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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 迈向高目标

前不久，全省首张全程电子化注册的企业营业执照
在洛龙区悄然诞生。没跑一次腿，没递交一份纸质材
料，依靠政务服务软件，全程网上申请、网上受理、网上
审核，企业负责人张汝峰仅仅依靠手机、电脑就开启了
自己的创业梦想。

这是大数据应用在洛阳的一次生动展示。从公司
起名，到最终审核，在企业注册的每一步手续中，相关应
用软件都会根据录入的海量信息对创业者给出提示信
息或参考意见。大数据，给了政务服务全程电子化最大
的“底气”。

而龙门石窟则利用建设大数据平台，打造全国首家
“互联网+智慧景区”。通过大数据，可分析游客的行为
轨迹、高峰阈值等，提升了景区的游客服务、精准营销和
精准管理能力。

“十九大的报告中为洛阳大数据产业园指明了发展
方向，我们在新时代要有新作为。”洛龙区委副书记、区
长张玉杰介绍，根据洛阳大数据产业发展的“333”工程
总体思路，洛龙区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精心谋划了6个
大数据项目。

——窄带物联网示范园区。积极与河南移动洛
阳分公司合作，建设全省首家中国移动窄带物联网示
范园区，对大数据产业园内基础设施进行NB-IoT网
络部署；建设一个有 NB-IoT 特色的智慧创业园区，
逐步形成全国领先的技术应用创新园区和新产品的
孵化基地。

——全省最大的人工后台数据处理基地。围绕中
移在线原3万平方米座席场地，建设成为人工后台数据
处理基地，构建互联网智能化分析中心。

——传感器，智能穿戴设备产业基地。谋划建设3
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及配套设施，用于承载研发、中试、
产业化，打造辐射中西部地区的物联网传感器产业基地。

——数据中心集聚区。围绕河南移动数据中心和
360-景安数据中心，按照国际 Tire4 标准，规划部署
2-3栋云计算数据中心，打造中部地区最大、规格最高
的数据中心集聚区，积极推进中部地区的政务、公共、工
业数据资源在此集聚。

——工业大数据技术中心。围绕西安交大大数据
工程实验室项目，联系本市大型工业企业与国家级工程
实验室合作建立实验室，进行联合研发，争取建设区域
级工业大数据实验室。

——大数据产业创新平台及载体建设。拟依托
大数据产业园内机器人控制应用研教专业化众创空
间、洛阳创意设计专业化众创空间、洛阳市生物检测
技术专业化众创空间等 6 个平台载体，建设中部地
区大数据产业孵化加速以及创业创新中心。

根据规划，力争到“十三五”末，洛阳大数据产业园
建设初具规模，引进和培育15家以上具有行业领先地
位的大数据龙头企业，建成10家左右国家级、省级大数
据工程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创新平台，形成完整的大
数据产业体系，产业规模达到200亿元。7

洛阳高新区创新发展党员举措

新党员要过“三道关”
□洛阳观察记者 李松战
本报通讯员 代寒

“这种机制非常透明，对每个人都是
公开的，我们可以自己竞争入党，我觉得
非常好。”这是11月 16日下午，洛阳市高
新区丰李镇贠庄村入党积极分子张润婷
在高新区民主竞争入党专项工作会上发
表的演讲。当天，她通过“PK”，她一路“过
关斩将”，在关键阶段“公开演讲”中成功
胜出，成为一名光荣的入党积极分子。

张润婷口中的新机制，就是高新区在

全区范围内实行的“三推一选”党员发展
机制，即群众自荐、党员联名推荐、群团组
织推优，通过召开党员大会集体讨论确定
入党积极分子，然后通过“公开演讲”和

“三评三投”程序，最终确定发展对象。
公开演讲，创新工作举措。严格按照

发展党员程序，在发展党员的各个阶段中
分别召开党员大会，由发展对象在每次大
会中围绕入党动机、对党的认识以及如何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主题进行公开
演讲，使党组织、党员和群众对演讲者有
更加细致、直观、全面的评判。

“三评三投”，充分发扬民主。在发展
党员的各阶段，由党组织、党员和群众代
表进行“三评三投”。通过积极分子介绍
个人基本情况、入党动机对其进行“评价
投票”确定为发展对象；由发展对象阐述
其对党的认识，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及现实表现情况，党员对其进行“评议投
票”；由预备党员论述党员的义务、权利以
及如何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对其进行

“评判投票”。
据了解，这种竞争入党新机制，是洛

阳高新区积极探索解决农村党组织党员

队伍老龄化、发展党员家族化、现有党员
无能化“三化”问题的新举措。在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中，洛阳高新区创新实
行“公推优选”方式竞争性发展新党员，既
拓宽了党员入口关，又把严了发展质量
关，取得良好效果。

洛阳高新区组织人事和社会保障局基
层组织处负责人表示，“十九大报告明确提
出，发展党员要‘注重从产业工人、青年农
民、高知识群体中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我们积极探索发
展党员的有效方式，采取‘三推一选’的方
式，拓宽党员发展入口；采取公开演讲的方
式，创新党员发展举措；采取三评三投的方
式，严把党员质量关，有效提高了发展党员
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性。”

据了解，目前，洛阳高新区新发展的60
余名农村党员，全部实行“三推一选”“公开
演讲”和“三评三投”程序，真正做到让最优
秀的人入党，让事业最需要的人入党。7

洛阳市

蝉联“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3家单位 3所学校 6个村镇同时荣获全国最高荣誉称号

□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11月 17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公布了经复查确认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往届“全国文明
城市”名单，洛阳市蝉联该称号。

“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命名，每三年命名表彰一次，是我国所有城市品牌中含金量
最高、创建难度最大的一个，也是反映我国城市整体文明水
平的最高荣誉称号。经过长期艰苦努力，2011年，洛阳市荣
膺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去年以来，洛阳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
统领，以持续创建、为民创建为指导思想，大力推进城市基础
设施、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城市生态文明等建设，提升城市精
细化管理水平。同时，该市还以创建惠民生，坚持从群众最
急需、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入手，紧扣群众需要，办好小游园建
设、“书香洛阳”建设等重点民生实事。

另据了解，洛阳市栾川县国家税务局、河南省洛阳监狱、
河南伊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单位荣获全国文
明单位称号，洛阳市实验小学、栾川县第一高级中学、新安县
新城实验学校3所学校荣获全国文明校园称号。洛龙区安乐
镇、洛龙区关林街道皂角树村、伊滨区佃庄镇黄庄村、偃师市
岳滩镇岳滩村、孟津县送庄镇梁凹村、洛宁县长水乡西长水
村荣获全国文明村镇称号。7

老城区

多种形式学习宣传十九大精神

□本报通讯员 乔永峰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连日来，洛阳市
老城区组织开展系列活动，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在当地兴起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公益广告全覆盖。动员各单位利
用户外电子显示屏、窗口单位电子屏、街道社区宣传橱窗、建
筑工地围挡等载体，制作刊播党的十九大精神主题公益广
告。通过《精彩老城》微信公众号、区政府网站、政务微博等
推送十九大精神相关内容。举办“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
展”。围绕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战略、新举
措，制作十九大精神宣传展板，在全区各社区、村等进行巡回
展览。组织演讲、知识竞赛，开展学习宣传十九大精神主题
文艺作品征集展示等活动，发动全区基层一线工作者，畅谈
社会发展巨变及个人感受，紧密结合实际，创作有观点、有故
事、有感悟的文艺作品。组织“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志愿者在行动”活动，发动全区志愿者结合各自特点，以不
同形式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7

11月 17日上午，洛阳市伊滨经开区庞村镇举行第五届
道德模范颁奖盛典。本次活动共评选出孝老爱亲、致富思
源、敬业奉献、企业优秀员工、美德少年五大类63名道德模
范，并对他们进行表彰。张志军 摄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陈应召 苟华云 李亦敏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贯彻新发展

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要“推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

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之际，位于洛阳市洛龙区的洛阳大数据

产业园建设喜讯频传：

截至 10月底，整个园区已入驻大数据

产业项目300余家，其中洛阳863创智广场

入驻大数据项目63家、洛阳恒生科技园入

驻大数据项目70 家；中兴网信、神州数码、

中原大数据研究院等一批大数据行业龙头

企业纷纷安营扎寨；中移在线洛阳数字服务

产业园、洛阳移动中原大数据云计算中心、

360-景安 IDC云计算产业园二期、炎黄科

技园等一批大数据产业相关项目建设正如

火如荼加快推进。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表示，作

为基础性资源，大数据在未来发展中将起到

重大引领作用。洛阳市要抢抓机遇，乘势而

上，大力推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真正使大

数据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的驱动力。

古都洛阳，正成为大数据项目集聚地；

大数据项目云集，也为洛阳经济社会发展带

来了新动力、新活力。

●发挥优势 高起点规划
打造中西部地区大数据产业基地，是洛阳市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大专项之一。
2016年 10月，我省获批首批国家级大数据

综合试验区建设。
拥有充足的电力资源和丰富的人力资源，较

完善的通信基础设施和较强的城市辐射带动
力，以及 500多家部属、省市级各类科研院所和
科技开发机构，17万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洛阳
大数据产业园乘风而起。

规划先行，谋定后动。洛龙区结合该区
“35886”工作思路和洛阳市产业基础，聚焦大数
核心业态、关联业态、衍生业态协同发展，坚持
基础设施先行、开发应用引领、资源共享开放、
产业创新发展，启动洛阳大数据产业园规划建
设。

委托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按照“多规合一”原则，同步开
展空间规划和产业规划，分别编制《洛阳大数据
产业园概念性城市设计》和《洛阳大数据产业发
展规划》。

提出实施“333”工程，即突出文化旅游为特
色的公共服务大数据主线、智能制造为特色的工
业大数据主线、创新引领为特色的互联网大数据
主线等“三条主线”，集聚形成数据资源中心、数
据技术中心、数据应用中心等“三大中心”，建设
国家大数据中心先行示范区、国家智能制造大数
据应用示范区、中部大数据产业创新驱动示范区
等“三大示范区”，着力打造特色突出、功能齐备、
全国领先的“中原数谷”。

目前，奇虎360暨洛阳景安 IDC云计算产业
园项目，一期1万平方米的数据中心2万台服务
器已投用，中国移动中原大数据云计算中心项目
目前已具备提供12000台服务器的装机能力，满
载后可提供100万亿次计算能力。

●精准招商 高标准配套
在今年4月20日，由洛龙区政府、洛阳市工信委、洛阳理工学

院主办的2017洛阳大数据高峰论坛成功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专家王家耀，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
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徐宗本等8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发表主题
演讲。他们表示，洛阳无论在自然条件、经济实力、基础设施还是
在人才储备、产业基础等方面，都具备发展大数据产业的优势。

论坛取得丰硕成果：发布总投资35亿元的大数据产业合作
项目——洛龙太康大数据基金项目、西安交通大学中原大数据
研究院项目等7个项目。

洛龙区委书记孙延文介绍，为全力加快洛阳大数据产业园建
设，区里成立专门招商小组赴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精准对接洽谈
项目，组织辖区内大数据产业园区开展专业招商及企业拜访活
动，引进神州数码通用软件（洛阳）有限公司、西安交通大学中原
大数据研究院项目、河南看一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洛阳包谷科技
有限公司、中企动力、亚信众信佳等一批大数据相关企业及项目。

高标准建设洛阳大数据产业园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构建
以“窄路密网”为主的“云谷步道”，建设国内最适宜步行的大数
据园区；突出绿色开放，以新大明渠和隋唐护城河为主线，辅之
以大量的公园、绿地，形成贯穿园区的中央绿廊，打造国内一流
的特色运动健康城；现已建成洛阳国际学校、洛阳市第五人民医
院，规划建设1所中学、2所小学及卫生站、文化站等。

结合轨交站点设置综合换乘网络，构建高效公交体系，洛龙
区与洛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开通我省首条大数据产
业园定制公交专线，方便了园区创业人员、企业员工以及居民出行。

□本报通讯员 葛高远

11月 18日 10点半，第五届“中信置业杯”中国女子围棋
甲级联赛第16轮比赛将在各队主场开战，领头羊天域生态江
苏队主场对阵梦百合北京队，广东天禾农资队对阵中信置业
洛阳队。其中，洛阳队与广东队的比赛在洛阳市伊川县举
行。经过激烈角逐，中信置业洛阳队1-1战平广东天禾农资
队，积分榜排名第3位。

据了解，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是我国女子棋坛参赛棋
手最多、水平最高的顶级团体赛事。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人
文历史氛围浓厚，棋风尤盛。当代洛阳是“百段名城”，向我国
棋坛输送了32名职业棋手，总段位达到一百三十二段。其中
包括汪见虹九段、周鹤洋九段、时越九段。近年来洛阳的围棋
活动越办越多，越办越大，围棋成为洛阳的又一张城市名片。

另据了解，有关围棋特色小镇规划、建造研讨会10月中
旬在伊川县举行。中信置业与伊川县双方就围棋小镇达成
共识，年底有望开始围棋小镇基础设施建设。7

中国女子围甲第16轮伊川站开赛

2017洛阳大数据高峰论坛上，大数据算法与分析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洛阳）、河南中原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中澳
大数据研究院等7个大数据平台举行了揭牌仪式。 苟华云 摄

11月14日，涧西区郑州路办事处南村社区居委会与新安
县石井镇元古洞村举行结对帮扶启动仪式，南村社区居委会将
首批帮扶资金50万元，投放给了元古洞村。同时，南村社区30
余名党员干部还与该村的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许金安 摄

中国工程院院士、地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专
家王家耀为洛阳大数据的发展问诊把脉，献计献
策。 苟华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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