文创产品展
示区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文艺青年”。

规划引领
展示洛阳时代之美

新建成的洛阳市规划展示馆
布展面积约 1.2万平方米，展
区分为 3层，是集规划展示、
科普教育、公众参与、特色旅
游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
性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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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图片均为徐文波摄

湿地白鹭 张田 摄

“河洛大鼓声声起，非遗文化代代传。”10月 8日，
2018 年第十届河洛大鼓曲艺节，在洛邑古城激情开
唱。9 石智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