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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阳，这座历经千年沧桑的文
化古都，这座承载新中国建设使命的工
业基地，这座承担着“建设中原城市群副
中心城市、打造带动全省发展新的增长
极”使命的现代城市，在新时代迎来了新
变革、新气象。

近年来，洛阳树立新发展理念，谋划
形成了加快推进“9+2”工作布局、加快实
现“四高一强一率先”奋斗目标的总体发
展思路，形成和巩固改革开放创新联动
格局，以动能转型“转”出高质量发展新
天地。

去年，洛阳生产总值首次突破 4000
亿元大关，达到 4343.1 亿元，同比增长
8.7%；“三产”首次超过“二产”，成为全市
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产业结构调整迎
来重要拐点。

以创新增创发展新优势

158个“洛阳支座”撑起港珠澳大桥，
“洛阳连接器”为“复兴号”动车组构筑
“安全线”，“洛阳创新”为C919国产大型
客机编制“铁甲衣”……“十三五”以来，
老工业基地洛阳置身于创新大潮，奏响

“洛阳创新”最强音。

亮眼的成绩单，得益于洛阳持续为
创新创业注入不竭动力。

围绕构建现代创新体系，洛阳将创
新能力作为破局“题眼”，集中全力打通
政产学研深度融合、军民企地对接转化、
市场化运作和人才成长“四个通道”，促
进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政策链“四链
融合”，推动科研成果就地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

一向以矿山机械研制闻名海内外的
省级创新龙头企业中信重工，凭借核心
技术自主研发机器人，成为国内特种机
器人及智能装备市场第一。

近年来，洛阳大力实施创新主体创
新平台“双倍增”行动，新培育创新主体
和新增创新平台总量及增速居全省前
列，省级创新龙头企业占全省总数的五
分之一。

如今，像中信重工这样的创新型企
业越来越多，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
己手中，敢与全球行业巨头一决高下。

以改革构建经济新格局

去年，老工业基地洛阳打破了长达半
个多世纪的“二产独大”局面。“三产”首次

超过“二产”，服务业与工业交换领跑位
置，共同成为拉动洛阳经济的“动车组”。

“不用排队，随到随办。”这是中国
（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综合服
务中心引导员赵天元的口头禅。

综合服务中心业务量大，不排队的
底气来自哪里？赵天元指向一块展板，

“这 58个二维码，对应着省、市下放权限
的四大类 58项常办事项，申请人通过微
信扫码即可在线办理审批事项”。

“一网通办”“只进一扇门”“最多跑
一次”“三十五证合一”……洛阳借力自
贸区洛阳片区建设，“放管服”改革打响

“当头炮”，使“看不见的手”灵活自如，
“看得见的手”坚定有力，市场更加规范
而有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洛阳
新开业登记市场主体4.5万户，大幅增长
19.5%。

以开放拓展增长新空间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万商
云集。曾诞生新中国首台拖拉机的中国
一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展会焦点。

中国一拖下属一拖（法国）农业装备
有限公司携动力换挡总成等高端智能产

品亮相，与通用电气、三菱电机、微软、戴
尔等国际知名企业同台斗艳，展示了企
业走出国门开放创新的成果和担当。

近年来，洛阳借力自贸区洛阳片区
建设，深化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科技、文化联系，让更多的洛
阳产品和洛阳企业“走出去”；紧盯重点
区域和“三强”企业，围绕“565”现代产业
体系延链补链强链，开展精准招商，拓展
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走出去”，发现新市场。今年前 7
个 月 ，洛 阳 出 口 72.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7%，对外贸易稳步增长，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的政策红利正加速变现为“真金
白银”。

“引进来”，拓展新空间。格力智能
制造产业基地来了，银隆新能源产城融
合产业园来了，渤海银行等在洛设立分
支机构计划已获银保监会批复，洛阳大
步迈向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全覆盖……行
业龙头、金融机构纷纷选择来洛布局，正
为洛阳经济发展注入强有力的新动能。

站在新起点，随着改革开放创新联
动格局加速确立，洛阳迈向高质量发展
新目标，必将在中原谱写浓墨重彩的洛
阳篇章。

河南洛阳：老工业基地迈向高质量发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张锐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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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

工作人员在位于河南洛阳的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第三装配厂流水线上作业。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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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从日前举行的广西实施
兴边富民行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广西已实现边境
8 个县 （市、区） 全部通行高速公路，力争到 2020
年，广西边境地区8个县 （市、区） 均开工建设天然气
支线管道。

近年来，广西大力实施兴边富民行动，涵盖广西 3
个边境市和8个边境县 （市、区）。至2016年，凭祥市
常 住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达 70.89% ， 城 镇 化 率 在 广 西 县

（市） 中排名第一。靖西市、大新县两个新型城镇化试
点工作正加快推进，靖西市龙邦边民互市贸易区 （万生
隆国际商贸物流中心） 建成并投入运营。另外，大新县
雷平镇、下雷镇，靖西市胡润镇、安德镇等一批百镇示
范建设项目已完成或正在加快建设。边境地区新型城镇
基本公共服务正逐步提升，边境新生中小城市培育不断
迈出新步伐。

在兴边富民行动中，交通、能源方面建设速度加
快。2017 年底，广西边境地区公路总里程为 8260 公
里，已实现边境 8 个县 （市、区） 全部通行高速公路。
另外，广西在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有 9 条国道和 10 条省
道，同时铁路通道建设也在提速。南宁—凭祥—同登—
河内铁路国内南宁至崇左段已于 2017 年开工建设；防
城港—东兴—芒街—下龙—海防—河内铁路国内防城港
至东兴段计划于 2018 年底实现开工建设。沿边铁路项
目已纳入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在边境地区能源建设
方面，实施边境地区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力争到
2020 年，广西边境地区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不低于
99.77%。同时，加快推进边境地区县县通天然气工
程，力争到 2020 年实现广西边境地区 8 个县 （市、
区） 均开工建设天然气支线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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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兴边富民行动成效显著
推动边境3市8县发展

作为资源枯竭城市，黑龙
江七台河市保持转型发展定
力，更加注重延伸传统优势产
业链条，更加注重培育战略性
新兴产业，更加注重新技术、
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推广和
应用，引导实体经济向质量更
高、效益更好的方向发展，不
断激发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
经济社会发展出现良好势头。

七台河市坚持改造升级传
统煤炭产业和培育发展新兴替
代产业“双轮”驱动，全力以
赴抓产业项目建设，大力发展
煤炭精深加工、新材料新能源
等重点产业，加快构筑现代

“碳”产业体系。
深入贯彻落实“煤头化

尾”，突出科技支撑，按照循
环化、园区化、高端化、多联
产的思路，沿着煤—气—化、
煤—焦—化一体化发展路径，
最大化延伸煤炭产业链条，重
点开发煤焦油、甲醇下游烃、
醚、酸、酯等精细化工、清洁
燃油及碳素材料项目，着力构
建材料化工、合成化工、精细
化工等多元现代煤化工体系。
目前，煤化工产品达 20 余个
品种，焦炭产能843万吨，占
全省近 70%；甲醇产能 38 万
吨，占全省近 50%；煤焦油
加工能力 60 万吨，占全省超
过80%。

煤化工企业走在全省前
列，成为全省煤化工产业链最
长、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
地市。

依托七台河高新区，七台
河市充分发挥域内石墨资源储
量丰富、大鳞片、品位高的优
势，以宝泰隆公司100吨石墨烯量产为契机，设立4亿
元新材料产业发展基金，为产业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以宝泰隆石墨烯研究院、鑫科纳米院士工作站为带
动，推进与100所高校合作，促进产学研用结合，开展
石墨烯下游应用产业链招商，重点推进负极材料、石墨
烯应用、高端石墨3大产业集群，打造“中国石墨烯小
镇”。目前，总投资1.6亿元的鑫科纳米1万吨石墨烯防
腐涂料、3000 吨石墨烯钛纳米聚合物涂料、2 万吨耐
高温石墨烯树脂项目实现部分投产，总投资 12.5 亿元
的万锂泰5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产业集群项目即将完成
一期建设，实现部分投产。此外，与国家科技部火炬中
心、中国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合作，组织开展了石
墨烯应用研讨会、石墨烯应用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转
化落地项目11个，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碳材料产业集群。

七台河市依托生态和资源优势，加快建设绿色食品
生产基地，不断扩大绿色食品生产规模和水平，努力打
造农业“特产之乡”，已初步形成区域布局合理、特色
突出、各有侧重的绿色食品产业体系。目前，全市共有
绿色食品标识 48 个，有机食品标识 34 个，地理标识
5个，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231个，无公害食品认证基本
实现了全覆盖。

立足七台河及周边地区玉米产量丰富、用水充足、
蒸汽、电力要素齐备的现实基础，七台河市积极承接国
内生物发酵产业转移，积极引进一批高成长性、高科
技、高附加值项目，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培育经济快速
崛起，成为最强劲的增长极。七台河市举全市之力打造
的生物发酵产业园区正加快速度建设，兴粮 30 万吨玉
米深加工项目建成投产，琅琊台集团5万吨衣康酸、10
万吨葡萄糖酸钠、哈药总厂原料药等项目进展顺利，实
现农产品转型发展的新跨越。

广东顺德：为发展“造环境造空间”
本报记者 张建军

广东佛山市顺德区是广东改革开放
的先行地、试验田，从农业大县到工业大
市、现代化城区，顺德也率先遇到了发展
的难题。“先行一步”的广东顺德，村级工
业园区遍地开花，大量企业进驻，曾为地
方积累了巨大财富。但是，土地利用效
率低、安全隐患多、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已
成为制约新时代顺德发展的瓶颈。如何
破解新时代顺德高质量发展难题？如何
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顺德解放思想再
出发，将村级工业园改造列为“头号工
程”，科学谋划，探索出了一条高质量发
展之路。

再造几个顺德
村级工业园曾是广东顺德工业的

“产床”。改革开放 40年来，在顺德数百
个村级工业园里，孕育了数万家企业，形
成了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两大超两千亿
元 级 产 业 集 群 ，成 为“ 中 国 家 电 之
都”……顺德的发展成就，离不开村级工
业园的贡献。

曾经在顺德改革开放进程中扮演重
要角色的村级工业园，正制约着顺德的高
质量发展、乡村振兴。数据显示，散落在
全区205个村居中的382个村级工业园，
占全区工业用地面积67%，产出却仅占全
区工业总产值的27%。同时，村级工业园
普遍缺乏规划，园内厂房大都低矮破旧，
产业低端、环境问题和安全隐患突出。

同时，顺德后备土地资源严重不足，
这样下去将陷入“无地可用”的窘境。

经过多次调研、座谈、实地走访，今
年1月8日，顺德区第十三届党代会三次
会议作出了科学研判，这种传统低矮破
旧的工业厂房不可能成为培育新经济的
温床，不可能成为新时代发展新经济培
育新动能的主战场。顺德提出将“造环
境造空间”作为党委政府推动工作的第
一要务，把村级工业园改造列为全区“头

号工程”，以此为突破口，推动乡村振兴、
高质量发展。

“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斗，全区上
下要统一思想，通过村级工业园改造再
从产业空间上造几个顺德，必须举全区
之力打好这场攻坚战。”在4月16日召开
的顺德村级工业园改造动员大会上，佛
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郭文海说。

推动工业上楼
“大家生活水平高了，对环境要求也

高了。”在广东顺德容桂街道细滘社区，
居委会主任黄任华指着一大片刚拆迁平
整后的土地说，“早些年这里形成了物流
市场，周边都是物流车队。多年来，因为
杂乱的车流，成为交通黑点、污染重点。”

“顺德村级工业园改造一直是一块
难啃的硬骨头，如果不是政府大力推动，
估计还难以推动。”容桂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办事处主任龙仲英告诉记者。

为确保这个“头号工程”顺利推进，
顺德区成立了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
任双组长的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工作领
导小组，深入调研评估，直面问题，开出

“药方”——强化顶层设计，制定合法合
规有力度的政策。

顺德出台了包括厂房搬迁补偿工作
指引、用地报批业务指引、扶持经费使用方
案、项目报建审批方案、产业发展指导目

录、农村集体资产租赁管控工作指引等。
“为使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高效有

序推进，区里成立了由相关单位共同参
与的项目联审会议，对村级工业园改造
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由联审会议讨论
明确，解决改造过程中遇到的规划、资
金、补偿方式等问题，并为政府的重大决
策提供参考建议。”顺德区村改办副主任
金辉介绍，顺德同时出台了“1+3”政策指
引改造。

顺德明确提出，突出生态集约，向空
中要空间，推动工业上楼。改造实施“一
园一策”，确保工业用地空间，着重发展
实体经济，按照搬迁一批，淘汰一批，提
升一批的原则，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
居则居，宜绿则绿。

据介绍，顺德将通过加大政府投入，
释放国资撬动功能，带动社会资本投入，
3年筹集不少于 300亿元资金，完成 5万
亩村级工业园的升级改造。

共享发展成果
“电镀是高污染行业，但现在我们全

面实现了达标生产，杜绝了一些企业违
法排放行为。改造后单层厂房改成多层
厂房，建筑面积增加了近 3万平方米，用
地面积减少了 70.9%，土地利用效率得
到很大提高。”工业园负责人胡志华说，
重要的是工业园提升改造集中解决了企

业环保问题，让企业发展没有后顾之忧。
顺德区容桂华口聚龙工业区恒鼎工

业园对入驻企业的废气废水集中治理。
该工业园是顺德区经环保审批的定点电
镀加工生产基地之一。园区企业顺德区
鸿澳电镀五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天翔
说，借助原华口电镀城改造契机，自己的
工厂实行了自动化的升级，如今企业年
产值较改造前增加了 50%，工人的工作
环境、工作效率都较之前有大幅提升。

顺德区村改办政策综合组工作人员
贾世亲告诉记者，工业园对顺德村级工业
园改造有重要启示，对地方经济发展而
言，留住了电镀这个顺德家电产业链上重
要的配套产业；对企业而言，环保达标，
产能扩大，成本降低；对当地村民而言，
改造前该地块一年租金收入仅 59万元，
通过改造，解决了该宗土地手续不全问
题，同时出让土地收入4300万元。

如今，顺德龙江陈涌工业园、勒流宏
宇工业园、金斗工业园、龙江万洋众创城
等村级工业园改造已取得一定成效。

“要疏堵结合，妥善安置好园区优质
企业和产业链配套企业，依法淘汰一批
落后产能。”郭文海表示，要典型示范、梯
次推进，要共建共享，充分平衡好、保障
好村民、业主、企业经营者利益，让各方
共享改造成果。

据介绍，按改造后2.0以上的容积率
计算，382个村级工业园用地的三分之一
甚至四分之一即可满足现有企业的空间
需求，改造后整合出的土地还可以用来
建设公园等基础设施，以及推进复垦复
绿等，城市整体环境改善，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可能。

顺德区投资服务局副局长何耀坚表
示，目前顺德正在建设 20个现代工业园
集聚区，未来几年间，将集聚区外零散的
村级工业园引入集聚区内，打造一个产
城园融合的现代化科技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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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楼。3年筹集不少于300亿元资源投放，完成5万亩村级工业园

的升级改造，城市整体环境改善，促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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