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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一心 加油干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2月 23日上午，在洛阳大数据产业园，
总投资 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洛阳中部云谷项目开工建设。

项目建成后，预计将吸收高层次人才
就业500人，加快大数据产业集群建设，促
进洛阳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疫情防控不容放松，项目建设时不我
待。

在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洛
阳市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围
绕“六稳”总体要求，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复
工、开工，扩大有效投资，促进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

确保年度目标不变、投资力
度不减

重点项目是扩投资、稳增长、优供给、
补短板的重要抓手，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

2月 23日，随着唐寺门立交等 6项城
建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洛阳市已有52项在
建城建重点项目先后有序复工，加快推进
城市建设由“大写意”向“工笔画”转变。

围绕“发力都市圈、提升辐射力、支撑
双引擎、打造增长极”，今年，洛阳市实施

“97183”合理有效投资行动计划，在延续
建设 9 大体系、近 70 个重大专项的基础
上，谋划1196个重大项目、总投资8847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3072亿元，推动转型发
展高质量发展。

面对疫情，洛阳市坚持“停工不停工
作、停工不停前期”，多做室内作业、案头文
章，加快推进重点项目的前期工作和业务
办理。

洛阳市对初定的 2020 年 515 个重点
项目，按照疫情保障类、民生类、基础设施
类、产业转型类、服务业类等开展分类管
理，多措并举有序开工复工，确保年度目标
不变、投资力度不减。

据统计，截至 2月 24 日，全市省市重
点项目复工开工达114个。

“戴着口罩”搞建设，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

在洛阳地铁 2号线，下穿洛河主河道
段的施工有序推进。“牡丹19号”盾构机正
在按每天5米左右的速度稳步向前掘进。

为确保一次性安全完成下穿洛河施

工，为后续建设奠定良好基础，疫情防控期
间，在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该区间
建设从未中断。

洛阳市轨道交通公司负责人介绍，为
保证地铁建设有序推进，所有工地进出人
员必须严格做到“口不离罩、足不外行、饭
不聚吃、手要勤洗”，在此基础上全面落实
定时现场消毒、人员体温检测等防控措施。

在洛阳市丝路大道洛龙区段提升改造
工程现场，记者看到，所有施工人员在进场
之前，全部进行体温检测、消毒等程序，并
佩戴口罩施工。广大建设者均表示，将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戴着口罩”搞建设。

洛阳市住建局负责人介绍，按照市委、
市政府“两不准、三从严、三体系、六到位”
防控体系要求，对所有复工开工项目实施

“一工地一策、一企业一员”驻场服务调度
制度。同时，结合建筑施工项目特点，所有
进出工地人员必须过好“登记关”“消毒关”

“体检关”“防护关”，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安全生产。

市县两级“一对一”，专班服
务项目建设

近日，被称为洛阳版“小汤山”医院

的洛阳市医疗应急救治中心建设，只用
了七天七夜顺利完工，创造了“洛阳速
度”。

“洛阳速度”的背后，是项目服务保障
有力。洛阳市抽调党员骨干牵头组成综合
协调、规划设计、施工组织、质量安全、物资
保障、医疗设备和疫情防控7个小组，24小
时蹲守一线、分兵把口，全力服务和保障项
目建设。

复工就是稳就业，复产就是稳经济。
洛阳市出台“20条”惠企政策，支持企业有
序复工复产。对重点项目实行市、县两级

“一对一”专班服务。
洛阳市重点项目办负责人介绍，今

年以来，洛阳市对 253个续建复工项目积
极帮助解决能源供应、原料采购、交通运
输、用工等方面的难题；对 180 个一季度
新开工重大项目，采取联审联批、容缺办
理等形式，开辟绿色通道加快推进前期手
续办理。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洛宁抽水蓄能电
站、洛阳机场三期改扩建等一大批投资额
较高、产业前景较好、社会效应显著的重点
项目持续推进，洛阳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
将进一步按下‘快进键’。”洛阳市政府有关
负责人说。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
红）2月 24日，记者在位于三门峡市灵宝市函谷关镇的
国道 310 南移项目弘农涧河特大桥施工现场看到，一
排桥墩矗立，施工人员正在桥墩顶部进行悬臂线浇施
工作业。

“6号桥墩春节期间都没有停工，40多名工人在施工
现场封闭作业。受疫情影响，其他返场复工人员经过规
定期限的隔离，也已经陆续进场。目前，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4个桥墩和一个混凝土搅拌站正在施工作业。”弘
农涧河特大桥施工方中国建筑国道310南移工程六分部
项目部副经理仲亮介绍，目前大桥下部结构已经完成，预
计今年9月完工。

“国道 310南移项目以先行复工的控制性工程为起
点，以点带面，抢抓施工时间，全面加快施工进度，争取把
受疫情影响的工期补回来。目前项目复工 31个工点，其
中青龙涧河特大桥、苍龙涧河特大桥、弘农涧河特大桥等
9个控制性工程已经复工，返场返岗人员上千人。通过建
立健康档案，定时消毒、每天测体温和佩戴口罩，实施有
效封闭施工管理。”三门峡市国道310南移项目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金仓说。

国道 310南移项目是河南省重点项目、三门峡市头
号民生工程，全长 165公里，2017年 3月开工，计划 2020
年 9月通车。目前全线路基已经完成，部分路段已开始铺
设沥青。③5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

烜）2月 23日，在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黄河科技
集团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黄河鲲鹏服务器和PC
机生产基地里一派忙碌景象。一排排身着工作服、戴
着口罩的技术工人在流水线上作业，一台台经过装
配、质检等工序的Huanghe牌 PC机整装待发。

“从 2月 10日开始，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
前提下，我们全面恢复生产，全力扩大产能。”黄河科
技集团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贤钊说，时不
我待，要围绕“立足河南、面向全国、让全世界有第二
种选择”的发展目标，早日叫响“黄河鲲鹏”品牌。

黄河鲲鹏服务器和 PC 机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是
2020年河南省重点项目，总占地面积 309亩，已投用
的生产、研发、仓储区总面积逾 10万平方米，拥有年
产5万台服务器和10万台PC机的生产线。

“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必须到位。”王贤钊
说，为确保安全，复产前，许昌市相关部门就启动大数据
对返厂员工情况进行摸排筛查。返岗员工全部来自本
地，进厂后必须戴口罩、测体温，厂区每隔2小时进行一
次消毒。他们还采取了分工序上班制度，员工中午都吃
盒饭，且相互距离保持在1米以上，减少人员聚集。

“3年内，我们将达到年产 30万台服务器、500万
台PC机的规模。”黄河科技集团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郑文青说，“我们将用‘河南速度’为‘黄河
鲲鹏’插上腾飞之翼，为全省数字经济发展助力。”③8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
姣）2月 24日中午，阳光正好。位于南太行山麓的中铁隧
道局集团太焦铁路河南段一标的施工现场，挖掘机、水泥
搅拌车轰鸣声响彻山谷。工人们戴着安全帽和口罩在斜
井内进行铺面工作，施工现场繁忙有序。

按照规划，太焦铁路在今年年底前要达到通车条
件。目前有效工期不足10个月，焦作市作为太焦铁路河
南段工程建设的主战场，压力不言而喻。

“为确保项目能按期完成，项目部统筹疫情防控及
复工复产工作，详细制定疫情防控及复工准备制度措
施，为复工复产提供坚实保障。”中铁隧道局集团太焦铁
路项目党委书记王亮介绍，在办好了所有复工手续后，
从正月初九至今已经复工 20多天，进场管理人员 65人、

施工人员197人。
太焦铁路项目部为所有员工建立了健康档案，逐一

询问记录排查，并每日更新上报；对进场人员详细信息、
日常消毒和体温测量情况进行记录；实行错时取餐、分餐
进食，保证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健康。

复工即是“攻坚战”。太行隧道、老马岭隧道、庙岭隧
道、庙岭村特大桥连续梁、丹河特大桥转体梁等主要工作
面已全面开工；博爱车站及区间路基等工作面人员已开
始陆续进场，局部开始施工；太焦铁路施工单位复工备案
表已上报并完成备案。

“我们这儿有不少湖北的工友受疫情影响暂时还不能
回到工作岗位。但请他们放心，我们会争分夺秒把耽误的
时间补回来。”太焦铁路项目工会主席寇兴华说。③8

洛阳“一项目一策”分类管理

重点项目有序复工开工

控制性工程跑出建设“加速度”

全面生产助力
“黄河鲲鹏”腾飞

太焦铁路焦作段打响复工“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龚砚庆 张笑闻）测量体温、填写个人信
息、全身消毒……2月24日，在经过一系列详细检测后，记
者走进了开封汴梁小宋城二期项目的施工现场。与外边
略显冷清的马路不同，这里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大门
口工作人员为出入的十几辆渣土运输车进行消毒清洗；工
人们操纵着机器做着喷护作业；远处的数台挖掘机发出阵
阵轰鸣……

“从 1月底开始，我们就有序组织工人返岗返工了。”
汴梁小宋城二期项目负责人豆锋说，“目前已有 40名员
工到岗，全部是本地工人。”

记者了解到，汴梁小宋城二期项目是开封市重点文
旅产业投资项目，占地面积 124亩，总投资 30亿元，建成
后建筑面积将达 33万平方米。该项目定位为宋文化旅

游体验式景区，将把历史古建筑与现代文化完美结合。
考虑到现在是疫情防控关键期，不宜人员聚集，目前

该项目施工重点为喷护作业、土方运输等这些用工数量
少、人员接触不频繁的工作。

“每一位工人都办理了健康证明，我们每天对生产生
活设施进行严格消杀，统一订餐，不允许扎堆吃饭，保证
工人工作期间身体健康和安全。”豆锋告诉记者。

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月 23日，开封市重点项目已复
工开工117个，占应复工开工项目的35.89%，复工开工率
呈现明显提高的态势。

“昨天我们又派专车接来了返岗复工的 35名江苏籍
工人，他们在 14天隔离期结束后会正式进入岗位，项目
建设也将掀起新的高潮。”豆锋说。③4

汴梁小宋城二期拧紧施工“安全阀”

本报讯（记者 代娟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亚
伟）2月24日上午，在位于原阳县官厂镇的郑济铁路黄
河特大桥引桥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孔永军和工友们正
进行连续梁挂篮施工作业。当日，郑济高铁原阳段项
目正式复工，这也是郑济高铁全线最早复工的标段。

“一榀925吨重的箱梁的搬、提、运、架等工序，至
少需要50名工人连续工作4个小时。我们项目全段
正常施工需要500名工人，现已返岗354人，有113名
达到隔离标准的工人开始复工。”中铁二局郑济铁路
六标段项目党委书记李爱民介绍，郑济高铁全线有9
个项目段，其中位于原阳的第六标段线路长约7.8公
里，主要为公铁两用桥梁，下层为四线铁路，上层为双
向六车道城市快速路。

这几天，陆续有工人乘坐项目部与各地联合开
行的“春风行动”农民工返岗专车，“一站式”到达工
地生活区。但抵达工地的人员不能立即返岗，要在
生活区设置的指定隔离点进行一段时间的隔离。

为保障安全复工，该项目积极做好疫情防控措
施。根据工人健康状况、来源地情况和到场时间分配
宿舍，明确隔离时间，并设立专门的观察隔离室；分时
段就餐，鼓励项目人员回宿舍就餐，被隔离人员的一日
三餐由专人送至隔离点；采取封闭式管理，规划宿舍到
工地路线，专人24小时巡逻值班，对隔离区进行定时
消毒，为工人每天两次测温和登记并发放口罩等。

“全面复工后，我们将开足马力，有信心将因疫
情耽误的时间补回来，如期完成施工计划。”该项目
总工程师赵平说。③5

郑济高铁原阳段
防疫施工两手抓

2月 23日，在黄河科技集团信息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的黄河鲲鹏服务器和PC机生产
基地，工人在进行装配作业。⑨6 牛书培 摄

2月 24日，在开封汴梁小宋城二期项目
工地上，渣土运输车来来往往，一派繁忙景
象。⑨6 本报记者 张笑闻 摄

2月 24日，郑济高铁原阳段项目建设正
酣。⑨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亚伟 摄

2月23日，在位于洛阳大数据产业园内的中
原大数据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检查设备运转情
况。②19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