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用排队，随到随办。”这是中国(河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综合服务中
心引导员的口头禅。

“一网通办”“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
次”“三十五证合一”……借力河南自贸试
验区洛阳片区建设，洛阳“放管服”改革打
响“当头炮”，今年上半年，洛阳市新登记市
场主体4.5万户，同比增长19.5%。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哈萨克
斯坦阿特劳炼油厂项目，助力当地成功产
出高标号汽油；中铁隧道集团承建乌兹别
克斯坦的“中亚第一长隧”，建成通车后极
大地改善了当地交通；洛阳大河新能源车
辆有限公司为巴基斯坦市场定制油电混合
型四轮车，将为当地居民便利出行贡献力
量……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洛阳市
委、市政府加快构建现代开放体系，积极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贸、文

化合作交流，扎实推进各个领域开放工作，
谱写了开放发展的新篇章。

洛阳海关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洛阳市
进出口总值为 133亿元，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总值创 2012年以来新高，其中，对

“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占比近一半。
一朵花，美了一座城。以牡丹文化节

为平台，洛阳市坚持“以节推介”，“走出去、
引进来”，先后与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了贸易关系，吸引了美国惠普、法国迪卡
侬、美国霍尼韦尔等 27 家世界 500 强企
业，中兴通讯、恒大集团、万达集团、深圳华
强集团、华耀城、忠旺集团、青岛啤酒集团
等47家国内500强企业在洛投资。

当前，洛阳正抢抓发展机遇，不断扩大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节点城市的开放
优势，加快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
对外开放新格局，打造中原经济区开放新
高地。

10 月 20 日,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水
陆两栖飞机 AG600 水上首飞圆满成功，
而这架可“上天入海”的两栖飞机的搜索
分系统显示控制器“搜索千里眼”，以及
全机 80%以上机载设备集成互连解决方
案等，都来自“洛阳造”。

10 月 23 日，港珠澳大桥通车，158 个
“洛阳关节”助撑大桥。

……
不仅如此，“天宫”“蛟龙”“天眼”“墨

子”等国家重大科技成果中，无不闪耀着
“洛阳创造”的元素。

“十三五”以来，“洛阳创造”让这座千
年古都和老工业基地“老树”发新芽，生机
盎然，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
发展理念，熠熠生辉，形成生动实践。

洛阳市聚焦落实新发展理念、持续打
好“四张牌”，提出并实施推进“9+2”工作布
局、实现“四高一强一率先”奋斗目标的思
路举措，着力围绕理念落地构建体系、围绕
体系推进谋划专项、围绕专项实施抓好项
目，加快建设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打造
带动全省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2016年，洛阳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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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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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对
2016 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
成效明显地方予以表扬激励的通报》中，洛
阳市被通报表扬。

实践证明，这些思路举措符合上级精
神、符合洛阳实际、符合群众意愿，成为洛
阳开创新时代洛阳发展新局面的“路线图”

“任务书”。

统计显示，洛阳市生产总值由 2013年
的 3140.8 亿元增加到 2017年的 4343.1 亿
元、年均增长8.8%，高于全省0.5个百分点，
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回升至 9.7%，在全国
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排名升至第 47位，扭转
了2013年以来在50位上下徘徊的局面。

同时，大事要事取得突破。国家自创
区、河南自贸试验区等国家战略先后落地，
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支持洛阳市加快中
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
专家表示，其产生的战略叠加效应、政策集
成效应、发展协同效应，不亚于新中国成立
初期国家在洛阳布局的“十大厂矿”。

创新是发展第一动力。围绕构建现代
创新体系，洛阳出台了自创区建设、国家“小
微两创”建设和国家军民融合示范区建设为
支撑的“1+3+N”的政策体系，着力打通政产
学研深度融合、军民企地对接转化、市场化
运作和人才成长“四个通道”，促进产业链、
创新链、资金链、政策链“四链融合”，推动科
研成果就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依托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先进制造行业
总决赛、直通硅谷创新创业大赛等高端赛
事，40余项获奖项目在洛阳落地并实现产
业化。

通过召开地企合作联席会议，一大批
产业项目、科技合作项目、产销对接合同在
洛阳落地和签约。

借力“1+4”一揽子人才工作政策，洛阳
广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四海“凤凰”在河
洛大地上栖息。新建院士工作站 17个，引
进两院院士等创新人才（团队）21个。

加快构建“五强六新五特”现代产业体
系，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0.8%，连续 3年高
于GDP和第二产业增速，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达 55.8%，洛阳产业结构实现了从“二
三一”向“三二一”的历史性转变。

滔滔洛河，从“五都荟洛”到“四河同治”，再到国际文化旅游名城，为千年

古都书写着诗意栖居。

怒放牡丹，从“花会”为媒到全省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注册、“一带一路”

节点城市，再到自贸试验区、自创区“双区叠加”，为改革开放演绎着“春天的

故事”。

灵巧机器人，从老工业基地到深化国企改革，再到充满活力的创新之城，

踏着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节拍翩翩起舞。

四十年砥砺奋进，四十年春风化雨。

党的十八大以来，洛阳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加大改革开放，积极适应洛阳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持续提升洛阳发展的思

路举措，成功开启了新的壮阔征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进步，在中原更

加出彩中谱写了浓墨重彩的洛阳篇章。

大潮起河洛 古都万象新
——洛阳市加快改革开放纪实

洛阳，一个古今辉映、诗和远方的地
方！

进入新时代，洛阳市加快推进新型城
镇化，积极实施“一中心六组团”城市发展
战略，坚持以人为核心，统筹做好规划、建
设、管理“三篇文章”，以产“兴”城、以绿

“荫”城、以水“润”城、以文“化”城，让好山
好水好风光融入城乡各地，着力打造居者
心怡、来者心悦的幸福宜居现代化城市。

在新落成投用的洛阳市规划展示馆，
大厅迎面墙上镌刻着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
北京市规划展览馆时提出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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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城路快速化改造项目是国务院批准
的洛阳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洛阳“以快治堵”的关键所在。

从“开门制规划”到“修路先保通”，从
“以人为本、便民利民”到“统筹各方、协力
而为”，从“百年大计、效益优先”到“古韵新
风、品位提升”……作为洛阳中心城区首条
快速路，古城快速路建设彰显的“洛阳速
度”“洛阳情怀”“洛阳效益”“洛阳品位”，凝
结为“一条路激活一座城”的“洛阳经验”。

“十三五”以来，滨河南路、新街跨洛河
大桥、九都路东延长线、东环路、南环路等
71项重点路桥工程建成通车。

眼下，地铁1号线、2号线在快速推进，
洛阳正在迈向“地铁的新时代”。洛阳市加

快推进基础能力建设，以航空、高铁、高速、
快速、综合交通枢纽等为重点，加快构建现
代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厚植区域发展新优
势。

6条高速公路同时在建并加紧施工，建
成后洛阳高速通车总里程将增加 66.5%，

“三横三纵三环”高速路网加快形成。
在路与桥的延伸、交会和跨越中，洛阳

交通压力缓解，人民群众受益，城市品质提
升，一幅更加美丽协调的城市图景令人眼
前一亮。

人民城市为人民，洛阳不断加大生态
惠民力度。实施主要廊道沿线绿化提升27
万亩，新建改造公园绿地669.8万平方米。

随着兴洛湖公园、定鼎门广场、伊水游
园八里堂段建成开放，132个四季有绿、功
能齐全的小游园在洛阳市区遍地开花，为
群众提供了健身、娱乐、休闲的好去处。

既要天蓝、地绿，又要水清。洛阳建立
四级河长体系，“四河同治、三渠联动”全面
启动，截至目前，总投资约 799亿元，完成
河道治理约 140公里、排污口截流 393处，
整治黑臭水体 18条，水质实现稳定达标，
主河道清了起来、畅了起来、绿了起来。

“一中心六组团”
打造宜居宜业现代化城市

开放带动 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一列满载货物的中亚班列从中国一拖铁路
编组站集装箱场站驶出。 潘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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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以来，‘洛阳创造’让这座千
年古都和老工业基地‘老树’发新芽，
生机盎然，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熠熠生辉，形成
生动实践。

新发展理念引领
经济稳中有进 结构优化

●● ●● ●●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站在新起点，洛阳将进一步加大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向着高质量发展的

新目标劈波斩浪、扬帆远航，在中原更加出彩中谱写浓墨重彩的洛阳篇章！

文/本报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中原更加出彩、洛阳浓墨重彩，“为人
民”是最暖的色调。

连日来，在洛阳高新区的一些路段，热
力公司工人争分夺秒施工，这是从宜阳“引
热入洛”工程的施工现场。工程投用后，将
为高新区增加供热面积约1300万平方米，
许多居民将因此过上“暖冬”。

这是洛阳重点民生实事扎实推进的一
个缩影。

中心城区 2016 年新增集中供热面积
350万平方米、2017年新增集中供热面积
1000万平方米、2018年新增集中供热面积
500万平方米……集中供热连续 3年成为
洛阳重点民生实事的重头戏，使中心城区
集中供热率从43%大幅提升至80%。

“十三五”以来，洛阳把“人民生活水平更
高”郑重写进奋斗目标，以共享发展解决社会
公平正义问题，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
人民”刻进城市向前迈进的每一个年轮。

从提高城乡居民生活保障水平到落实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政策，到建设“留守儿童之家”，再到城市
书房，致力打造“书香洛阳”和“15分钟阅读

圈”……
近年来，洛阳每年确定一批重点民生

实事，每年的重点民生实事既抓“普惠”，又
抓“特需”，有效实现了“精准为民”，跑出了
提升群众获得感的“加速度”。

民生新期盼，发展新目标，改革新指
向。

市民之家成暖心贴心之家。今年 3月
31日，洛阳市民之家正式启用，截至9月底
共进驻单位 96家，可办理各类行政审批和
服务事项1087项，同时还设有洛阳市廉洁
文化宣传教育馆、洛阳党建馆、洛阳家风家
训馆、书香洛阳阅览区，成为广大市民办事
和学习的重要场所。

脱贫攻坚步伐加快。30万农村贫困人
口实现脱贫，329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序列，
贫困发生率由 2013年年底的 9.1%下降到
2017年年底的3.84%。偃师市、洛龙区、伊
滨经开区、高新区整体脱贫。洛阳易地扶
贫搬迁工作名列全省前茅。

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民
生的接力棒不断传递，百姓安居乐业、幸福
祥和的民生画卷越绘越美。③5

精准为民 持续改善民生

涧西区便民服务的“三社联动”，开创了社区
公共服务新模式。 涧宣 摄

洛阳生产的“牡丹号”盾构机，用于洛阳地铁建设施工。 曾宪平 摄

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区。 曾宪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