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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初晴，新完成

涂装的李屯立交（王城

大道快速路与伊洛路立

交）展露全貌，10 条匝

道纵横交错，又为洛阳

增添了不少“都市味

儿”。

记者从洛阳市住建

局获悉，目前，李屯立交

所有匝道建设已经完

工，沿线照明、隔音屏

障、指示牌等配套设施

施工也全面完成。至

此，经过 11个月的持续

攻坚，北起隋唐园立交、

南至南环路的王城大道

快速路洛河以南段全线

贯通。

今后，市民驾车从

隋唐园立交可以通过隧

道、高架直达洛阳龙门

站综合交通枢纽二层送

客匝道，全程用时将缩

短至 5分钟；伊洛路方

向及涧西、西工等地市

民前往高铁站也将更加

便捷。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李东慧 余潜 谢胜利

地方观察/洛阳│152019年7月25日 星期四
统筹 尹红杰 田宜龙 组版编辑 王冠星 美编 张焱莉

地方传真
“十字+环线”路网结构初具规模 城市路网“微循环”逐步实现

洛阳城市快速路建设气势如虹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沈若宸)7月 13日，“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专家教授故乡行·洛宁站”活动启动仪式在
洛宁县人民医院举行，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专家团及洛
宁县人民医院部分医护人员出席启动仪式。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专家教授故乡行’来到洛宁
县，正是我们洛宁籍游子们回馈家乡，报答乡亲的具体实
践。”郑大一附院有关负责人在启动仪式上表示，该活动旨
在通过送医下乡，加强专家教授与父老乡亲的关系、联系，
尽己所能为家乡医疗卫生事业办实事、办好事，也通过故
乡行活动的开展落实好国家分级诊疗政策和双向转诊服
务，以实际行动来回馈家乡，报答乡亲。

仪式结束后，郑大一附院专家团成员与洛宁县人民医
院部分科室医护人员进行了对接、交流和指导，参与查房、疑
难病例会诊和手术活动。部分专家在门诊室进行了义诊。

洛宁县人民医院有关负责人表示，该院分级诊疗办以
后会与郑大一附院等上级医院进行沟通联系，定期开展这
些大型义诊活动，为县域群众的就医和会诊提供便利，使
其足不出县就可享受三级甲等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为群
众对医疗健康的需求提供保障，为健康洛宁的建设作出自
己应有的贡献。9

郑大一附院专家教授
故乡行来到洛宁

洛阳入选工业资源
综合利用基地名单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通
讯员 赵长青 王亚杰）7月 15日，记者

从洛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国家工

信部日前公示拟公布的第二批工业资

源综合利用基地名单，全国共 48个城

市入选。其中，我省郑州、洛阳、安阳、

焦作4个城市入选。

据悉，为推进工业资源综合利用

产业规模化、高值化、集约化发展，加

快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促进工业

绿色转型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

开展了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基地建

设试点工作。今年 1月，国家发改委办

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

于推进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

聚集发展的通知》，探索建设一批具有

示范和引领作用的综合利用产业基

地，到 2020 年，建设 50个大宗固体废

弃物综合利用基地、50个工业资源综

合利用基地。

据介绍，对于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

地申请，需要满足如下条件：已制定工

业资源综合利用相关规划或工作方案，

并纳入当地总体发展规划。具有良好

产业发展环境，近 3 年未发生重大环

保、安全事故。工业资源年综合利用总

量 1000万吨以上，综合利用率 65%以

上，综合利用年产值超过 10亿元。拥

有 3家以上工业资源综合利用龙头企

业，形成协作配套的综合利用产业体系

等。

按照《通知》精神，对入选的基地，

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将依据相关管理办

法，对基地公共基础设施及公共平台建

设等予以适当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

基地重点项目积极申报绿色制造、技术

改造、工业转型升级等中央财政资金支

持的事项。积极支持基地创新融资方

式，通过社会资本参与、发行绿色债券

等，用于基地基础设施及重大综合利用

项目建设。支持基地组建产业联盟，形

成整体优势。

2016年，工信部确定了首批 12个

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我省的平

顶山市入选。

据了解，大量的工业固体废弃物消

极堆放，占用土地，污染土壤、水源和大

气，影响作物生长，危害人体健康，如果

经过适当的工艺处理，可成为工业原料

或能源。入选国家工业资源综合利用

基地，有利于引导企业从源头上减少大

宗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进一步助推

全市工业领域污染防治和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9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新安 通讯员 陈聚涛 靳纪
峰）“都过去两年多了，俺估摸着这事儿都这儿（就这样）
了，没想到村里又专门跑去买下给俺送来。真是太谢谢
了。”7月10日，年近70岁的偃师市邙岭镇西蔡庄村村民石
大娘在电话中不断地向巡察组的同志表达着自己的谢意。

这是偃师市委巡察村居组巡察期间发生的一幕。
7月4日，偃师市委第三巡察村居组巡察该市邙岭镇西蔡

庄村时发现，村委会仓库里竟然堆放着五袋已失效的复合肥。
经询问得知，邙岭镇西蔡庄村是偃师市公安局的扶贫帮扶单
位。2017年2月，偃师市公安局全体干警捐资2.2万元为40户
贫困户购置复合肥200袋。为给“遗忘”在仓库的复合肥找到
主人，当天，巡察组对底册上签字的40户贫困户挨家挨户进行
详细走访调查，最终发现是石大娘家没有领到复合肥。

石大娘说：“当时都签过字了，因三轮车坏了，时间一
长，过了种地时节，俺自个都忘了有这回事儿了。今天又
给俺送来，太谢谢你们了。”

据介绍，今年6月20日，偃师市成立5个巡察村居组对
15个村居启动为期一个月的巡察。重点围绕基层党组织
建设方面的问题、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涉及
民生的突出问题等三方面进行。巡察村居工作切实发现
并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巡察“探照灯”照亮了

“最后一米”，收到即知即改、立巡立改的巡察效果。9

偃师巡察村居立巡立改

图片新闻

构建“丁”字快速路骨架 市
民畅享“无红灯”快速通行

按照洛阳市综合交通规划，王城大道快
速路与古城快速路将支撑起洛阳中心城区
的“十”字形快速路骨架，与环线共同构成中
心城区的快速路网。

作为洛阳市南北向的一条快速通道，王
城大道快速路北起连霍高速洛阳站，南至南
环路，全长19.5公里，全程“无红灯”；同时配
套建设连通机场、洛阳龙门站综合交通枢纽
等地的高架联络线。

2018年下半年，王城大道快速路洛河以
南段率先开工建设。该段快速路与隋唐园
立交连接，往南下穿开元大道、牡丹大道，
上跨关林路，与伊洛路交会处设置大型互
通立交，终点与李屯桥连接，其中隧道全长
1033 米，高架段全长 6790 米。至此，王城
大道快速路洛河以南段包括隧道、高架及
李屯立交在内的全长约 10公里的路段实现
了“无红灯”快速通行。

如今，随着李屯立交桥的全面完工，俯
瞰中心城区洛龙板块，古城快速路横跨东

西，王城大道快速路纵贯南北，“丁”字形快
速路骨架已成，气势如虹。

建设者用“辛苦指数”换取
群众“幸福指数”

建设王城大道快速路，缓解拥堵难题，
一直是群众的期盼。然而，王城大道快速路
洛河以南段作业面广、施工难度大、沿线管
线涉改多，工程施工也带来新的局部拥堵。
面对两难，唯有以“快”治“堵”。

洛阳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王城大
道快速路洛河以南段合同工期15个月，为及
早让这条快速路完工惠民，所有施工单位都
树立“宁叫人等作业面，不叫作业面等人”

“人歇机不停”的理念，压茬滚动推进，全线
最多有3000余人同步施工。

“终于完工了，今晚可以睡个安稳觉。”7
月 10日，再次全线巡检完后，腾飞市政公司
桥隧二处党支部书记晁振辉终于长舒了一
口气。

晁振辉所负责的施工作业面，是整个王
城大道快速路洛河以南段项目的“咽喉”区
域。该项目施工期间，他每天持续工作16个

小时，随身携带对讲机，不时在墩底和墩身
间穿梭，或是布置施工任务，或是组织安全
质量巡检。

“自进驻工地以来，一天都没有休息过，
父亲66岁生日当天没能回去祝寿，对家人的
亏欠太多，也特别感谢家人对我工作的支
持。”晁振辉说，项目所有参建者有一个共同
心愿，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早日实现通车，
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

一条路“激活”一座城 城市
路网“微循环”逐步实现

隋唐园立交、新街跨洛河大桥、东环路
跨洛河桥、洛嵩高速连接桥等23项桥梁工程
顺利通车，进一步丰富了城市立体交通结
构；

广阜路、经六路、浅井西路等 44条“断
头路”的打通，增加城市支路长度72.5公里；

整治了城市背街小巷 256条，进一步改
善了老旧城区街道面貌……

如今，王城大道快速路洛北段各个施
工区仍在持续攻坚，确保今年“十一”前主
线贯通。广大建设者正在夜以继日，发扬

“一天也不耽误，一天也不懈怠”的精神，
掀起总攻热潮，努力再创“洛阳速度”“洛
阳效率”。

据介绍，2016年以来，洛阳市全面深化
“9+2”工作布局，全力推进中心城区基础设
施建设。按照洛阳市城市发展规划，洛阳市
中心城区路网建设以构建“十字+环线”路网
结构、打通城市“断头路”，实现城市道路“微
循环”为重点。先后建设了古城快速路、九
都路东延、东环路、王城大道快速路等 536
项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截至目前，中心城区共有道路 1072条、
总长1074.98公里；桥涵164座、总长27.679
公里。城市建成区人均道路面积达到 13.8
平方米；平均路网密度达到 5.1公里/平方公
里。“十字+环线”路网结构已初具规模，城市
路网“微循环”逐步实现。洛阳市市政基础
设施建设正在由“大写意”向“工笔画”转变，
进一步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9

□洛阳观察记者 李新安
本报通讯员 李新 王金辉

又到一年暑热季，高温天气给市民的
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哪里可以消暑度
夏？为方便市民纳凉避暑，全省多地免费
开放人防工程纳凉点。7月 12日，记者走
访洛阳人防纳凉点。热吗？这儿有“天然
空调”，洛阳13处人防纳凉点开放啦！

地下街成为纳凉点

7月 12日是入伏第一天，太阳火辣辣
地炙烤着大地，走在马路上，一阵阵热气扑
面而来。11时许，室外温度在 38℃以上，
但记者走进位于涧西区的青岛路爱尚街地
下商业街时，商场里面凉风习习，记者沿着
这家商场往西走，来到一个影视厅。附近
小区居民张阿姨正在这里纳凉看电影，她
告诉记者，这个地方好，不仅凉快，待腻了
还能逛逛地下商店，很方便。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促使了
防空洞的产生。历经时代更替，防空洞以其
独特的优势，开始从“专职”备战的功能转向

“兼职”惠民，成为高温酷暑天的纳凉点。
2009年起，洛阳开始尝试开放人防工

程，将防空洞“变身”市民避暑纳凉点。至
今，这项工作已经开展了 10年。据介绍，
今年洛阳城区 13个人防工程纳凉点向市
民免费开放，建筑面积约71500平方米，纳
凉点开放时间为7月1日至8月31日。

这13处纳凉点主要分布于主城区，具
体位置是：位于涧西区的青岛路爱尚街地
下商业街、辽宁路地下过街通道、景华路润
峰广场地下商场，位于西工区的纱厂路兴
华地下步行街、王城公园过街通道、周王城
广场、中央百货地下商场、西工小街十号口
人防工程，位于老城区的中州路地下商城，
位于瀍河区的华林新村社区人防工程，位
于洛龙区的河科大地下过街通道、泉舜购
物广场地下商场、正大国际地下商场。

据介绍，今年的避暑纳凉突出“闹中取
静”，让群众在休闲、购物时，可以方便地休
息、饮水、阅读、观影、娱乐。所有纳凉点均
配有饮用水、电视、无线网络和防暑药品，
市民可以纳凉、上网、休息、喝水，尽享“清
凉大礼包”。

避暑纳凉服务民生

“天热起来，带孙子来这里纳凉，高温
天也不会那么难熬了。渴了，这里还提供
饮用水。”家住龙祥街附近的市民霍先生告
诉记者。位于河南科技大学附近的龙祥商
业街的避暑纳凉点，装修一新，灯火通明，
热闹不已。管理员丁军莉介绍，这个人防
工程兼具联系河科大与龙祥商业街的地下
通道功能，每天来这里的人群川流不息。

避暑纳凉，服务社会、服务民生。记者
注意到，目前，洛阳市所有的纳凉区域均已
实现“六通六有一保障”，即在避暑纳凉点
实现通水、通电、通排污、通手机信号、通电
视、通无线网络，有饮用水、有桌椅、有书报、
有纳凉须知、有防暑药品、有公益活动，专
人专职保障，为前来纳凉的市民提供方便。

据介绍，今年的避暑纳凉工作，洛阳市
人防办按照省人防办及洛阳市重点民生实
事工作关于对人防避暑纳凉工作的要求，
提早部署、提早安排、提早检查准备。切实
将利用人防工程为百姓提供避暑纳凉工作
做细做好，进一步提高纳凉舒适度。9

人防避暑纳凉点让市民尽享“清福”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通讯员 高鸽）脑卒中救治是一场“生死时速”。7月 10
日，记者从洛阳市脑卒中防治中心获悉：在日前召开的洛阳市首届脑卒中防治大会上，洛阳首
张脑卒中急救地图正式对社会发布，按照该地图立刻就近送医，突发脑卒中患者即可在一小
时内接受溶栓治疗。

星级不同，标志着医院的救治条件有差异。星级为五星的医院静脉、动脉溶栓能力都比
较强；四星医院可开展静脉、动脉溶栓治疗，但动脉溶栓病例较少；三星医院静脉溶栓技术过
关，不具备动脉溶栓条件；二星医院已经开展静脉溶栓治疗，但病例较少。9

本报讯（通讯员 杨珂）美丽乡村看庭院，庭院美丽看
巾帼。7月 18日，洛阳市妇联联合中共洛阳市委组织部和
洛阳市农业农村局召开洛阳市“五美庭院”全面启动暨“四
组一队”工作推进会（“四组一队”，即发展组、权益组、宣教
组、家风组，巾帼志愿者服务队），掀起“乡村振兴巾帼行”
热潮。

据悉，为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和洛阳市“9+2”工
作布局，实现“四高一强一率先”奋斗目标，进一步推进党
建引领、“三治并进”、服务进村，全面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充分发挥基层妇联组织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独特作
用，根据洛阳市上级有关要求，制定了大力开展“双推行
动”（即实施推广“四组一队”工作模式、推进大抓基层基
础）实现妇联基层组织振兴的实施意见。

围绕“乡村振兴巾帼行动”找准定位，洛阳市在产业振
兴方面，大力推进“巧媳妇”工程提档升级；在人才振兴方
面，做好妇联干部、巾帼致富带头人、新型职业农民引领培
训；在文化振兴方面，广泛开展“好媳妇好婆婆好妯娌”“五
好家庭”和“最美家庭”评选活动；在生态振兴方面，组织在
全市农村开展“美丽庭院”（五美庭院）创建行动；在组织振
兴方面，深化“四组一队”工作，努力实现哪里有妇女群众、
哪里就有妇联组织、妇女之家，真正实现上面千条线、下面
一张网、身边一个家。

偃师市、新安县、孟津县等五个县市区的代表就“五美
庭院”和“四组一队”、巧媳妇工程工作进行了发言；与会领
导为河南省巧媳妇创业就业工程示范基地和河南省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巧媳妇”工程示范基地进行了授牌。9

洛阳妇联创建“五美庭院”
激发妇女干事创业热情

7月 18日晚 8点，洛阳市汝阳县城关镇河西村党群
服务中心的文化广场上人头攒动，由河南省流行音乐协会
汝阳分会和郑辉百货超市共同主办的文化扶贫下乡公益
演出在这里举行。

活动现场，精心准备的歌舞、诗朗诵等节目赢得了大家
经久不息的掌声，演出结束后，还进行了现场捐赠仪式。9

洛阳发布首张
脑卒中急救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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