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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杆子 打板子 压担子

看新安县如何夯实党建根基？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王学新 郭建立

连日来，有几件事情在新安县干群中引
起极大震动。

一件是位于该县深山区的石井镇山沃
村党支部书记张勤英，到沿海招商，为村子
引来了洛阳东方蓝毛绒玩具厂项目，让150
余名山区群众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本人被
县里表彰为优秀党支部书记，村子也被命名
为“‘巧媳妇’创业就业脱贫示范基地”。

另一件是，为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要求，
11月28日起，该县分两批对全县科级以上
干部及各乡镇纪委书记150余人进行封闭
式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及省、市党代会精神等，培训采取集中学习
与分组讨论的形式进行，培训结束进行现场
闭卷考试。

还有，在该县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
由县委办、县政府办和县纪委近20人组成
的会风检查组不间断对会场进行拍照、摄
像，清点人员，并记录在“案”，现场通报，对
没有按规定佩戴党徽、缺会、替会、迟到人员
实施诫勉谈话。

创业有功者受表彰，扬眉吐气；违规违
纪者被处分，脸红心跳。这是该县实施“河
洛党建计划”以“树杆子、打板子、压担子”为
抓手，着力夯实党建根基所带来的新气象。

今年4月以来，该县先后对科级党员干部、
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和后进村包村干部等进行了
全员轮训，着力培养有激情、有灵感、有方法、有
功力的“四有”干部。

“四有”干部到底怎么样？在磁涧镇礼河
村党支部书记张三身上找到了答案。别看张
三是个村支书，在新安县是个响当当的“名
人”，因为他会说、会演、会干。2005年3月，村
委换届选举，张三被选为村委主任，2011年以
来，又当选为村支书。为了村子发展，他甘愿
放弃在市区的优越条件，回到村里带领群众创
业致富。

张三会说，句句都能说到群众心窝里；会演，
自编小品、相声，演什么像什么；会干：思路清、点
子多，干啥都能干出名堂。在他的带领下，村子
由过去的穷村、乱村走上了致富奔小康的康庄大
道。目前，村子种植大粒樱桃达到3000亩，办起
农家饭庄近20家，还培训组成了礼河“樱嫂”导
游团，积极向外推介樱桃。自2007年以来村里
连续举办了9届樱桃节，打响了“新安樱桃谷”的
品牌。在去年第四届全国文明村镇评选中，礼河

村被评为“全国文明村”。
在礼河村，除了村子墙壁上的“3D”艺术画，

到处能看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标语：“千树万树樱
花开，迎接八方宾客来”“只要干部能奉献，群众
干啥都情愿”“讲文明，树新风，家和人和万事
兴”……这些都是张三自己编的，通俗易懂，一
看就让人牢牢记在心里。凭着丰富的基层经验
和过人的口才，市委党校把他聘请为客座教
授。每年县里有关上级政策、会议的宣讲，几乎
场场离不了张三，不管到哪里，一张嘴，就是掌
声一片。

据介绍，该县通过实施“领头雁”工程，为村
子选配“双强”型党支部书记104人，培育创建55
个市级以上村级党建工作示范点、10个市级社区
党建工作示范点；设立科级以上党员干部联系点
886个，党员领导干部为107个村重新制定了发
展规划，帮助协调引进发展项目69个，还先后成
立了五政养猪协会、香花辣椒种植协会、利民大
粒樱桃专业合作社、黛眉山文化旅游、欣果果树
种植等各类协会党支部68个，吸纳联系党员群
众开展创业就业3万余人。

“县委巡察办对你单位进行了常规巡察，针
对巡察中发现的问题，需要对你进行一次约谈。”

“你单位党委及下属党支部弱化，党委领导
核心作用没有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淡化，你
对此有何认识？”

“‘四风问题’有所抬头，个别领导到基层单
位报销费用，你应如何抓好干部教育？”

…………
随着一连串的发问，被约谈人面红耳赤，额

头冒汗。这是前不久新安县领导约谈该县供销
社负责人的场面。

为强化干部作风建设，该县成立了县委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办公室，组成“新风六组”进行
常态化暗访督查，对全县乡镇长、乡镇纪委书记、
财政所所长、预算会计等分别进行集体警示谈
话；对乡镇科级干部进行廉政“体检”，加强8小
时外监督管理；实行单位党组织和社区党组织双
重监管模式；在40个单位高标准建立“两个责
任”创建示范点。

什么是“新风六组”？面对记者的疑问，新安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赵红宇说，“新风六组”是新
安县纪委推出的常态化督查检查新措施。今年
10月，该县从各委局纪检组抽调业务骨干，3人
为一小组，6小组轮流实行值周，让纪检巡察常态
化、制度化。查公车私用、查办公作风、查工作落
实，破解专项巡察“一阵风”，确保督查检查永远
在路上。

截至10月底，该县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信
访举报260起，查办案件196起，给予196人党政
纪处分，其中开除党籍9人、开除公职4人，涉及
乡科级干部17人。

目前，该县又以市委巡察“回头看”发现的
问题为切入点，在全县开展“学精神、促党建、
转作风”专项教育活动，重点围绕从严从实落
实责任、认真整改市委巡察反馈问题、从严加
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从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从严加强作风建设、从严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等
方面展开。

11月22日，全省迎来入冬第一场雪，气温
也骤然下降，而位于新安县产业集聚区的新钛
产业园里仍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分包该
项目的园区党政办主任王晨华不仅每天都要
到工地查看进度，还组织10个招商小分队奔赴
全国各地走访海绵钛产品用户。他说：“项目
自5月启动以来，每天任务都排得满满的，总觉
得时间不够用。”

面对洛阳市“9+2”工作布局和“四高一强一
率先”奋斗目标，新安提出当好洛阳“西组团”，力
争在全市率先形成GDP500亿级的县域经济增
长极，争当全省县域经济发展排头兵。

该县县委书记王玉峰说：“我们通过一系列
举措，旨在全县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的
政绩’的理念。党建工作是一切工作的保证和
引领，只有抓好党建才能建成一支优秀的干部
队伍、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才能真正推动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我们要切实以党建工作统

揽各项工作，以党建工作的高效落实推动各项
工作扎实开展，以各项工作的突出成效检验党
建成果。”

今年以来，该县把党建与经济建设有机融
合，牢牢抓住项目建设的有利时机，层层压担
子，着力万基控股2×60万千瓦机组、“引畛济
涧”、310国道新安段改建等重点项目推进，还
谋划了甲醇制烯烃、钛白粉、新安大道、邙山大
道、谷山水库、三河水厂等一大批重点项目，以
从严治党为统揽，为该县经济转型发展凝聚起
了强大的合力。

据介绍，前三季度，该县2016年实施千万
元以上项目121个，总投资447亿元；与中铝洛
铜、河南科技大学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成功签约
投资20亿元的“中原钛谷”项目。在第34届中
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及第10届河洽会上，该县签
约项目3个，总投资86亿元，投资总额居全洛阳
市第一。8

□贺敏

省十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推动豫
西北各市与洛阳联动发展”。涧西区作
为“一五”时期国家兴建的老工业城区，
也是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河
南自贸试验区的覆盖区域，理应发挥自
身优势，有所担当、有所作为。工作中，
主要是“做到三个坚持、发挥三个作
用”：

一是坚持产业拉动，发挥企业主体
作用。瞄准先进制造业和新型材料业
这个主攻方向，以“国内外有需求、技术
有前景、洛阳有基础”为原则“招企业、
引产业”。当前，重点是加快一拖大轮
拖、河柴船用内燃机等传统制造技术改
造，推动中信特种消防机器人、洛轴高
铁轴箱轴承等先进制造占领高端，引导
辖区企业与豫西北地区企业战略合作、
技术嫁接，共同抱团取暖、集群发展。

二是坚持创新驱动，发挥平台集聚
作用。深度整合725所、第四设计院、有
色院等科技资源，举全区之力打造全省

一流、全国知名的科技创新园区。近两
年，充分发挥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品
牌影响力，先后引进中科院自动化所、
科大讯飞、深圳光启、深圳欧辰、固高科
技等企业170余家，提供就业岗位1500
余个，接纳高校实习生1800余名，转化
科技成果69项。11月18日，又举行了
清华启迪科技园、中开院创新服务基
地、卓阳耀滨产业园的集中开工，进一
步巩固了四个园区、协同发展的良好态
势，为豫西北城市与洛阳开展科技合作
提供了有力的平台支撑。

三是坚持辐射带动，发挥交通枢纽
作用。抢抓涧西谷水列入全市交通枢
纽重大专项的契机，发挥物流园区密
集、基础设施成熟的优势，努力把谷水
打造成为集城铁站、地铁站、长途客运
站、公交站等7种交通运输方式为一体
的区域交通枢纽，加强与三门峡、济源
等豫西北城市互动发展，将人流物流转
化为人气商机，提升西部形象品位，辐
射带动周边发展。8

（作者系中共涧西区委书记）

□本报通讯员 段昊

洛阳，千年帝都，自古也是创新之
都。进入“十三五”，洛阳着力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奋力推动老工业基
地焕发新活力，在机器人、航空航天、
智能装备制造等领域取得更大突破。
如今，随着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河南自贸区两大国家战略形成叠
加效应，省委提出洛阳要“建设全国重
要的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新定位，
洛阳现代装备制造产业将迎来新的战
略机遇期。

机遇领航新征程

装备制造业是洛阳市传统优势产
业和支柱产业之一，具有良好的产业基
础和发展潜力。目前，已形成大型成套
装备、交通装备、农业及工程机械、轴承
及基础件等装备制造业支柱产业。

对于洛阳装备制造业发展，省政府
寄予厚望，专门出台《关于支持洛阳市
建设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基地的意
见》。这是省政府首次为支持省辖市单
个产业的发展出台文件和政策。

今年，洛阳市围绕加快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出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促
进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实施方案》。
根据要求，洛阳市将充分发挥老工业
基地优势，加快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
度融合，努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高
产品质量、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产业核
心竞争力，推动洛阳制造向洛阳创造
转变。

面向“中国制造2025”，洛阳市还
研究出台《中国制造2025洛阳行动纲
要》，着力构建“制造强市、智造名城”。
力争到2020年，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
到5000亿元，年均增长17.8%以上；产
业规模不断扩大，引进和培育主营业务
收入超300亿元企业3家，超200亿元
企业3家，超100亿元企业5家，超10
亿元企业 20家，超亿元企业100家。
努力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全国重要的
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

项目注入新活力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洛阳市委
谋划“9+2”工作布局，在构建“五强六
新五特”现代产业体系中，把先进装备
制造业作为重要的战略性支撑产业大
力推动。与此同时，按照“围绕理念落
地构建体系、围绕体系推进谋划专项、

围绕专项实现抓好项目”的思路层层推
进、越抓越实。

开展地企合作，用好洛阳的“富
矿”。为了让驻洛央企、省企这些“富
矿”在洛阳的“沃土”中加快发展，洛阳
市建立了地企合作机制，每两个月召开
一次地企合作联席会议，致力于打通市
政府与企业、央(省)企与洛阳地方企业
交流信息、共商合作、破解难题的绿色
通道。目前，已促成总投资597.8亿元
的64个项目成功签约，120多项最新科
研成果公开发布，实现9.69亿元的产销
对接。

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
结构。今年，洛阳围绕适度扩大合理
有效投资、增加优质供给、补齐发展短
板，谋划实施一批具有全局性、基础
性、战略性的重大项目，加快实施机器
人智能装备产业园、光伏光电产业园、
军民融合产业基地等重大项目，形成
大项目有序接替、好项目梯次跟进、新
项目投产达效的良好态势，带动产业
结构不断优化。

创新引领新发展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
未来。建设全国重要的现代装备制造
业基地，关键在于全面激活创新这一动
力源。

对此，洛阳提出要打通政产学研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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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创新
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四链融
合”，让科研成果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不断创造洛阳率先发展的“加速
度”。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近年来，洛阳
市相继引进了中科院、科大讯飞、华大
基因、深圳光启等领军团队。值得一提
的是，洛阳启动“河洛英才计划”，决定5
年内拿出不少于20亿元，扶持海内外
英才来洛创新创业。实施“河洛工匠”
培育计划，在中国一拖、中信重工、中车
洛阳机车有限公司等企业，“大工匠”工
作室已遍地开花，有效激发了创新创造
活力。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洛阳市发挥
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科研院所改制
发展，着力打造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和创
新型企业、组建一批产业技术创新联
盟、引进和发展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建
设一批国家级创新平台和“双创”基地。

向产业要实力，向创新要动力。
未来，“洛阳智造”将续写新的发展
传奇！8

洛阳：现代装备制造产业正崛起

●● ●● ●●

省十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巩固提升洛阳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地
位，建设全国重要的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和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推动
豫西北各市与洛阳联动发展，形成带动全省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十次党代会精神，加快实现新战略定位，谱写
决战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的洛阳篇章，河南日报洛阳观察版将
推出《“四大定位”大家谈》专栏，热忱欢迎专家学者、党政官员及广大
读者各抒己见，为新战略定位建言献策，来稿请发至hnrblygc001@
126.com,我们将择优发表。8

开栏的话

做到“三个坚持”
发挥“三个作用”

树杆子，培养“四有”干部

打板子，掀起“问责风暴”

压担子，推动率先发展

廉政约谈

电力党员上门服务

非公企业党员宣誓

新安县十八届六中全会和省市党代会精神培训
班上，参训干部进行分组讨论

礼河村樱嫂

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为客户服务

贯彻落实省十次党代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