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李新安 通讯员 曹淼亮）
汽车进出先“洗澡”、裸露黄土用上抑尘剂、焊接师傅用上焊烟
净化器……3月 26日，洛阳举行绿色环保样板工地经验总结
观摩会，在保证施工进度的同时，有效抑制扬尘，由河南力大
建设有限公司施工建设的王城大道快速路一标段成为洛阳绿
色工地的“样板”。

据了解，王城快速路是洛阳重点市政项目，为了能让市民
早日畅通出行，该项目正紧锣密鼓地施工。记者在项目部出
入口处看到，一台运输车辆在驶离施工现场前，不仅要先蹚过
一处水面没过轮胎深的长方形水槽，而且还要经过车辆全身
冲洗，车身二次高压冲洗，车身干净程度及车顶密闭检查等程
序后才能予以放行。

“在冲洗平台处，我们采取四步冲洗法，确保车辆不带泥
上路。同时放置干洗车，用来确保作业过程中不会产生扬
尘。”河南力大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纪辉介绍，除了采取
车辆抑尘措施外，为应对道路建设中无法避免的钢筋焊接、土
方开挖等作业，该公司采用了多项抑尘“妙招”。

“在钢筋焊接过程中，每一个焊接点位都要设置焊烟吸收
器，确保焊烟能够及时收集，不造成空气污染，对暂时不用的
裸露的黄土，我们喷洒抑尘剂，避免覆盖防尘网造成二次污
染。”石纪辉说。

在该工地现场，一辆水罐车正在对裸露的黄土实施喷水
作业，但喷洒出的水呈绿色。“绿色的水是加过抑尘剂的水，抑
尘剂是植物提取物，无毒无害，对土壤不会产生污染，稀释在
水中后，对裸露的黄土进行喷洒，可迅速使黄土表层凝固结
痂，能够有效防止防尘网风化后造成的扬尘污染。”现场一名
施工人员告诉记者。

在土方作业现场，大功率雾炮设备随时开启，尘土还未扬
起，就被压了下来；在施工临时便道和生活区，一台具有清扫、
吸尘功能的路面干洗机来回穿梭，所经之处，干干净净。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该公司还设置了远程视频监控系
统，主管环保的负责人手机上都装有监控软件，可随时掌握重
点部位环保施工情况。一系列有力措施的实施，让工地扬尘
污染得到有效抑制。9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王雪娜

消费作为经济平稳运行的“压舱石”，
同时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洛阳作为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中原城
市群副中心城市，消费拉动对区域经济增长
的作用日益凸显。日前，《洛阳市进一步促
进消费增长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出
台，按照《方案》，洛阳将培育旅游消费、文化
消费等13个消费重点领域，打造区域性消
费中心城市。

扩大内需 加快转型
“消费超投资”态势持续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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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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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的产业结构
经过持续优化，同样实现质变。

2017年，洛阳大力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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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了“三产超二产”；2018年，“三产超二产”的格
局进一步巩固，服务业增速高于生产总值增速
1.1个百分点，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5.1∶44.6∶
50.3。同时，“消费超投资”的态势逐步显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3%，高于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0.3个百分点。

为此，洛阳持续扩大内需促消费。出
台促进消费三年行动计划和扩容提质措
施，利用重大节日、节会扩大输入型消费，
增强文化、旅游消费带动作用，培育健康、
教育、医疗、养老、家政等新兴消费增长点，
进一步巩固“消费超投资”的态势，打造区
域性消费中心城市。

瞄准重点 强化标准
构建多层次多样化消费体系

推广“互联网+家政服务”模式、推进
租购同权政策落地、打造“互联网+瑜伽”
产业集聚区……日前出台的《洛阳市进一
步促进消费增长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0
年，全市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70%
以上，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600亿
元，年均增长10%左右。

按照《方案》，洛阳将培育旅游消费、文
化消费、体育消费、健康消费、养老消费、家
政消费、教育培训消费、住行消费、信息消
费、绿色消费、商贸消费、农村消费、创新消
费模式等13个消费重点领域，构建多层次

多样化消费体系。
在健全服务标准和信用体系建设方

面，该市将强化产品和服务标准建设，以
“565”现代产业发展为重点，构建具有洛阳
特色的产品和服务标准体系等；将选择部
分重点行业和重点产品，制定国内领先、国
际一流的企业标准和行业标准，打造一批
有影响力的洛阳品牌；还将改善优化市场
信用环境，探索以信用为核心的现代流通
治理模式。

同时，《方案》提出，该市将积极优化消
费环境，健全消费者维权体系；建设快速解
决消费纠纷的绿色通道，切实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优化消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机制，加大对消费领域的薄弱环节、关键
领域、重点区域、新兴行业及重大项目的支
持力度。

“让老百姓真正‘能消费、愿消费、敢消
费’，将洛阳打造成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
洛阳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到 2020年，
该市消费体系将更加完善，消费需求更加
旺盛，消费生产循环更加顺畅，消费结构明
显优化，消费环境更加优良，消费对其他产
业带动作用明显提升，对周边区域消费带
动作用也将逐步加大。

文旅融合 培育业态
多项消费举措满足群众期待

为持续深入推进国家文化消费试点

城市工作，扩大文化产品和服务有效供
给，推进惠民便民，提高文化消费便捷度，
同时促进文、旅、体、商等产业的融合发
展，洛阳市从顶层设计入手，以《洛阳市国
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工作方案》等政策文
件为引领，洛阳市文化旅游惠民消费月、
牡丹文化节、河洛文化旅游节、文化大集
等活动平台做根基，打造了一套上下贯
通、产业纵横，有特色、有亮点、有效益的
文化消费体系，也掀起了一次文旅融合的
新浪潮。

拓展乡村民宿、特色客栈、乡村酒店等
乡居文化体验项目，开发特色旅游商品，开
展节会游园活动，举办河洛文化大集、中原
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等特色文化活动，开
展文化惠民消费活动，建设文化消费大数
据信息平台。

同时，着力培育文化旅游新业态和
新产品。积极发展旅游演艺项目，重点
扶持打造一台面向全国游客的高品质
旅 游 演 艺 节 目 ，繁 荣 文 化 旅 游 演 艺 市
场。

据介绍，围绕推动门票经济向产业
经济转变目标，洛阳市还将制定有针对
性、可操作性强的《洛阳市文化旅游消费
行动计划》，引导鼓励全市旅游景区、景
点推出门票优惠措施。通过为游客提供
更加丰富的旅游选择和更加优质的旅游
产品，让游客有玩头、想消费、留下好口
碑。9

本报讯（通讯员 韩波）3月 27日，央视七套《美丽中国乡
村行》栏目组来到洛阳“第一网红民俗村”——倒盏村，展开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寻觅之旅。

“一根面”、百年猪蹄坊、蒸馍坊；高空玻璃桥、步步惊心网
红桥、呐喊喷泉……倒盏村的特色美食和游玩项目引来了节
目组的连连称赞。

“这里有老屋老房，老作坊老故事，老家的味道很浓，还有
应接不暇的游玩项目。”倒盏村负责人为摄制组细细讲述了隐
藏在风土人情里最细腻的美好，与摄制组深入探讨了倒盏村
文化发展史。“相传清朝乾隆年间，此地盛产美酒。皇帝到中
岳嵩山封禅祭天，途经龙门至此被酒香吸引，举杯畅饮，侍从
担心皇上醉酒，便悄悄把酒杯倒扣在饭桌上，皇帝再饮时却发
现酒杯倒扣，随口问‘怎么倒盏？’‘倒盏村’便因此得名。”

为此，央视记者还亲自参与并拍摄了《乾隆出游片段演
绎》，场面甚是热闹。9

本报讯（通讯员 石智卫）3月 28日，洛阳市电磁材料与器
件技术研究院揭牌仪式在老城区举行。据悉，老城区将依托
现有产业优势，规划建成产值百亿级的磁性材料与器件研究
及产业基地。

作为电磁材料器件研究与产业基地一期项目，特富特科
技（洛阳）公司已经于2017年进驻洛阳老城区，实现了当年建
设、当年投产、当年见效。

据介绍，电磁材料器件广泛应用于手机、电脑等消费电子
产品，还用于能源领域的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电网以及轨
道交通、航天航空、医疗健康设备等行业。电磁材料器件研究
与产业基地项目以都有为院士，罗伯特（ROBERT）博士（美
国 IEEE及欧洲PCIM会士），苏海林博士等为核心，组建了包
括2位院士，6位博士，十多名硕士的顶级科研技术团队，占据
了行业人才高地与技术高地。

电磁材料器件研究与产业基地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基地
在 2018年年底已完成技术实验与产业化，并初具产业规模，
实现磁粉、磁芯、磁元器件年销售额突破 1亿元；2019-2021
年，将快速扩张产能，建设磁性材料与器件研究院，成为国内
知名的磁性原材料与器件生产和供应商，预计年均产值突破
5亿元，年均利润 4000万元；到 2022年，将打造一家实现年
均产值超 10亿元，年利润超过 1亿元的大型规模企业，并将
本项目打造成国内一流的磁性材料与器件产业基地。9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游龙门赏牡丹、“非遗”展示进景区、“龙门
汉服文化节”、“花开洛阳”龙门诗会……
3 月 28 日，记者获悉，为迎接第 37 届
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龙门石窟将启
动以“‘醉’最盛唐·‘优’游龙门”为主
题的九大系列文化旅游活动，让游客
在游龙门皇家石窟、赏百花之主牡丹
的同时，品味恢宏盛唐气象，感受盛唐
精致雅韵。

据了解，牡丹文化节期间，龙门石
窟景区将在多个游客主要游览区域和
游客通道，种植和布设牡丹观赏区，由
牡丹鲜花组成的“龙门牡丹大道”长120
余米，扮靓美丽龙门。届时，龙门东山
千亩高山牡丹园对外开放迎宾，让游客

“游龙门”“赏牡丹”“品盛唐”的愿望一
并实现。

同时，该景区还将把洛阳部分“非
遗”项目引入景区，开展 4场展示、展演

活动，让洛阳的“非遗”文化融入海内外
游客现场体验；将举办“龙门汉服文化
节”，通过每周举办多种场次的汉服展
演，活化石刻汉服艺术；通过开展“龙门
网红拍照打卡点”“龙门网红文物”“龙
门网红故事”等线上线下活动，活化龙
门历史文化，向全国的游客尤其是青少
年群体传播龙门文化，讲述文物背后的
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龙门石窟景区还将
于 4月 12日从 9:30 至 17:30 连续 8个
小时，举办主题为“花开洛阳盛世龙门”
的大型诗词盛会。诗会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为切入点，分为“盛世龙门迎嘉
宾”“盛世中原河洛风”“盛世花开中国
梦”三个板块。突出古韵今风、时代风
采、洛阳特色、开放共享，将诗词与洛阳
牡丹及龙门景区内真实场景相结合，让
游客身临其境感受中国诗词的意境和
魅力。

此外，为发挥龙门在华夏历史文明
传承创新中作示范、起引领的领头作
用，进一步带动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
展，龙门石窟还将放“大招”，携手洛阳
市部分景区、酒店、商场推出优惠政策，
形成产业聚合效应，实现资源共享合作
共赢的产业发展新局面。

据悉，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龙门石窟将执行并联合
洛阳市 9 大景区执行对洛阳周边 300
公里辐射区域并推及全国各省（直辖
市、自治区）游客的分时、分期优惠行动
计划，共同推进全域旅游发展；该时间
段凡购买龙门石窟景区门票的游客（含
半价优惠票），均可享受“1+1”优享大
礼包，即洛阳 5 星、4 星级酒店住宿优
惠。此外，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月 31日，凭龙门石窟景区门票在
商场购物消费，可享受不同价格的优
惠。9

本报讯（通讯员 葛高远 李战国 范聪聪）
3月 31日，中钢耐火(伊川)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在
伊川县彭婆镇开工建设。此举是洛阳市优化调
整城市区能源结构产业布局的有力举措，也标
志着耐火材料产业转型升级迈出一大步。

中钢耐火(伊川)新材料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20亿元，依托伊川耐火材料产业资源优势和中
钢集团技术、市场及品牌优势，规划建设年产30
万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质氧化物制品、节能
环保新材料、高纯氧化制品、功能材料等精品生
产线。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23亿元。目前
开工的一期项目，拟建设年产10万吨环保型硅
质耐火材料生产线，今年10月底将建成5万吨
生产线，2020年再建成5万吨生产线。

近年，洛阳市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
推动中心城区老工业企业疏解外迁，加速实现

“腾笼换鸟”，推动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中
钢耐火(伊川)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在伊川开工，
是中钢集团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落实洛阳市委
关于“发挥优势、主业不弃、立足一流，加快转
型、融合发展、培育业态，尊重规律、宜园则园、
宜分则分”部署要求的积极行动，有利于加快
企业生产板块疏解、搬迁步伐，构建绿色生产
体系，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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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工地扬尘难题
河南力大有“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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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文 王以震/图

“春来谁做韶华主，总领群芳是牡
丹。”4月 1日，第 37届中国洛阳牡丹文
化节赏花启动仪式在中国国花园举行。
目前，洛阳各牡丹观赏园的人工调控花
期牡丹进入盛花期，露地自然花期的早
开牡丹品种陆续开放。

洛阳是“中国牡丹的故乡”和“中国

牡丹花都”，享誉天下的洛阳牡丹，始于
隋、盛于唐、甲天下于宋，距今已有1500
多年的栽培史，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洛阳
牡丹文化。目前洛阳已建成市区及周
边、南部山区三个牡丹种植带，形成了九
大色系、10种花型、1200多个品种，种
植面积21万亩。

据了解，今年气候宜人，牡丹花量大
色艳，各个牡丹园利用人工调控技术，根

据天气变化搭建控温棚、遮阴棚等，有效
延长了牡丹花期，早、中、晚品种次第开
放，保障游客在整个牡丹文化节期间均
可欣赏到国色天香。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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