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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敏：男，57岁，新安县
石井镇郭凹村党支部书记。
1991年起，陈光敏担任村支部
书记，一干就是20多年。在他
的带领下，全村1000余口人告
别了土窑洞等，实现了集中居
住。

范国辉：男，38岁，伊川县
公安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
1998年，从洛阳警校毕业后参
加工作。2007 年被调至经侦
大队工作后，侦破经济案件
300多起，多次被市、县公安局
评为先进个人等。

王小菊：女，44岁，洛阳市
儿童福利院婴幼儿抚育二部
保育员。2001年，王小菊成为
一名保育员，先后悉心照顾了
30多名孤残儿童，让他们感受
到母爱的温暖。

宋富有：男，70岁，伊滨区
诸 葛 镇 西 棘 针 社 区 居 民 。
2003年，宋富有的老伴儿突发

脑梗死瘫痪以后，他坚持照顾
老伴儿12年。

刘进录：男，59岁，洛阳东
方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
从医30年，用医术精湛，医德
高尚，赢得了广大患者的赞
誉，经常开出“平民处方”，减
轻患者负担。

张勇：女，42岁，中国银行
洛阳分行南昌路支行客户经
理。她在工作岗位上苦练业
务技能，真诚为客户服务，曾
荣获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章、
河南省劳动模范称号等。

王涛：男，32岁，中国船舶
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五研究
所研究员。2012 年王涛博士
毕业，工作后，他主动到车间，
从一名普通工人做起，一年之
内发表了3篇高水平论文，申
请了一项国家专利，被誉为单
位的“科研新星”。

张洛生：男，57岁，洛阳天

子 驾 六 餐 饮 公 司 董 事 长 。
2004年，下岗后的张洛生开始
经营自己的餐饮事业。怀着
一颗感恩之心，10 年来，他坚
持为环卫工、农民工、老年人
等群体提供免费早餐，温暖了
无数人。

刘永银：男，22岁，洛阳平
价商店西苑路绿畅直销店店
员。2 月 10 日下午，刘永银
看到店门外一位老太太摔倒，
主动上前将其搀扶起来，被授
予洛阳市“助人为乐好市民”
荣誉称号。

洛阳市神鹰救援队：成立
于 2010 年 10 月，是我省最早
的 一 支 红 十 字 民 间 救 援 组
织。目前注册人员将近 200
名，后备志愿者250名，先后参
加汶川、玉树、鲁甸等救援工
作，曾被省红十字会评为“河
南省红十字志愿服务优秀团
队”等。

本报讯 上周，洛阳市召开
2015年度全市环境保护暨创
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工作会
议。2015年洛阳市将以建设

“最佳宜居地”为总体目标，全
市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总量
分别控制在6.94万吨、0.69万
吨以内；城市集中饮用水源地
取水水质达标率达到 98%以
上。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在蓝
天工程方面，洛阳市2015年将
以“减少燃煤污染、降低扬尘污
染、控制车辆污染、治理有机污
染”为主，持续实施工业废气治
理等任务。将拆除城市区所有
燃煤锅炉（设施）或改用清洁能
源；对施工作业设备、渣土运输
车辆开展排气监测；城市区将
扩大限行范围，延长限行时间，

加大处罚力度，县城区也将划
定机动车限行区。

在扬尘污染治理方面，将
持续做好城市建筑施工扬尘和
道路运输扬尘防治，各县（市）
城区、产业集聚区纳入整治范
围。城市道路保洁全部实行

“吸、洗、冲”等湿法作业；开展
储煤场扬尘防治，城市区现有
储煤场全部实现搬迁。此外，
洛阳市还将加强大气污染预警
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大气灰霾
专项研究，建立重污染天气监
测预警体系，为大气污染防治
提供技术支撑。

在碧水工程方面，将以饮
用水源整治、工业企业废水治
理、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重金
属污染整治为重点，实施化工、
屠宰、畜禽养殖、制药等行业废

水治理。记者了解到，今年陆
浑水库环库管网将建成投运，
同时嵩县县城区流入库区的排
污口全部截流。此外，城市区
河渠全部排污口截流工作也将
在今年完成。

同时，为改善农村环境质
量，加快建设美丽乡村，今年洛
阳市将推进66个美丽乡村示
范点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和
22个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
工程建设，争取创建5个省级
生态乡镇、15个省级生态村和
70个市级生态村。推进栾川
县国家级生态文明试点县创建
工作；设立畜禽养殖污染减排

“以奖代补”资金，用于支持畜
禽养殖污染防治和综合利用示
范工程建设等。

本报讯 近日，洛阳市召开
的2015年教育工作会议传来利
好消息：年内新建、改扩建公办
幼儿园183所；城市区义务教育
阶段起始年级彻底消除“大班
额”；面向全国引进名校长等。

关于学前教育，今年洛阳将
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 183
所，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339
所，建立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等。此
外，将努力实现每个乡镇都有一
所普惠性幼儿园。

关于义务教育，将推进义务
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工
作；严控大班额，城市区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起始年级彻底消除
大班额；全市县城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消除超大班额等。

关于高中教育，将学业水平
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
作为高一级学校招生的依据；全
面取消普通高中“择校生”；探索
多样化的招生方式等。

关于职业教育，将建立职业
教育校企合作奖励制度，推动专

业设置和产业需求的有效对接；
引导民办中等职业学校组建新
兴职教集团，建成1至 2个示范
性职业教育集团，创建成功2个
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全面完成
县(市)职教中心建设等。

关于民办教育，将民办学校
纳入公办学校同等管理体系，给
予民办学校“国民待遇”；科学化
开展招校引资工作，探索新型办
学模式和合作模式等。

关于特殊教育：今年，洛阳
将继续采取随班就读等形式，切
实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的权利，
使适龄视力、听力、智力残疾儿
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提高到
90%以上等。

关于教育开放，洛阳将继续
扩大教育对外开放，面向全国引
进名校长，借鉴先进理念，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持续引进名牌学
校或教育品牌进驻洛阳，推动洛
阳经济发展急需或短缺学科专
业的中外合作办学。目前，洛阳
市与北师大等校的联合办学工
作正在进行。

本报讯 2月27日，洛阳市
林业局在嵩县库区乡召开春季
林业生态建设现场会。据介绍，
洛栾高速从库区乡东部穿乡而
过，两侧的紫薇、花石榴等都是
近期绿化的成果。洛阳市林业
局局长魏进忠表示，各个县区应
抓住当前造林有利时机，播种更
多绿色，推进高速沿线绿化和林
业生态圈等工程实施。

记者在洛栾高速嵩县段的
田湖出入口绿化工程现场看到，
390亩的工程共分成4个区进行
绿化，按照景观绿化与彩化美化
相结合的原则，高速入口以东种
植着草坪，高速以南、快速通道
以西的地带则根据地形种植紫
薇、花石榴、乔木。

据了解，洛阳中心城区林业
生态圈的布局为“一廊一带三组
团”。“一廊”是指环城高速两侧
各100米景观廊道的绿化；“一
带”是指环城高速两侧各100~
1000 米的绿色生态带；“三组
团”则指洛阳凤凰山、龙门山和
西苑文化森林公园三个绿化组
团。建设面积共24万余亩，去
年已完成10万余亩，剩余造林
目标需在4月底前全面完成。

据悉，今年，国家和省级下
达给洛阳的造林任务为30.35万
亩，目前洛阳已经完成栽植
25.01万亩，占任务的82%。同
时，4月底前，洛阳将再植树超
过20万亩，届时洛阳中心城区
林业生态圈也将建成。

近日，记者从洛阳市住建
委了解到，今年，洛阳城区市
政基础设施建设将增添多个
项目，涉及蓝天碧水工程、城
市管理工程等。

其中，中州渠东段（瀍河

至汉宫路段）截污工程：治理
范围为瀍河以东至汉宫路，沿
中州渠两岸双侧布置排入汉
宫路的污水管道，项目随中州
渠整治同步实施，预计10月
30日完工。瀍河截污工程：随

“华夏第一河”项目同步实施，
沿瀍河铺设全长546米的污
水管道，建提升泵站1座，沿
线污水将全部进入污水处理
厂，有效提升水系效果，预计
11月30日完工。

2014年度“最美洛阳人”名单揭晓
本报曾报道过的洛阳市神鹰救援队、扶起摔倒老人的刘永银榜上有名
□记者 侯梦菲

本报讯 当遇到老人摔倒
在地时，他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扶起老人；鲁甸6.5级地震消息
传来，他们驰骋千里，赶往灾区
救援……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
——“最美洛阳人”。近日，记
者从洛阳市委宣传部获悉，
2014年度“最美洛阳人·十佳

百星”人物名单揭晓。
去年 2 月，洛阳市启动

2014年“最美洛阳人”推荐工
作，挖掘工作中的先进模范人
物，推荐范围包括长期在洛阳
创业、居住、工作、学习的外地
人员，具有某一方面感人事迹、
群众赞誉、社会形象好的个人

或群体；洛阳籍在外工作人士，
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或对家乡
有一定贡献的典型人物。

近日，经过基层单位的推
荐和群众代表的评选，洛阳市
决定对陈光敏等“最美洛阳人·
十佳人物”和董国辉等“最美洛
阳人·百星人物”进行表彰。

2014年度“最美洛阳人·十佳人物”事迹简介

洛阳召开的2015年环境保护相关会议透露

今年城市区河渠将截流全部排污口
□记者 李彬 通讯员 杨磊

本报讯 2月28日，全国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暨学雷锋
志愿服务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
上传出好消息，洛阳市被授予第
四届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此外，洛阳市还有5个村镇
荣获第四届全国文明村镇称号，
4个单位荣获第四届全国文明
单位称号，分别是：栾川县赤土

店镇、洛龙区龙门镇、伊滨区庞
村镇门庄村、栾川县潭头镇重渡
村、新安县磁涧镇礼河村荣获全
国文明村镇称号。洛阳市公安
局、中船重工第七二五研究所、
偃师市国家税务局、洛阳市工商
局荣获全国文明单位称号。同
时，新安县被确定为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提名资格县级城市。

4月底前
洛阳将再植树超20万亩
□记者 文喜洋 通讯员 金志锋 张晓航

借鉴先进理念
洛阳将面向全国引进名校长
□记者 赵腾飞 通讯员 张运昌

洛阳市荣获
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
□记者 侯梦菲 通讯员 徐巧丽中州渠东段截污工程预计10月底完工

□记者 樊雪婧 通讯员 郭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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