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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勇争先奋勇争先 更加出彩更加出彩 学习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通讯员 葛高远 高健）初冬时
节，气温偏低。行走在伊川县东西两岭、伊河川区 15个乡
镇（街道）村（社区），感受最深的却是一股热火朝天的干事
创业劲头。全县1378名县乡村三级“乡贤”，正在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因地制宜，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发挥特长、造福桑梓。

站位国家战略，立足全省全市，作为工业大县、农业大
县、人口大县，伊川如何在大局大势中实现“一局一域”借势
突围、强势崛起？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推进现代化建
设，必须形成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县委书记李新红
表示，全县上下将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为契机，把省委和市委部署要求转
化成推动发展的具体举措，坚持用新眼光看待新问题、用新思
维对待新事物，以思想观念大解放推动改革发展大突破。

创新关键在人，根本要落实在产业上。作为传统工业
大县，伊川既有转型的压力，也有升级的潜力。未来，伊川
将加快引进洛耐院、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等国家级研
发机构，强力实施创新主体、创新平台倍增行动，大力发展
创新型产业，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中实现科技强、
产业强、经济强。

制造业是伊川的重要支柱产业。随着新一轮产业变革
加速推进和生态环境等资源要素倒逼，以科技创新赋能先
进制造业，既迫在眉睫，又适逢其时。

在伊川中钢洛耐、北京利尔等高端耐火材料项目中，自
动进料、液压成型、清洁能源烧成、机器人自动码垛、余热循
环利用等智能化的全流程生产线，让企业综合成本、综合能
耗大幅下降，生产效率提升3倍以上。

窥一斑而知全豹。如今，集聚发展、创新引领、产业共
建，正成为伊川制造业转型提质的“笃定选择”。

刚刚过去的这个秋天，伊川乡村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岭上硒椒”“岭上硒薯”“伊川小米”等特色农产品构成
了色彩斑斓的丰收画卷。11月 5日，伊川县委副书记、鸦
岭镇党委书记杜志宇在鸦岭镇亓岭村千亩富硒红薯示范方
为“岭上硒薯”代言“卖红薯”，并自掏腰包“下单”为亲友们
买红薯。

伊川小米之“贵”，源于富硒。伊川拥有全省少有的富
硒土壤富集带，面积达 50万亩。前不久，我省富硒农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正式落户伊川，这是我省唯一的专业富
硒农产品检验机构。“下一步，伊川将以乡贤返乡创业为抓
手发展乡村产业，大力发展东岭富硒小米、西岭富硒红薯两
大主导产业，着力把富硒资源优势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
杜志宇介绍。

在富硒特色赋能农业发展的同时，伊川强力开展“三清
两建”专项治理，为全市乡村治理提供了“伊川样板”。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李新红表示，伊川将持续努力在
“学”上下真功，在“做”上动真格，在“效”上见真章，以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重振洛阳辉煌贡献更大力量。7

本报讯（记者 郭歌 通讯员 闫亮 高德权）日前，位于
涧西区的洛阳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简称轴研所）传来捷
报，其下设重型轴承事业部研制的 7兆瓦级海上风电主轴
轴承，在东方电气阳江基地成功完成安装调试。这是该企
业继去年年底成功下线 4.5兆瓦级风电主轴轴承后，再次
推出的国内首台套产品。

此次完成调试的7兆瓦级海上风电主轴轴承，不仅填补
了国产大兆瓦级该结构尺寸风力发电机主轴轴承的空白，也
是目前国内加工尺寸最大、精度最高的风电主轴轴承。

“该款首台套产品是我们围绕风电轴承研发的最新成
果，进一步打破了国外轴承企业对风电主轴轴承市场长期
垄断的局面。”轴研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创新，一直是涧西区不懈的追求。从在城郊建区到成为
经济社会发展强区、创造新中国工业发展史上多项“第一”，
涧西人勇于挑战，持续创新，不断书写一个又一个辉煌。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精神，涧西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把学习课堂搬到
项目现场，对新材料及智能装备科创小镇项目实地调研和
学习研讨会，察看项目进度，研讨解决存在问题，进一步推
进科创小镇相关项目建设。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省
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
任务。”区委书记牛刚表示，全区上下将紧紧围绕省委对洛
阳“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这一战略定位，紧紧围绕洛阳
市委提出的“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重振洛阳辉煌”的奋斗
目标，坚持以创新引领发展，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主攻方
向，打好“工业遗产”牌，以“千亿强区、首创之区、品质涧西”
建设为具体抓手，统揽涧西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持续叫响“首创之区”，强化城市功能提升集聚创新资
源是该区未来发展的首要目标。强化创新引领发展，将整
个涧西作为一个创新平台来打造，整合辖区大院大所大企
业创新资源，依托国家级重点（工程）实验室等 120家各类
创新平台，高质量推进洛阳新材料和智能装备科创小镇建
设，培育创新主体，打造人才高地、创新高地，加快实现由传
统城区向平台城区转变、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
型开放转变。

聚焦制造业主攻方向，打造四条产业链群。围绕智能
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信息产业等战略新兴产业，持续延链
补链强链，绘制产业链图谱，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努力在
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成为关键环、中高端。与
国家级研发机构、头部企业、科研院所合作，打造机器人及
智能制造、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氢能储能、新型材料四大
战略新兴产业链群。

在创新驱动作用更趋重要的今天，谋创新就是谋未
来。牛刚表示，该区将从“结果导向，倒逼千亿；项目为王，
聚焦产业；换道领跑，重塑优势；创新驱动，构建体系；聚焦
要素，建优生态”五个方面躬身入局展作为，积极打造“千亿
强区、首创之区、品质涧西”，在重振洛阳辉煌中奋勇争先、
担当作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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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产业双驱动
——洛阳“建强副中心 形成增长极”述评之一

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强化副中心城市能级和区域协同发展。”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

提出：“洛阳作为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要锚定万亿级经济总量目标，

坚持创新产业双驱动、改革开放两手抓、文旅文创成支柱、统筹城乡强

融合、优化环境搭舞台，尽快形成全省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与三门

峡、济源协同发展，建设豫西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区。”报告对洛阳建强副

中心、形成增长极提出了目标要求，明确了具体举措和实现路径。

为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反映

洛阳市高质量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的思路举措和发展成效，展示各

县区各单位务实重干、奋勇争先的精神状态和形成的生动实践，本报即

日起将推出“建强副中心 形成增长极”系列述评报道。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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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两个百年交汇的重要历史节点，中原

城市群副中心城市的洛阳，再次迎来高质量发

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锚定万亿级经济总量目标”“洛阳副中心

作用更加彰显”“加快呼南高铁豫西通道建设”

“建设郑汴洛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报告的字里行间闪耀着洛阳元素。

“创新产业双驱动”“改革开放两手抓”“文

旅文创成支柱”“统筹城乡强融合”“优化环境搭

舞台”，省委更是提出了洛阳建强副中心、形成

增长极的五大重要举措。

“我们突出感受到省委对洛阳副中心建设

发展寄予厚望，对洛阳发展提出了更高期望和

要求，深感洛阳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地位重要、责

任重大、使命光荣。”洛阳市委有关领导表示。

没有等出来的精彩，只有干出来的辉煌。

洛阳市委提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六

中全会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坚持以创新

引领发展为主战略，以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

为主目标，全力抓好产业发展、城市提升、乡村

振兴等重点工作，奋力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

重振洛阳辉煌。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范坤鹏

洛阳中科信息产业研究院“互联网++众创空间”外景。7 鲁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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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唯创新
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

看大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
重塑经济版图。省委把创新驱动、科教兴省、
人才强省战略摆在“十大战略”之首，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再次释放出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的强烈信号。

看态势：经过长期积累，洛阳各类创新资
源比较丰富，推进产学研融合发展的空间很
大，已经到了充分释放创新潜能的重要窗口
期。唯有创新，才能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将
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胜势。

近日，洛阳市 3个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的消息广受关注，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公司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两项目实现“打破核
心技术封锁”“综合技术国内领先”，到轴研所
一项目实现“高性能滚动轴承产业化”，创新的
力量震撼人心。

以洛阳市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为标
志，洛阳市委在擘画发展新蓝图时，坚持把创
新摆在发展的逻辑起点、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位
置。正如洛阳市委领导所强调的，要把以创新
引领发展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洛阳发展的主战
略，敢创新、谋创新、抓创新，推动洛阳走好以
创新引领发展之路。

这样的战略考量，不仅与省第十一次党代
会精神完全契合，更是大势所趋，也是抢抓战
略机遇、赢得战略主动、重振洛阳辉煌的必然
选择。

洛阳市提出，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领
观念创新、体制创新、功能创新、模式创新等全
面创新，发挥创新的乘数效应，让创新成为洛
阳最鲜明的城市气质，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
能。

着力打造创新平台，高水平打造伊滨科技
新城、科技产业社区、产业研究院和研发中试基
地，培育孵化出更多高成长性的创新型企业。

立足打造平台城市、青年友好型城市，洛
阳加快汇聚人才“第一资源”，持续增强创新

“第一动力”，把洛阳打造成聚合各类创新资源
的“强磁场”，创新的力量在河洛大地更加激荡
澎湃。

产业强则经济强。
产业是城市之基。从一项项“共和国第

一”创造民族工业奇迹，到“洛阳制造”建功
“嫦娥”、C919、复兴号等“大国重器”，洛阳身
影频现。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加速演进，以科技创新赋能先进制造既迫在
眉睫，又正当其时。

建强副中心，要“强”在产业发展能级
上。洛阳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产业转型
实现新突破。

近年来，洛阳市不断提升产业发展“含
金量”“含绿量”“含新量”，探索出一条老工
业基地转型发展的洛阳路径。

今年前三季度，洛阳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中，高技术制造业、六大高成长性制造业同
比分别增长26.9%、9.1%，分别拉动规模以上
工业增长 0.7个和 3.3个百分点，工业转型升
级不断加快。

制造业是洛阳的“当家产业”。随着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以科技
创新赋能先进制造既迫在眉睫、又正当其
时。洛阳坚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
攻方向，更好地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统筹
起来，把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重点
培育、未来产业谋篇布局贯通起来，加快建
设制造业强市。

洛阳市提出，要加快做强产业支撑，做
大做强优势产业、大力发展科技产业、全面
推进创业创新，加快布局打造集群产业园
区、伊滨科技城和科技产业社区“智慧岛”。

锚定万亿级经济总量目标，立足洛阳现有
产业基础，编制《洛阳市生产力空间布局与发
展规划》，发布《洛阳市制造业产业链招商行动
计划》，谋划提出全市域生产力布局，壮大优势
产业集群，着力延链补链强链，尽快形成轴承、
新材料、智能装备制造、光电电子器件、精细化
工等千亿级产业集群。

洛阳常态化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滚
动推进“三个一批”项目建设。大力开展招
商引资，既引进大项目好项目，又引进产业
园区运营商和有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加快形
成产业生态体系。

日前，中信重工与华为在深圳正式结
为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建设“少人化”“无人
化”智慧矿山，助力传统产业数字化和智能
化升级。

一个是矿山机械行业翘楚，一个是
智能研发产业先锋，二者围绕各自擅长
领域充分结合，开展产业共建，实现共赢
发展。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核心在于创新，而
深度融合是必由之路。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
要加快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把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作为提升产业
竞争力的技术基点，推进各领域新兴技术
跨界创新，推进产业质量升级。

洛阳拥有良好的产业素养和创新资
源，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变革的势头强劲，
推进产学研融合发展的空间很大。

目前，全市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和河南省创新龙头企业
3293家，建成创新平台载体 2370余家、国
家重点实验室 7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
占全省一半。

面向未来市场前沿需求，洛阳锚定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主攻方向，陆续印发制造
业“三大改造”实施方案和高成长性企业提
质倍增计划，着力在优质存量上做大增量，
推动全市制造业总量扩张、结构优化、高质
量发展，着力培育新的产业集群，提升产业
集聚度和竞争力。

洛阳深入实施产业链链长和产业联盟
会长“双长制”，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
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同时，着力推动“人城产”深度融合，加
强洛阳都市圈产业协作。

重任在肩担使命，砥砺奋进正当时。
“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的发展使

命在胸中激荡，创新和产业驱动之势正如
车之两轮滚滚而来，一路奔跑，副中心城市
洛阳必将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重振辉
煌。7

▶▶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对自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对自
主研发的主研发的 1212行气吸式精量播种机行气吸式精量播种机
进行动态试验进行动态试验。。77 许予永许予永 摄摄

创新引领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