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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主动走出去 融入“一带一路”

洛阳制造展现“国际范儿”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通讯员 严涛）为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近日，由洛阳师范学院、中国地
理信息产业协会大运河委员会主办的大运河文化论坛在洛阳
师范学院伊滨校区举行。

洛阳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枢纽城市。隋唐大运河沟通了
海河、黄河、淮河、长江以及钱塘江五大水系，形成了以洛阳为
中心，向东北东南辐射的全国性水运交通枢纽网，极大地促进
了中原地区与外界的物资交流，也使洛阳一跃成为当时全国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作为隋唐大运河的核心和枢纽城
市，有着丰富的运河文化遗存。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论坛上，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院长吴欣、江苏省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王健、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学术研
究部主任李金陵、洛阳师范学院院长梁留科等先后作主题报告。

论坛期间，来自国内运河沿线城市专家、学者围绕大运河文化
畅谈古今、各抒己见，共商大运河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为推动大运
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撑。6

□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本报通讯员 李阳 曹薇薇

近年来，洛阳市抢抓“一带一路”建设
机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步伐，洛阳企业
对外合作不断开花结果。

中国一拖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
坦等国建立组装厂，“东方红”拖拉机占据
吉尔吉斯斯坦90%的市场份额；中信重工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 12个海外
分公司或办事处、7个备件服务基地；洛钼
集团积极开展海外业务并购，已跻身国际
矿业集团行列……

近日，由洛阳市工信局、市民营企业
协会组织民营企业家分两批赴欧洲参加
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德国慕尼黑宝马
工程机械展和 2019中国（河南）—德国经
贸合作对接会活动，活动期间，多家洛阳
制造企业同国际知名公司达成合作意向、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收获满满。

走出去，洛阳制造牵手国
际知名企业

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是全球顶级、
世界排名第一的专业性、涉及工业领域最
大的国际性贸易展览会，今年博览会的主
题为“融合的工业——工业智能”，共有来
自 75 个国家和地区的 6500 多家展商亮
相，来自中国的参展商超过 1300 家。其
中，洛阳市多家企业携产品参展，通过宣
传展示，目前已与多家海外知名企业达成
合作意向，洛阳市洛阳制造业将更有“国
际范儿”。

其中，洛阳铜一金属材料发展有限公
司与塞米控、西门子、奔驰、LEMO、丹佛
斯等国际知名企业达成合作意向，为企业
进军国际市场打下良好基础。回国后，该
公司与丹麦一家企业多次洽谈，目前已接

到样品订单。
洛阳丰宁贸易有限公司在展会期间

达成意向14个，并于近期通过一家法国企
业关于变压器铜箔、铝箔的质量认证，拿
下首批订单，预计今年对欧洲出口将大幅
增长。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展会与14家外商进行接触，目前与三
四家企业合作有了实质性进展。

在随后举办的 2019中国（河南）—德
国经贸合作对接会上，洛阳震海家具有限
公司与北京景创天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以及德国工业4.0战略发起单位德国通快
集团签署钣金制造产业升级战略合作协
议。根据该协议，三方单位将联合开展钣

金加工产业升级合作，助推震海家具建设
河南地区钣金先进加工产业示范基地。

此外，中实洛阳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目
前已与两家外企达成技术商务合作意向；
洛阳正奇机械有限公司与德国知名数字
化制造企业 CENIT 公司进行深入对接，
拟引进相关系统对企业水冷电缆生产线
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河南耿力工程设备
有限公司对标国际水平，已成立 3个项目
组，开始对企业产品结构进行优化。

找差距，民营企业再添发
展动力

在近日召开的赴欧洲考察的民营企

业代表交流座谈上，企业家代表纷纷表
示，通过参加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与欧洲
制造业企业面对面交流，开阔了眼界、增
长了知识，让大家开拓了思路，激发了发
展动力。

资料显示，截至去年年底，洛阳市民
营经济组织数量达42万户，占全市市场主
体数量的 95.2%。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市
61%的 GDP、47%的税收、87%的高新技
术企业数量、90%的城镇劳动就业，在稳
定增长、推动创新、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高飞桥隧董事长黄高飞说：“把戏隔
张纸，在家冥思苦想半年，不如出去参观
一天……这次赴欧考察很震撼，我们要学
习欧洲先进企业的管理办法，更新企业管
理系统，产品要更新换代，生产过程要向
智能化方向转变。企业要做大做强，企业
家必须走出去。”

耿力集团这次赴欧考察去的人数最
多，企业负责人亲自带领企业研发、经营
团队 12人参加。董事长李卫平表示：“这
次考察，危机感很强烈，下一步要把他们
的经验和做法，变成我们的行动，尽快缩
小与他们的差距。”

洛阳雷斯达总经理罗芳说：“我们生
产的产品过去只在国内销售，别人买了我
们产品再卖到国外，通过这次赴欧考察，
更加坚定了我们走出去的步伐。”

洛阳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时
代经济工作对制造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
高的要求，下一步，洛阳市将把开放合作
作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进一步推进与国际企业在项目、技术、资
本、人才等方面开展交流合作，推动制造
业开放合作与洛阳新战略定位之间深度
融合，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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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有力支撑。6

□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乔玉涛

工业机器人练起毛笔字、智能家
居在线编程、烹饪专业学生“泡沫”雕
刻……5月 8日，洛阳市 2019 年职业
教育活动周启动。活动现场，来自洛
阳市职业学校、高等职业院校以及技
工院校等 30余所学校的学生，带来机
器人竞技、手工陶艺、美容整体造型等
近百项展演，集中展示职业教育发展
成果。

据了解，从 2015年国务院批准设
立每年 5月份第二周为“职业教育活
动周”以来，洛阳市迄今已经连续举办
了四届相关主题活动。今年的主题为

“迎祖国七十华诞，展职教时代风
采”。启动仪式上，洛阳市 12所职业
院校与 30家企业签署了校企合作协
议。

据悉，今年的活动周举办时间将
持续到 5月 15日。活动周期间，洛阳
市各职业学校将面向社会开放，提供
现场咨询服务，并对学生、家长和社区
居民开放实验室、实训室；积极联系合
作企业，组织企业面向中小学生、家长
和社区居民，开辟通道和展区，开展工
作现场体验观摩活动，展示工匠（大
师）技能绝活等，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同时，各参展院校还将组织开展
手工制作体验、优秀社团展、技能大赛
观摩、创客空间展、便民服务等活动。
利用专业特色优势，到社区或人口密
集区域为居民提供电器维修、美容美
发、健康饮食咨询、汽车使用与保养知
识推广、招生就业咨询等服务。

“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社
会急需的各种高级实用型人才。”洛阳
市教育局副局长贾长河表示，今年的
活动周除了国家、省级层面的“规定动
作”外，洛阳市新增加“校企合作”签约
等项目。通过对职业教育的宣传，让
更多的人了解职业教育，并让职业教
育的意识深入人心，让学生的职业规
划与实际结合起来，让劳动光荣成为
时尚，让工匠精神得到弘扬。6

保护运河遗产 讲好运河故事
大运河文化论坛在洛举行

日前，洛阳老城区委统战部、区教育局联合明日之星公益基金管委会开展的“同心助学”教育精
准扶贫捐赠活动在豫通街小学举行。该活动是由明日之星公益基金管委会联合省相关部门在全省
开展的一项精准扶贫助学公益捐助活动，目的是支持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建设，促进教育均衡化发
展。此次活动共向全区24所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捐赠创客空间3D打印机设备6套、学生平板电
脑43台、教师教学软件480套、文房四宝600套，价值约70万元。6 石智卫 摄

洛阳理工学院首届设计艺术节开幕

跨界融合 致敬历史
本报讯（通讯员 赵燕昌 张正川）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5月8日上午，由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政府、洛阳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哈密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洛阳市文物局、洛阳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与洛阳理工学院共同主办的洛阳理工学院 2019

“跨界·融合”设计艺术节在该校九都校区开幕。
据了解，随着当今产业技术的不断发展，跨界融合已成为社

会发展主格调，各行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逐步增强，掌握单一
专业知识的人才培养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作为
从原国家建材部直属院校发展起来的洛阳理工学院坚持特色兴
校，积极服务国家建材行业发展战略，先后为国家建材行业和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输送了17万多名高级专门人才。2013年，
学校被确立为河南省首批五所转型发展试点院校之一，2016年，
学校被确定为河南省示范性应用技术本科院校。近年来，该校致
力于产教融合、协同创新，打破专业壁垒、发挥专业集群平台优
势，对接全产业链提供人才与智力支撑，逐步形成了专业与产业
对接，课程与企业对接的人才培养新模式，根据社会需要打破专
业壁垒，融合行业新态培养新时代应用型人才。

据悉，本届设计艺术节以“跨界·融合”为主题，以致敬历史
“洛韵·博物馆之都”文创作品展、致敬丝路“丝路匠心”哈密礼物
创意展等五大主题展览为主线，突出学科跨界与渗透，突出高校
与政府、行业对接和融合，将先后举办河南省职业院校装饰技能
大赛等30余项活动。活动涵盖展览、赛事、讲座、论坛、研讨会、
沙龙、公开课、音乐表演和毕业生就业洽谈会等，作品创作主题包
含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一带一路”、城市品牌文化创意、美
丽乡村建设、传统文化传承、博物馆之都等类别，共计 1500余
件。其间还将面向社会推出文创工作室、城市设计研究中心、乡
村民宿规划设计中心等12个艺术工作室的开放日和公开课。

另据了解，本届设计艺术节将持续至 6月 15日，所有活动
均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期望通过举办不同主题与类别，高
水准、高密度、高信息量的一系列活动，将本届设计艺术节打造
成一个品牌文创活动，一场高规格的艺术盛宴。6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李万江)没有鲜花，
没有礼炮，近日，河南省第二儿童医院（洛阳市儿童医院）建设
项目开工奠基仪式在洛阳举行。

据悉，河南省第二儿童医院项目由洛阳市卫健委牵头，洛
阳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承建、运营。这将是豫西地区
首家儿童专科医院。该项目工程总投资约 15.84亿元，总建筑
面积约 23.86万平方米，主要建筑有门诊医技楼、病房楼、感染
楼、制氧站等附属用房。该院有急诊中心、医学康复中心等九
大部分组成，定位为“大专科，小全科”，根据该市三级医院专科
发展情况及辖区居民疾病谱确定专业发展方向，拟设临床及医
技科室38个，建立完整的学科体系。儿童健康事关家庭幸福和
民族未来。2017年 10月，原省卫计委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儿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明确支持建立豫东、豫西、豫
南、豫北等区域性儿科中心。2018年，洛阳市政府出台了《关于
进一步调整完善市区公共医疗资源布局的意见》，并将“新建高
标准的河南省第二儿童医院（洛阳市儿童医院）”作为2019年重
要民生实事和重大建设工程倾力推进。据介绍，经过大量前期
工作，该项目确定选址于洛阳市洛龙区，用地面积约 127亩，按
照三级甲等专科医院高标准建设，设床位 1500张，日门急诊按
4500人次设计。洛阳市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通过全
方位建设和提升，将河南省第二儿童医院打造成豫西北地区最
具影响力的专科医院。6

省第二儿童医院在洛奠基

图片新闻
□本报通讯员 葛高远 李德伟

“王书记去邻村发征婚广告了！”5月 8
日，当我们到伊川县平等乡上元村采访省派
第一书记王立峰时，村民们这样告诉我们。

一个驻村第一书记怎么去发征婚广
告？村民们的话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当“ 红 娘 ”让 大 龄 青 年 脱 单 成 家 。
2017年 11月，王立峰被省煤田地质局委
派到上元村任第一书记。他在入户走访
调查中发现，村里竟有 20多个 25岁以上
的青年一直单身，这些家庭大多存在收入
低、弟兄多、父母患病的情况。如果能尽
快让他们成家，家庭和谐起来，必然会对
脱贫有所帮助。于是，王立峰一方面通过
多种途径为村里大龄青年介绍对象，一方
面设立“红娘奖”，奖励“红娘”为大龄青年
说媒提亲，每成功介绍一起婚姻，王立峰
个人拿出 1000元奖励“红娘”。村民李会
彬的儿子就是在王立峰这个热心“红娘”
帮助下喜结良缘的。“王书记做媒真是上
心，不然，还真不知道啥时候能娶上儿媳

妇呢！”李会彬说。
从2017年驻村到现在，在王立峰的撮

合下，村里先后有多个小伙家门前贴上了
大红双喜字。

引企业让村里群众务工挣钱。在上
元村刘四凤家的樱桃树下，七八个妇女正
围在一起编制手工童车，65岁的刘喜桃在
家闲来无事，就和村里一些留守妇女干起
了手工活，去年她家顺利实现脱贫。

为让全村留守妇女和 100多个 60岁
以上老人都有事情做，有钱赚，在王立峰
的辛苦努力下，上元村全村目前已经有养
鸡、养牛、养驴、光伏发电等9大项目。

王立峰算了一笔账：利用村里50万元
的集体经济引导金以及第一书记资金入
股，每年可为村里增加收入 5.4万元，同时
带动 14 户贫困户，每户年分红达 8000
元。养驴场是用省试点经济资金160余万
元建成的，现在每年村集体可获得 17.52
万元。

“村里新开的‘和谐’劳保服装加工厂
这几天开始招工了，本村工人数量不够，

就从邻村龙王屯招了30多人。”王立峰说。
土地整理，让村里土地多生金。上元村

共有205户，耕地1500多亩。村里不仅要
上项目，还要让荒沟变良田，土地多生金。

2017年，在多方支持下，村里 170亩
荒沟通过土地整理项目，实现华美转身。

“这里原来就是个石头坑，现在变成
了篮球场，边上还有商店、卫生所、理发
店。”在上元村东头，村民王圈道指着身后
的一处洼地回忆说。

在一堆打井设备前，王立峰说：“我们
准备在村里再打 8 口深井，让这剩余的
1000多亩地全部变成水浇地。”

顺着王立峰手指的地方望去，村里计
划发展沟域经济的地方已经整理完毕。

“这边是野生动物养殖，配合村里自
然形成的石龙沟，打造旅游项目；对面这
片是毛驴养殖基地，种植的苜蓿草就是专
用的饲料。”王立峰边走边介绍，俨然一名
导游。

“基础已经布局好了，上元村的未来
一定更美！群众更富！”王立峰说。6

省派第一书记的扶贫“三部曲”

洛阳职业教育
活动周启动

老城区开展
“同心助学”活动

5月 4日，在洛阳市兴洛湖畔，来自洛阳市志愿者社区书画
院的千名基层书画志愿者在此举行以“牡丹花美，杜康酒醇，增
彩洛阳，献礼华诞”为主题的书画牡丹活动。此次活动是第三
十七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系列文化活动内容之一，旨在进一
步展示洛阳十三朝古都深厚的文化积淀。6 李国英 摄

正奇机械与展会企业进行深入对接

兴洛湖畔千人绘牡丹

机器人练毛笔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