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工，商务中心繁华兴盛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17

年蝉联全市首位，特色商业区连续
7 年荣获河南省十强服务业“两
区”称号。全市唯一省级商务中心
区顺利申报，服务业龙头地位获省
级认可。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总
部占全市 50%，保险、证券营业部
各类金融机构占全市1/3。总投资
75亿元的洛神广场中央活力区一
期签约落地，西工小街获评全市首
条数字街区，“西工老字号”首批授
牌仪式成功举行，王府井百货荣获

“省品牌消费集聚区”称号。信息
产业实现营收近 20 亿元，增幅超
过25%。“西工转转”系列促消费活
动持续加力，区域消费品牌知名
度、美誉度、影响力持续提升。

建设活力新西工
共创西工美好未来

活力西工，投资兴业之城
西工，区位优势得天独厚

西工区交通四通八达，洛阳
轨道交通地铁 1 号线、2 号线在
辖区交会，王城大道、中州中路、
九都路等 13 条主干道与 50 余条
次干道纵横交织；陇海铁路和环
城高速穿境而过，连霍高速公路

近在咫尺。洛阳机场、火车站、
长途汽车站和邮政、电信、移动
通信大楼分布于辖区内，是洛阳
乃至辐射豫西、晋南、陕东重要
的交通、通信枢纽和人流、物流、
信息流集聚地。

西工，文旅产业协同发展
“历史文化游、红山生态游、都

市商务游”三大板块叫响洛阳文旅
品牌。洛阳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
馆、上阳宫文化园坐落于辖区，西
工兵营入选第四批中国20世纪建
筑遗产名录，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
公园获评国家 4A 级景区和“河南
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央视秋
晚在应天门录制，应天门成为“历
史文化游”新晋“打卡地”。洛阳“音
乐之城文化工程—国风计划”落户
西工，西工小街特色文旅商业街区

“百家姓”华灯点亮，汉屯路特色文
旅商业街区古今辉映、美轮美奂，
辖区高品质商务酒店、文旅产品体
验店、品牌餐饮连锁店等服务业态
完善，不断丰富“都市商务游”新体
验。红山西部开发提质加速，洛阳
红山樱桃文化节、洛阳首届乡村文
化旅游节等文旅活动成功举办，樱
桃沟休闲观光园区获评“河南省特
色休闲观光园区”，金水河生态湿
地公园、金水河植物园等景点，为

“红山生态游”再添“新坐标”。

612、613、黎明化工研究院等
一批实力雄厚、享誉全国的科研院
所位于辖区，高新科技蓬勃发展，
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地企合作签约
项目数量稳居城市区第一。河南洛
阳工业园区（下图）地处洛阳工业产
业带核心位置，总规划面积 13.15

平方公里，是全省第一批先进制造
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省级试
点、全市智能装备制造业基地，德国
采埃孚、泰国正大等世界500强企
业在此投资。园区规划智能制造产
业园、凤凰谷产业园、军民两用技术
产业园、贸易总部基地、跨境电商产
业园、现代物流产业园等专业产业
园区，拥有洛阳一拖、中收机械、国
机重工、华荣生物等一批大中型科
技创新企业，4个国家级、省级绿色
工厂与智能车间，产业发展的含
新、含金、含绿量不断提升。

西工，现代工业蓬勃发展

重点项目推介

西工，环境优美宜居宜业
西工山水相依，洛河、涧河、金

水河、中州渠、邙山渠穿境而过，洛
浦公园、王城公园和50公里亲水“乐
道”、31 个小游园在全区星罗棋
布。城市公共文化、教育、卫生、养
老、体育等配套服务功能齐备，是国
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全国
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和国家

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国家居家
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区。市、
区各类图书馆和全区17座城市书
房打造了“15 分钟城市阅读圈”，
211家医疗服务机构，构成“15分钟
医疗健康服务圈”。功能齐备的商
业服务、多元高效的生活网络，绘
就城市优美宜居“底色”。

西工，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辖区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38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32家、央企
科研院所3家、市级以上科技研发平
台119个。一批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
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示范基地坐
落于辖区，优秀科技领军人才、杰出
人才、创新团队总数居全市首位。
成功获批郑洛新自创区洛阳片区辐
射区、河南省“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实

验区”，洛阳信息科技城入选国家小
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恒
凯信息获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示范平台。洛阳跨境电商产业园获
批河南省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园区，
在全市率先实现 9710、9810 业务
申报通关，跨境通关平台已累计完
成通关60余万单，产品远销56个
国家和地区，本地企业可足不出户

“买全球，卖全球”。

山水汇灵绕西工，商贾齐聚百业兴。

西工区地处洛阳市中心，山水相依、人杰地灵、商贾云集、百业兴盛，是全市经

济、文化、交通中心，现辖河南洛阳工业园区、洛阳车站地区管理处、9个街道办事

处，总面积55.9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7万余。

历史上，西周成王五年（公元前1038年）周公姬旦在此建立王城，自公元前

770年始，先后有东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6个朝代30位帝王在此建都。

时光积淀，彰显历史厚重；奋楫笃行，书写时代华章。“十三五”期间，西工区

经济社会发展振奋人心：

——全区生产总值突破480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连续2年排名第一；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17年保持全市第一；

——特色商业区连续7年荣获河南省十强服务业“两区”称号，成功获批郑

洛新自创区洛阳片区辐射区……

成就的背后是奋斗。在奋斗的征途上，西工不仅有脚踏实地的实干拼搏、砥

砺前行的坚强意志，更有着对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责任与担当。

布局“十四五”，西工区坚持消费引领、开放统领、融合为要，持续深化“商务

强区、工业强区、文旅强区”发展战略，高质量推进全市服务业发展引领区、文旅

融合示范区、宜居宜业中心城区、临空产业核心区及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争当

洛阳都市圈建设排头兵，奋力开创建设活力新西工、共创西工美好未来新局面。

站在云山之巅，俯览江流奔腾；立于西工热土，未来无限可能。西工区将与

四方宾朋同心同力、共谋发展，谱写西工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洛阳B型保税物流中心项目（洛阳保税
物流中心）：项目规划选址位于西环路以东、汉

北街以西、邙岭大道以南、魏紫路以北。一期规

划占地面积约60.2亩，主要建设联检办公区、查

验区、保税仓储区、散货集装箱区以及围网、卡

口等，打造以保税仓储、流通加工、国际分拨配

送为主，以跨境电商、保税商品直销体验等为辅

的现代综合物流园区和城市功能区。

■红山小镇建设项目：该项目规划北至310

国道机场路、西至京津路、南至涧河、东至华山

路，面积约42平方公里。承接临空经济优势，整

合资源，升级配套服务，重点围绕特色农业、临

空产业、现代服务业、文化旅游业，打造活力社

区、生态小镇、开放新城。

■洛阳红山临空产业园项目：项目位于洛

阳工业园区内，规划用地 500 亩，拟投资 50 亿

元，依托洛阳机场三期改扩建和工业园区现有

产业基础，以开放为引领，围绕研发设计、先进

装备制造、生物科技、航空物流等产业，建设集

约型标准化厂房、技术转移孵化中心、工业设计

中心、企业总部办公楼等，打造高端制造业和现

代服务业融合的产业综合体。

■洛阳中原明珠塔及周边文旅休闲中心项
目：以洛阳中原明珠电视塔为核心，依托洛浦公

园北岸休闲观光带，对电视塔、东下池村、西工体

育场及周边约1000亩区域进行城市更新改造，重

点布局建设文化旅游、休闲娱乐、生态居住、主题

商业、星级酒店等业态，配套建设学校、社区等公

共服务设施，打造集文化传播、景观旅游、运动休

闲、科技体验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业态集聚地。

■升龙广场E区招商项目：项目位于王城

大道与唐宫西路交叉口东北角，总建筑面积8.8

万平方米，主要引进大型购物中心、酒店、餐饮

娱乐机构等。

■洛阳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项目位于邙

岭大道与秦岭北路交叉口北侧，规划用地面积

约300亩，主要围绕生物医药科研院所和细分行

业领军型企业，谋划布局生物制造应用研发平

台、科技成果试验转化平台、产业育成中心等。

■洛阳智能装备产业园项目：项目位于红

山路北侧，规划用地约500亩，依托洛阳工业园

区现有装备制造业基础，围绕智能装备产业，瞄

准世界500强、国内500强企业，引进行业龙头

企业，打造全国装备制造业基地重要载体。

“三强战略”，绘就发展蓝图

（一）深化“商务强区”发展战略，推进
服务业发展提质增效

加快建设全市服务业发展引领区。
推进洛神广场中央活力区一期建设，加
快地铁沿线经济带建设，带动沿线商圈
差异化、融合式、互补式发展。依托跨
境电商产业园改造升级，创建省级电商
示范基地和电商物流示范园区。加快
服 务 业 数 字 化 改 造 ，以 西 工 小 街 为 试
点，创建省级示范步行街。持续做强现
代金融，优化金融服务环境。实施特色
楼宇建设计划，持续提升楼宇经济发展
质量和效益。

（二）深化“工业强区”发展战略，推进
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构建

加快构建“1+1+3”现代工业产业体
系。推进洛阳红山临空经济产业园落地
建设，加快建设全市临空产业核心区。打
造洛阳智能装备产业园，坚持高端化引
领、智能化改造、绿色化发展，推进工业企
业“三大改造”。加快建设洛阳生物医药
产业园，推进华荣生物育成中心二期、洛
阳铁路物流基地、邮政豫西邮件处理中心
等项目，做强生物医药、现代物流产业，持
续提升科技服务效能。实施园区基础设
施提升工程，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中小企
业落户门槛。

（三）深化“文旅强区”发展战略，推进
文商旅深度融合发展

加快建设全市文旅融合示范区。持
续做强“历史文化游”，加快周王城广场周
边改造提升，打造中轴线西工文旅产业示
范带，实现文商旅产业项目“连珠成串”、
深度融合。持续做优“都市商务游”，做强
王府井新都汇等 6 个活力商圈，完成西工
小街三期、汉屯路特色文旅商业街区二期
提升，推动 6 条特色文旅商业街区再添新
亮点。持续做亮“红山生态游”，大力实施
引黄入洛环金水湖生态休闲项目，加快金
水河湿地公园四期、五期建设，叫响“魅力
红山”生态旅游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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