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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范坤鹏）6 月
20日，位于洛阳市洛龙区牡丹大
道的莱普生洛阳现代生物产业
化基地，项目基建已基本完成，
正加快推进车间内部整修及设
备进场工作。

莱普生洛阳基地是洛阳市
实施制造业产业链“链长制”、布
局生物医药产业链的重要一环，
自去年 8月启动以来，洛阳市各
相关部门提供全链条、保姆式服
务，多次深入建设一线“马路办
公”，项目顺利推进。

近年来，洛阳市认真落实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始
终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
攻方向，着力构建“755”现代产
业体系，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
产业链现代化，加快构筑全国先

进制造业基地。
“只有抓好重点项目特别是

工业项目建设，企业发展才有支
撑，地方发展才可持续。”洛阳市
委领导表示，“要坚持项目为王，
把项目建设特别是工业项目摆
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坚持发
展盯着项目‘抓’、干部围着项目

‘干’、环境聚焦项目‘提’、要素
服务项目‘保’，注重在项目建设
中看工作、看干部。”

洛阳市把抓好工业项目建
设作为稳定工业经济运行、赋能
产业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抓手，落实“一库一账一攻坚”

“四企服务”等工作机制，采取领
导分包、项目例会、观摩点评、集
中开工、百日攻坚等方式，抓开
工、盯在建、促投产，工业项目建
设稳步推进，（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刘晓阳）6 月
19日，记者从黄委会获悉，结合
黄河中游水库腾库迎汛要求，通
过联合调度万家寨水利枢纽、三
门峡水利枢纽、小浪底水库，当
日 9时开始实施 2021年汛前黄
河调水调沙。

本次调水调沙将历时 20天
左右。其间，小浪底水库最大下
泄流量为 4500 立方米每秒量
级。

今年汛前黄河调水调沙将继
续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
态补水，在确保后期抗旱用水安
全的条件下，尽可能实现小浪底
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
态，并进一步维持黄河下游中水
河槽稳定。同时，通过今年调水
调沙，进一步探索不同运用条件
下水库排沙和下游河道泥沙输移

规律，丰富调水调沙理论。
由于本次调水调沙流量大、

持续时间长，为确保工程、滩区
和涉水生产安全，黄委会向有关
河务部门、省（区）水利厅、应急
厅，有关水利枢纽和电网管理单
位通报了调水调沙有关情况，对
调水调沙期间做好水旱灾害防
御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要严格
落实各项责任制，加强水文监测
预报，强化水工程联合调度，严
防洪水漫滩风险，扎实做好查险
抢险，加强涉水安全管理，水库
管理单位严格执行调令。

调水调沙期间，黄委会将密
切关注天气形势变化，及时滚动
分析水雨情，加强应急值守和防
汛会商，强化水库实时调度，加
强工程巡查防守，确保人员安全
和工程安全。③7

本报讯（记者 冯芸 马涛）6月 17
日至 19日，省委书记楼阳生深入郑州
市，调研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对外开
放、老旧小区改造、文化保护传承等工
作，并主持召开工作汇报会，研究部署
加快推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省
长王凯出席工作汇报会。

郑州智慧岛大厦是省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楼阳生走进大厦，了解“双
创”工作情况，指出“双创”的意义不仅
在以创业带动就业，更重要的是形成
从“双创”团队到“专精特新”中小微企
业，再到规上企业、独角兽企业梯次培
育格局，发展才能动力足、可持续。要
建好用好各类“双创”空间，营造创新
创业的良好生态，助推更多企业从种
子幼苗成长为参天大树。

在中铁工程装备集团、西美大厦、
临空生物医药园、郑州合晶硅材料有限
公司、国家超算郑州中心，楼阳生了解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情况，指出要以
科技研发为核心、以头部企业为牵引、
以配套企业为集群，打造产业生态，提
升产业竞争力。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
究所在超硬材料制品领域市场占有率
领先，楼阳生指出要以战略眼光加快推
进功能材料研发和产业化布局，这是要
抢抓的发展先机，是换道领跑的具体抓
手。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二十七所、解
放军信息工程大学、中船重工七一三
所，楼阳生询问项目研发、军地合作等
情况，希望做好军民融合发展大文章，
推出一批标志性、战略性、牵引性合作
项目，更好服务国防建设和地方发展。
楼阳生查看二十七所研发的生态监测
系统运行情况，强调要建立“人在做、天
在看”监测预警系统，对破坏生态环境
的行为实时发现、即时推送、及时处置，
做到全覆盖、无死角。了解经开区、高
新区相关工作情况后，楼阳生强调，开

发区是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要突出
集中集聚集约，最大限度汇聚高端要
素、提高亩均产出。

郑州通过构建高水平开放平台通
道体系，已成为我国连通世界的重要
门户之一。在郑州国际陆港，楼阳生
指出，要巩固拓展中欧班列（郑州）开
放通道优势，坚持陆港、空港、海港联
动，巩固提升综合立体、多式联运、无
缝接驳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地位，带

动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在郑州
机场北货运区，楼阳生查看三期扩建
工程进展，叮嘱要对标国际先进水平，
按照功能完备、设施一流的要求推进
机场建设。来到菜鸟跨境电商运营中
心，楼阳生询问商品通关、分拨流程，
指出实现高水平开放关键要靠改革创
新，推动制度型开放。楼阳生查看了
郑州高铁南站规划和建设情况，强调
要树牢安全理念，高标准高质量建设

精品工程。
川流不息的车辆行人中，二七纪

念塔巍然挺立。楼阳生登上二七纪
念塔，回顾波澜壮阔的京汉铁路工人
大罢工，指出“二七精神”是党的初心
使命的生动诠释，是党的精神谱系重
要 组 成 部 分 ，要 大 力 弘 扬“ 二 七 精
神”，从学党史中汲取营养，坚定信仰
信念信心，转化为做好工作的强大动
力。（下转第三版）

楼阳生在郑州市调研时强调

当好国家队 提升国际化
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上提质进位

王凯出席工作汇报会

6月18日，省委书记楼阳生在郑州机场北货运区查看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建设情况。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蔡迅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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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项目为王”强筋骨

2021年汛前黄河调水调沙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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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的中国，从没有哪个百
年，像这个百年般波澜壮阔、感天动地。

这一百年，一个“覆屋之下，漏舟
之中，薪火之上”的国家，走上强盛的
道路；一个“积弱积贫，九原板荡，百载
陆沉”的民族，迎来复兴的曙光；亿万

“为奴隶，为牛马，为羊犬”的人民，实
现小康的梦想，演绎了民族复兴史上
自强不息的传奇。

1921—2021。从开天辟地的伟大
瞬间，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的沧海桑
田，这一个又一个惊天动地的传奇里，
究竟蕴涵着怎样的精神基因和历史密

码？群雄逐鹿的中原大地，又在百年党
史中留下了多少永不磨灭的精神印记？

历史从哪里开始，精神就在哪里
产生。

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
西柏坡精神……风起云涌的一百年，一
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砥砺前行，形成了一
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在百年党史中熠熠生辉，
照亮了中华民族的天空。

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
南考察时强调，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是
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焦裕禄精神、
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都是我们
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些发轫于中原

大地的伟大精神，在风雨如磐中孕育，
在激情燃烧中成长，在勇敢担当中壮
大，书写了煌煌百年党史里风雷激荡
的中原篇章。

又一个 7 月来临，又一个百年开
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
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
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
导中国走向光明”的高亢歌声，将会再
次回荡在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长征还在路上，歌声永不落幕。
民族复兴，那些历久弥新的伟大精神，
将鼓舞我们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中原
崛起，那些光芒闪耀的伟大精神，将激
励我们牢记使命、无畏前行。

出卷
山河破碎、内忧外患的旧中国，

如 何 于 危 难 中 振 作 ，在 绝 望 中 重

生？百年风雨历程，是一部辉煌的

史诗，记录着一个民族刻骨铭心的

磨难与觉醒

每次向历史回眸，都是一次精神洗
礼。

100年前，当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上
海望志路（现兴业路）的一栋小楼里撒
播革命星火；当从嘉兴南湖驶出的红船
开始跃入时代大潮，他们从波谲云诡的

时代里拿到的试卷，是“中国向何处去”
的时代之问，是如何在长夜漫漫中寻找
光明、在满目萧索中重整山河。

寻求答案的过程，是生与死的考
验、血与火的洗礼。

矗立在郑州市中心的二七纪念塔，
是无数人心目中的精神地标。

二七纪念塔、二七广场、二七纪念
堂、二七路……发生在98年前的“二七
大罢工”，在这座城市的肌体上打上了
深刻的历史印记。这些具有鲜明时代
印记的建筑物和地名，在岁月长河的淘
漉下依然不掩芳华、历久弥新。

拾级而上，穿越百年。“七一”前夕，
记者登上 63米高的二七纪念塔，依然

能清晰感受到一个民族不屈的精神脉
动。

1923 年 2 月 4 日，郑州、武汉、长
辛店 3 万多名铁路工人相继宣布罢
工。不到 3 个小时，千里京汉线全线
瘫痪。但大罢工很快遭到反动军阀的
血腥镇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
案”。

1923年 2月 7日，共产党员林祥谦
壮烈牺牲，年仅 31岁。与他一同血染
刑场的，是51个不屈的英魂。

查阅这段历史的相关史料，几乎都
有这样一句话：2月 7日，郑州下起了大
雪。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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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6月 19 日电 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中
央宣传部新命名 111个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我省 5处入选，分别为
郑州二七纪念馆、刘邓大军渡黄河纪
念馆、中国一拖东方红农耕博物馆、三
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中国中铁装备集
团郑州盾构总装车间。据悉，命名工
作紧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四史”宣

传教育，突出百年党史重要事件、重要
地点、重要人物，突出新中国特别是新
时代的大国重器和建设成就。此次命
名后，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总
数达到 585个。

中宣部要求，要进一步发挥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和党史学习教育、“四
史”宣传教育等重大活动中的作用，改

进展览陈列，优化参观线路，进一步发
挥宣传教育功能，着力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讲好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故事，激励动员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继续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我省新增5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