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实现日常零星货物采
购在线监管，完成交易

5000多万元

全市中小企业采购份额实
际占预算总额近

80%

洛阳市2020年

全市行政事业单位采购贫困
地区中小微企业农副产品

1138万元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本报通讯员 葛高远

■下大决心淘汰“散乱
污”，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想不到！”“关得好！”近日，记者在
伊川新型耐火材料产业园采访时，这两
个词成了当地群众和企业负责人口中
的高频词。

“想不到”的是地方党委、政府关停
企业“壮士断腕”决心之大。

“关得好”，不仅是群众对污染企业
关停的期盼，更是产业企业“去弱扶
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耐火材料是伊川县传统优势产业，
有20余年发展历史，企业以彭婆镇最为
集中。“生意红火的时候，彭婆是村村点
火、户户冒烟，硅石稍加破碎就能挣
钱。”洛阳永财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负责
人郭丙臣说。

统计显示，鼎盛时期，全县耐火材
料企业有 200多家，从业人员 1.5万人，
年产能 200万吨，年产值 25亿元左右，
占全省行业份额的 10%，年上缴税收
6500万元左右。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政策调
整、市场不断变化、环保形势日益趋紧，
耐材行业一度跌入低谷。伊川耐材的
散乱、低端、污染、高耗能等弊病更加凸
显，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开始时感觉是‘两难’选择。”伊川
县委书记李新红深有体会地说，这些耐
材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生产工艺落后、
能耗污染严重，尽管能够产生一定税
收、解决一定农村剩余劳动力，但这不
符合新发展理念要求。我们决不能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一时的发
展。

“‘十三五’以来，洛阳市委主要领导
在伊川多次调研耐火材料产业时，明确
提出要我们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加
快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李新红
说，从 2018年年初开始，伊川县下定决
心，利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对133家散乱
污企业、150万吨落后产能全部进行关
停，仅保留了20余家规模大、市场稳定、

技术工艺好的企业和50万吨产能。
同时，县里利用置换出的土地资源

和产能指标，加大了招大扶强的工作力
度。

洛阳永财公司工人们说，过去处处
“乌烟瘴气、灰头灰脸”。现在，经过绿
色化、智能化改造的生产车间干净整

洁，废气废水集中治理，“端着碗吃饭都
没事”。

■依托龙头带动，“退城
进园”促产业集聚集约

1 月 27 日，伊川县 2021 年一季度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19个项目、总投资
123.8 亿元。其中，洛阳盛铁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年产 30万吨钢铁用优质耐
火材料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这是该县
耐火材料产业转型提质发展的又一重
要项目支撑。

盛铁公司是伊川龙头企业，生产的
用于钢铁冶炼封堵铁水出口“无水炮
泥”，产品占到全国份额10%，新项目投
产后有望成为行业细分领域的龙头。

“做得多不如做得精。过去我们也
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如今厂里只做高
附加值的‘拳头’产品。”公司总经理高冲
锋说，“去年在疫情影响下，销售额仍实
现逆势增长30%。公司研发的镁碳砖，
还未投产，订单就拿了一个多亿元，我们
有决心到2025年实现销售收入30亿元
和企业整体上市的目标。”

在洛阳中钢洛耐（伊川）先进耐火
材料产业园的洛耐希利科耐材生产车
间，投资 15 亿元的一期项目已建成投
产，工人正在抓紧生产。

希利科公司是中钢洛耐按照洛阳
市委、市政府“退城入园”要求，进驻伊
川县后成立的新公司。

伊川县在彭婆镇拆除数十家小耐
材厂的旧址上，规划建起了中钢洛耐
（伊川）先进耐火材料产业园。公司总
经理方胜说，通过规划布局，产业园里
上下游企业能相互配套、资源共享，综
合生产成本降低10%，人均生产效率提
高了一倍。

伊川县县长袁剑介绍，伊川县通过
低端耐火材料和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
两年释放土地资源近2000亩，为优质企
业扩张、龙头企业招商提供了要素保障。

■产业含“金”量、含“新”
量、含“绿”量更高更足

走进“黑灯工厂”洛阳利尔功能材

料有限公司，看着智能化立体仓库、全
自动配料系统、全自动砖坯取码机器
人、在线质量检测系统（SPC）、自动化干
燥窑及高温烧成窑、智能上下料机械
手、自动化包装线等崭新智能设备，令
人眼前一亮。

随行技术人员介绍，借助智能化生
产线，近10万吨高端耐材生产线全程实
现集散控制，定员由 270人降到 66人，
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吨产品制造费用降
低 300 元。公司日前被工信部授予第
五批绿色制造工厂称号。该公司三年
内可实现产值50亿元的目标。

洛阳利尔是伊川耐材业转型升级、
绿色发展的生动写照。转型升级两年
多，伊川县新增高端耐火材料产能35万
吨，新增产值近 20亿元；中高端产品从
不到5种提高到10余种，高新技术企业
从 1家增长到 6家；市级以上研发平台
从 3 个增长到 13 个。“科技小巨人”企
业、省级创新产业战略联盟、博士后创
业基地均实现销售收入从无到有的

“零”突破。
同时催生了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

业，成为新的增长点。科丰集团“老树发
新枝”，积极拓展耐材码垛、焊接、冶炼等
智能机器人领域，销售收入连年快速增
长，去年销售收入实现近5000万元。

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伊川县耐材
业生产经营不但没受影响，反而从去年
年初以来实现了逆势增长，2020年销售
收入大幅增长。

“通过近年来的不懈努力，伊川耐
火材料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红利得
到了充分释放，基本实现了‘凤凰涅槃、
弯道超车’，发展的含‘金’量、含‘新’
量、含‘绿’量更高更足。”李新红说。

李新红充满信心地表示，下一步，
伊川县将按照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
省、市部署要求，聚焦聚力洛阳都市圈
建设，坚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攻方向
不动摇，依托龙头企业，强化创新驱
动，加快耐火材料绿色化智能化发展，
力争利用 3年时间，使耐材行业实现百
万吨产能、百亿级产值的“双百目标”，
将伊川县打造成为集产学研于一体的
世界一流级绿色耐材产业基地，加快建
设先进制造业强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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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在政府采购领域

亮出“硬举措” 构建“强磁场”

“浴火重生”记
——伊川县耐火材料产业转型升级调查

□本报记者 祁思元
本报通讯员 王春华

哪里涵养出“富氧”的市场环
境，哪里就汇聚更多、更优的市场
要素。洛阳市在政府采购领域亮
出改革“硬举措”，逐步涵养出营商
环境的“清新空气”，构建高质量场
域载体的“强磁场”。在我省两次
营商环境评价中，洛阳市政府采购
评价指标均居全省第 2名，也是唯
一连续两年保持前3名的省辖市。

“互联网+”监管体系
提升政府采购效率

“我们外地企业，坐在办公室里
就能参与政府采购项目。”1月 29
日，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
公司业务经理张正红，说起不久前
参与的洛阳市委党校装修项目时，
颇有感触。

“这个变化得益于‘不见面开
标’系统的推行，”洛阳市财政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参与政府采购的企
业仅需 CA 数字证书就可以登录
政府采购交易系统，在线获取采购
文件、制作递交投标文件、接收中
标通知书，“政府采购从‘现场面对
面’变成‘网上键对键’。”

同时，洛阳市推进政府采购系
统与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互联互通，
实时在线监督各个办理环节，发现
异常及时预警和处理；加快推进政
府采购网上商城，全面实现日常零
星货物采购在线监管，2020 年完
成交易5000多万元。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激活政府采购市场活力

“企业受益最直接的就是政府
采购交易‘零成本’。”1月 28日，河
南畅安科技公司在参与交通设备采
购项目中节省投标保证金11万元、
履约保证金55万元。据介绍，洛阳
市已全面免除投标保证金和标书费

用，免收或减收履约保证金。
为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洛阳市

在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合同备案、履
约验收、资金支付等环节时间缩短
50%。此外，鼓励采购单位预付不
超过政府采购合同30%的资金，为
23家小微企业预付款5000万元。

找准政策发力点
为中小企业纾困

“因为和体育局签订了政府采购
合同，银行主动找到我们，让我们成
功贷款400万元。”1月27日，河南国
基建筑业务经理付咏对洛阳市的政
府采购合同融资政策赞不绝口。

为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
难等问题，洛阳市以政府采购合同
预期支付能力为信用，鼓励金融机
构为 26家中小微企业政府采购合
同融资 1 亿元。用足政府采购政
策，2020 年全市中小企业采购份
额实际占预算总额近80%，大幅高
于法定30%的要求。

洛阳市充分运用贫困地区农
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引导全市行
政事业单位采购贫困地区中小微
企业农副产品 1138 万元，采购额
位居全省前列。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开放为
引领，打造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营
商环境，助力洛阳都市圈建设和高
质量发展‘强磁场’。”洛阳市财政局
党组书记、局长王国辉表示。7

□本报记者 祁思元 本报通讯员 张珂

“南山难”，曾是宜阳县南部山区群
众面对出行难，无奈的自嘲。宜阳南部
多山，曾因交通不便，发展长期受困。
近年，一条 68.06 公里的“大南环”贯穿
这里多个乡镇，带动了一个个明星产
业。

有“艾草乡”之称的董王庄乡，可谓
“大南环”上的一颗“明珠”。其产业“圆
心”在乔庄村。2017年开始，宜阳县陆
续提升改造白南线、龙南线、樊白线、宜
赵线、平莲线、涧上线等 6条县道，打造
贯穿南部山区的“大南环”，基本实现了
公路由村与镇的线性连通向村与村的
网状连通拓展，由满足群众基本出行需
求向引领产业发展拓展。

乔庄村靠近“大南环”，于是瞅准时
机引进了艾草项目。艾草产品沿着“大
南环”源源不断走进城市，村民和集体
的钱袋子慢慢鼓了起来。如今，乔庄村
不仅有 500 多亩艾草，还陆续发展了

1000 多亩花椒、核桃、水蜜
桃。多种特色产业齐头
并进的产业模式正在
加速形成。

大南环不是这
里唯一的发展“动
脉”。近年来，宜
阳县围绕建设高
质量“富美宜阳”
总目标，坚持高质
量发展交通基础设
施，突出“宜阳组团”
在洛阳西南地区的交
通枢纽地位，构建以公
路、铁路为主要交通方式的
县域综合交通体系，通过“五纵六横加
两环”的公路路网格局，加强与市中心、
组团县之间的交通连接，增强县域交通
综合承载能力，在“十三五”期间形成

“县域大环线、中心外环线、十座大桥并
跨洛河”的“洛阳西南交通枢纽地”。

一路九带动。对宜阳县花果山乡

花山村村民来说，这句话的分量
是沉甸甸的。花山村海拔

1400 多米，进村的盘山
路足足有 77道弯。山
高路远，交通不便，
这里的经济发展也
比别处更难。全村
789 口人中贫困人
口就有 331 人，贫
困 发 生 率 高 达
41%。20世纪 90年

代，村里有了能过车
的沙石路。2004 年修

建水泥路，2017 年加装护
栏，2018年冬天重新修整并增

加错车道……几十年间，花山村的进村
路不断升级，有力带动脱贫攻坚、国土
绿化、生态保护、乡村旅游、客运提质、
产业结构调整、电商物流、服务进村、人
居环境整治等。当地村民的生活也随
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广袤的田野上，繁华热闹的城镇

间，“大动脉”分布有序，“毛细血管”畅
通无阻，源源不断为经济发展、乡村振
兴提供无限动力。2019年，宜阳先后荣
获全省“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第一批
示范县、“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称
号。2020年 4月，洛阳市“五级路成网
绿廊连城乡”现场会就在宜阳召开。

截至目前，宜阳公路里程达 2431
公里，行政村硬化路通达率达 100%；
公路密度由 2013 年的每百平方公里
130 公里增加到现在的每百平方公里
150.4 公里；全县客车运营线路 62 条
线、客车 212 台，行政村通客车率达
100%；全县 353个行政村实现“村村通
客车”，构建了乡镇有站亭，村村有站
点的干支运输网络，带动当地经济和乡
村旅游事业发展，为打造旅游路、景观
路、致富路、连心路奠定了坚实的交通
基础。7

图为新安虎线宜阳段道旁树木缤
纷如画。7 田义伟 摄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乔雨峰 刘雨震

1月27日，洛阳市2021年第一
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老城区
物贸港项目基地举行。全市集中开
工的重大项目共 272 个，总投资
1792亿元。其中，老城区集中开工
重大项目18个。

目前，老城区已谋划“十四五”
期间重大项目 233 个，总投资达
2300亿元。

紧盯项目建设
打造场域载体“强磁场”

主动融入黄河文化带、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高标准实施“一街游
千年”丽景门至应天门区域提升改
造，推动洛邑古城、隋唐城、金元古
城“三城联动”……

老城区全面落实加快洛阳都市
圈、副中心城市建设的部署要求，坚
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重大项目建设，
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聚焦到“好不
好”“优不优”“强不强”上来，在破解
难题、厚植优势上取得重大突破，为
区域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为引进中国物流洛阳物贸港项
目，老城区专门成立专项对接工作
组，克服疫情等诸多因素影响，多次
赴北京、浙江、上海等地考察，并进
行多轮谈判，紧盯项目不放松，从项
目接洽到开工仅用时6个月。

老城区负责同志介绍，该区推
行“服务+督办”项目推进机制，县
级干部分包项目，帮办部门实行

“保姆式”“一条龙”服务帮办推进，
抓住项目建设“牛鼻子”，当好“店
小二”，做好“服务员”，让项目建设
搭上直通车。

数字赋能转型
增添经济发展新动能

在老城区古都科创园内，洛阳
信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正通过视频进行“云办公”。疫情
期间，该公司专门搭建视频会议
室，开启“云端”工作模式。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产业
数字化水平。老城区加快推进人
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创新与应

用，将“新基建”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相结合，将数字经济与建设“智慧
老城”相结合，坚定不移提质升级
促转型。

围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
先进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老城区
鼓励引进新材料、高端制造、电子
信息和新兴服务业项目，通过搭建
孵化转化平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和新兴产业倍增发展，形成新
的经济增长点。与中科院计算所、
联想创投等国内顶尖的科研院所
和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合作。目前
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达21家。

科技金融发力
实现招商引资新突破

“为帮助我们克服人生地不熟、
产品暂时打不开市场销路等困难，
老城区委区政府相关领导坚持贴身
服务，”三众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红霞说，“我们的人工智能节能技术
研究院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建
设、当年投产、当年见效。”

创新招商方式，老城区重点通
过股权招商、资本招商、以商招商，
以古都科创园为依托，引进特富特
电磁科技、北京合创三众能源等一
批创新排头兵企业，打造以高端电
子科技、电磁器件、新能源动力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核心的科技型
中小企业孵化基地。

出台《老城区加快资本市场发
展实施意见（试行）》，鼓励和培育
企业走向资本市场，支持企业发展
直接融资，大力实施资本战略。目
前辖区已引进设立科源基金、深圳
前海百富天盈股权基金等 6 只基
金，总规模 42亿元，投资范围涵盖
洁净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业、文
旅产业、现代服务业及传统产业智
能化改造等领域。7

宜阳县加快构建乡村畅通出行网络

“南山难”如今不再难

今年第一批集中开工重大项目18个，已谋划“十
四五”期间重大项目233个，总投资达2300亿元

老城区 凭啥这么燃

2 月 2 日上午，在洛阳
地铁 2号线九都西路站内，
地铁铺轨车缓缓地将一排
轨排吊装至车站内指定位
置，洛阳地铁 2号线下穿洛
河段铺轨作业正式开始。

按照计划，下穿洛河段
铺轨距离单线2.6公里。目
前已经实现洞通的左线率
先铺轨，3月底前将实现 2
号线左侧隧洞全线“轨通”
目标。

图为作业现场 7
鲁博 摄

伊川耐火材料等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的红利得到
了充分释放，基本实现了
‘凤凰涅槃、弯道超车’，
发展的含‘金’量、含‘新’
量、含‘绿’量更高更足。

老城区街道持续美化，夜色更
靓丽。7 鲁博 王少峰 摄

洛阳地铁2号线
下穿洛河段开始铺轨

奋斗开新局奋进“十四五”

伊川新型耐火材料产业园生产的
环保型焦炉硅砖。7 葛高远 摄

伊川县耐火材料产业正全速打造绿
色和高品质发展新样本。7 沈若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