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9 日，市城乡规划委员
会2018年第六次会议召开，审议
并原则通过了《洛阳市桥下空间
利用导则》《洛阳市城市道路设计
导则》《洛阳市城市建筑规划管理
技术规定》《凯瑞·红瞰国际规划
设计方案》《洛阳电子商务产业园
规划设计方案》等。本报今日继
续对相关规划方案进行解读，敬
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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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工区晒出今年前4个月工业经济发展成绩单：全区完成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18035万元，同比增长8.8%，高于全市1.1个百
分点；实现利税总额 26765 万元，同比增长 11.5%；实现利润总额
16700万元，同比增长24.6%。

工业经济主要指标持续上涨的背后，是该区扎实推进百日攻坚
行动、奋力实现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取得的成效。该区积极贯彻
落实全市工业运行暨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推进会和《洛阳市2018年工
业项目建设百日攻坚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精心谋划、认真组
织开展工业项目百日攻坚和重点企业提质倍增行动，切实做好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情况调研和工业项目的全方位跟踪服务，确
保百日攻坚工业项目有序推进，提质倍增试点企业平稳发展。

中国一拖大拖装配厂数字化车间智能管理系统中国一拖大拖装配厂数字化车间智能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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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工：扎实推进百日攻坚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步入夏天，气温逐渐升高，中国一拖
大拖装配厂里生产热火朝天。大拖装配
厂 5 月才投入运行的智能工厂中央控制
系统更是为火热的生产又添了一把柴火。

走进大拖装配厂一车间中控室，电脑
大屏幕正实时显示车间生产情况。“有了
这套系统如虎添翼，不仅能实时了解生产
进度，还能发现设备异常运行情况，并及
时进行报警。”大拖装配厂相关负责人告
诉我们，出现生产进度达不到预期、刀具
寿命即将到期等特殊情况，系统都会提
醒，督促相关人员及时进行处理。

这套系统正是大拖装配厂大力建设
智能化工厂的一个缩影。根据该厂正在
进行的新型轮拖智能制造工厂项目计划，
将陆续投入数字化设计仿真平台、数字化
装配车间、核心零件柔性加工车间与信息
化管理系统等软硬件，利用智能化技术，
将桁架机械手自动线等数控设备协同联
网，实现新型轮拖智能化制造。

技术改造、智能化改造、绿色化改造
“三大改造”是全省工业发展既定方针，也
是西工区工业项目建设的主要方向。结
合该区工业项目主要集中于洛阳工业园
区的特点，西工区项目建设主要瞄准园区

主导产业的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以智能
化、绿色化和高技术、高效益为标准，强
链、补链壮大产业，加快产业集聚，全区工
业产业结构更趋优化，动能转换持续加
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采埃孚一拖（洛阳）车桥有限公司自
动化能力提升项目瞄准智能化，将对现有
生产线90%的设备进行更新改造，提高设
备加工精度及自动化水平。

凌空安全玻璃有限公司大尺寸红外
材料项目紧盯先进技术，将引进陶瓷玻璃
技术，利用现有设备进行技术升级改造，
实现陶瓷玻璃规模化生产。

河南铜牛变压器有限公司高效节能
新型变压器项目瞅准产业节能发展趋势，
将新建厂房 15000 平方米，建设年产
2000台干变等节能配电变压器。

…………
今年，西工区列入百日攻坚行动项目

共计6个，各个项目都代表着工业产业发
展的新方向。“项目建设要盯紧质量，上一
个成一个，力争让这些项目成为区里工业
经济发展的强大后劲，成为工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强大引擎。”西工区工业和信息
化委员会副主任田耿耿表示。

走进河南铜牛变压器有限公司高效节
能新型变压器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安装设
备，现场一派繁忙的生产场景。

论生产变压器，河南铜牛算得上我市数
一数二的企业了。据该公司行政副总郭华
功介绍，新上项目主要生产一种节能新产
品，“傻瓜”干变变压器。这种变压器在不需
要风机和温控的情况下，可满载运行，不存
在附件损坏的情况，与市面普通产品相比可
节能20%。

项目前景虽好，可企业苦于不了解相关
扶持政策。“之前，我们只顾闷头搞生产，企
业该申请什么政策一窍不通。多亏了工信
系统和洛阳工业园区的工作人员来企业一
遍遍给我们讲解政策，我们才知道企业能够
享受哪些政策红利。”郭华功告诉我们，目前
公司正在申请产销对接政策资金和申报市
级技术中心，有望享受更多扶持政策。

项目服务出实招、见实效。洛阳工业园
区经济发展局局长李志阳表示，工业园区逐
一对接，明确各个项目包括相关手续办理、
开工、竣工投产等关键时间节点，确保项目
早见成效。

西工区还着力打造企业服务载体平台，
进一步完善企业服务微信平台和西工区企

业服务信息联动系统平台的功能，不定期发
布惠企政策。

打开西工区政府网站企业服务系统，6
月1日刚发布一条关于印发《洛阳市铸造企
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实施方案（试行）的通
知》的信息，类似这样的信息还有很多条。

“利用这个平台，企业可以及时获取信
息，我们还能和企业互动交流，及时处理企
业诉求，协调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和
困难。”田耿耿表示，截至目前，区企业服务
信息联动系统平台共注册企业800余家，发
布各类惠企政策80条。

在此基础上，西工区成立企业服务工作
领导小组，制定了 2018 年西工区县级领导
联系重点企业制度和《西工区 2018 年企业
服务工作实施方案》，筛选出该区税收贡献
率高、增长速度快、发展前景好的 100 家重
点企业（单位），由县级领导进行分包联系。
该区深入落实产销对接鼓励政策，积极组织
产销对接系列活动，推动上下游企业供需对
接和协作配套。西工区还创新开设了“企业
发展大讲堂”，采取专家授课、企业家现身示
例，企业互动交流，组织企业外出培训等形
式，讲政策、讲发展，促交流，促提升，为全区
工业经济发展创造最优环境。

田耿耿表示，百日攻坚项目的陆续开工、投
产，有望在当地形成工业经济新的增长点，成为
西工区工业经济弯道超车的有力保障。

西工区将强力推进工业项目百日攻坚，实施
高端制造和高端服务“双高”引领，坚持以项目建
设、招商引资为抓手，以服务企业为平台，以环保
攻坚、安全生产为底线，突出高位谋划、高端项目
和高效服务，坚持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产业结
构调整、转型升级，实现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立足转型升级，在优化产业结构上继续下功
夫。持续通过服务企业加速工业项目进展，以实
现扩大合理有效投资；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来优化
产业结构，从而实现工业经济更有质量、更有效
益的发展。

积极关注各级奖励扶持政策，帮助企业争取
政策资金支持，助推企业的技术研发步伐，加快
企业发展。

不断加大对工业项目的服务力度，及时协调
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项
目建设顺利推进，早日竣工投产，对重点项目做
到一周一督促。

针对要素做好服务保障。不定期举办银企
洽谈会，破解企业融资难问题；组织人才招聘会，
破解用工难问题。 晓蕊 刘飞 侯晓敏 文/图

“提质倍增”后劲十足
西工区通过深化企业服务、强化政策支

持、设定指导性目标等方式，引导试点企业
朝着创新能力、改革动力、运营效率和赢利
水平提升，销售收入倍增的方向发展。

今年1月至4月，位于该区的8家提质
倍增试点企业发展势头良好，工业产值同比
均为正增长。

部分企业情况如下：
洛阳正大食品有限公司完成工业产值

33612万元，同比增长33.57%；洛阳隆盛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工业产值7567万元，
同比增长30%；河南铜牛变压器有限公司完
成工业产值1520万元，同比增长12%。

晓蕊 刘飞 晓敏

2 项目服务迈上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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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区桥下空间将“大变身”
——市规委会2018年第六次会议通过系列规划方案解读（下）

桥下空间用途更广

桥下停车场、桥下小游园……为向越来
越多的发达城市看齐，未来我市的桥下空间
将成为重要的城市功能区和景观区。

近年，我市又新增了多处立交桥和跨河
大桥。目前，我市桥梁数量日益增多，但桥下
空间利用缺乏统一规划，现状权属、利用形式
混乱。为有效利用桥下空间，改善桥下空间
环境、消除桥下空间安全隐患，《洛阳市桥下
空间利用导则》将对这一现状进行改善提升。

根据该导则，我市将根据桥梁所处的位
置，划定桥下空间利用重点区域和一般区域，
按照“安全使用、公共优先、统筹安排、整体协
调”的原则，明确桥下空间利用的总体要求、
禁止行为和允许行为，并根据桥下空间不同
净空条件提出城市管理、交通设施、绿化三大
类利用模式具体的利用引导与建设指引。

城市道路有了统一设计标准

目前，我市主要依据国家的相关规范指
导城市道路建设，但由于国家规范中指标要
求宽泛，且没有很好考虑洛阳本地特点，使得
我市的道路建设风貌缺乏地方特色。

此次编制的《洛阳市城市道路设计导
则》就对城市道路的规划、建设、管理提出了
明确要求，未来城市道路将更好彰显洛阳地
方特色。

■ 港湾式停靠站：包含设置公交站点的
位置、长度、宽度、公交站亭等方面指导意见。

■ 道路交叉口：包含交通组织设计、无
障碍设计等方面指导意见。

■ 绿化：包含对城市道路绿地率指标的
控制要求、城市道路绿化植物的选择、绿化灌
溉等指导意见，多种植常绿树、乡土树，提升
城市绿视率。

■ 绿道：包含绿道规划设计原则和绿道
设计技术要求等指导意见。

■ 公共卫生服务设施：包含道路沿线的
垃圾箱、移动公厕和环卫设施等指导意见。

城市建筑规划将更加系统规范

精细化管理、城市空间环境品质……经
济发展对城市规划不断提出新要求，为此，我
市修订了《洛阳市城市建筑规划管理技术规
定》，未来城市规划将更加系统规范。

■ 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增添了市

级、区级和居住区级三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要求，明确了居住区级公共服务设施配建、布
局及建设要求，配套设施将按照设施配置一
览表配建。

■ 建筑工程规划管理：对建筑规划及建
筑高度、容积率和建筑密度、建筑间距、建筑
日照、建筑基地与绿化、停车配建、建筑风貌
设计等指标进行了明确。

■ 市政公共设施与管线工程：增加了水
源保护区范围及污染防治管理方面的规定，
对管线地下敷设的平面、竖向综合布置的原
则和要求进行了规定，对架空敷设、管廊敷

设、管线廊道、通信走廊的设置进行了规定。
■ 海绵城市：对海绵城市控制性指标、

海绵建设工程修建性详细规划给出了明确要
求，对居住区、城市道路等采用海绵城市设计
及建设理念提出具体指引。

■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明确了
地下空间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主要内容、地下
建筑工程禁止建设内容、地下空间在修建性
详细规划或总平面规划设计方案中应表达的
主要内容。

道北将添新楼盘

道北地区日渐热闹，该区域将新添一个
商品房楼盘——凯瑞·红瞰国际。

该项目位于310国道与龙翔路交叉口东
北角，建设用地面积174395.7平方米。西侧
为商业地块，规划沿街3层商业，地上建筑面
积约2.4万平方米；东侧为居住兼容商业，沿
道北六路及龙翔东路布置沿街商业，整个小
区规划14栋高层、22栋多层建筑、24栋低层
住宅，住宅建筑面积约29万平方米。

在配套设施方面，西侧地块配建邮政所、
公厕、农贸市场等，东侧地块配建物业、社区
服务中心、公厕、热交换站等设施。此外，该
项目还配建有老年人活动中心、幼儿园、停车
位约3100个。

洛龙将建电子商务产业园

按照《洛阳电子商务产业园规划设计方
案》设计，该项目位于开元大道南侧，苏秦街
东侧，李贺街西侧、牡丹大道北侧，建设用地
面积 48529.7 平方米。项目共包含3栋高层
办公楼和17栋多层办公楼，其中高层为1栋12
层和2栋27层，多层为13栋3层和4栋7层。

项目还配建机动车停车位1200个，其中
带有充电桩的停车位120个，非机动车停车
位1200个。

本报记者 李东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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