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本报通讯员 杨智伟

近日，洛阳市召开地企合作联席
会议 2017年第五次会议，会议共签
约地企合作项目172个，涉及 148家
企业、15家科研院所及高校，协议总
金额374.27亿元，其中会议现场签约
项目10个。

这些签约项目以科技成果转化、
传统企业智能化改造、机器人智能制
造为主，体现了全市构建现代创新体
系、现代产业体系的要求。

项目持续推进
成效更加明显

作为国家“一五”时期布局的重
要工业基地，洛阳市目前拥有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 1800多家、各类研发机
构900多家，是全国拥有央企最多的
地级市。该市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
况、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科技优势，

及地企双方实际需求，将地企合作作
为一项重大决策部署，积极搭建合作
平台，推动双方在技术、资源、资本、
人才、产品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持把地企
合作作为促进经济发展、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和有力抓手，地企
合作共识不断深化，内容不断拓展，
项目持续推进，成效更加明显。

今年以来，洛阳市签约地企合作产
业项目181个，总投资1036.84亿元。
截至目前，已有139个项目开工建设。

通过地企合作搭建产销对接联
动平台，有效打通上下游供需产业
链，助力企业间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实现降本增效，今年以来共签订产销
对接合同49个，总金额25.9亿元。

双向收集对接高校、科研院所和
企业科技成果及技术需求信息，促成
签约科技成果转化协议 24个，总金
额 42.7 亿元。截至目前，已有 18个
项目顺利实施，占协议总数的75%。

扎实推动银政企多方深入合作，
今年以来共签约产融合作协议 271

个，总金额734.7亿元。截至目前，已
有210个协议履约完毕。

利用现有资源加快项目推进。
为最大限度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偃师
市、孟津县、涧西区等县（市）区充分
利用现有停产厂房资源，引进新项目
推进地企合作。

明确任务 限时办结
优化服务 强化督查

此次地企合作联席会议上，洛阳
市发改委、市城乡规划局、市金融办、
市住建委先后围绕“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
好环境”进行发言。

为进一步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切
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提升地企合
作水平，加快推进“9+2”工作布局，洛
阳市企业服务办、地企合作办共收集驻
洛央（省）企、市属重点企业反映的问题
75个。此次会议也将以上问题对相关
部门和县（市）区进行集中交办，并提出

明确要求。
明确任务，落实责任。要求各相

关部门要在第一时间与企业进行对接，
详细了解问题的具体情况，及时协调解
决，确保事事有回复、件件有落实。

严格标准，限时办结。对能够立
即解决的，要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暂
时解决不了的，要提出今后逐步解决
的措施和时限；确因客观原因难以解
决的，要主动向企业解释说明情况。

主动衔接，优化服务。对涉及多
个部门协同办理的问题事项，各承办
牵头单位要加强衔接，主动与相关部
门协调联系，确保问题办理顺利推进。

强化督查，确保质量。市企业服
务办将建立问题台账，办结一个，销
号一个；会同市委、市政府督查室，对
问题办理情况开展督促检查，对推诿
扯皮、行动迟缓、办理不彻底的承办
单位，予以通报批评。

另据了解，为方便广大企业反映
问题，洛阳市企业服务办还建立企业反
映问题收集平台和热线电话，方便企业
随时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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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一扫，好书帮着找、还书
不用愁。”这是西工区通过“互联网+”
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一个缩影。

随着电子阅读的兴起，西工区将
全民阅读与“互联网+”结合起来，利
用网站、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微信
读者群、QQ 读者群等五个网络平台
载体，推动全民阅读。西工区图书馆

今年在公众微信平台举办“最美阅
音”微朗诵征集，“我与经典”和“党在
我心中”征文比赛，并通过在线评论，
促进读者、作者、评论者之间的交流；
通过微信及 qq读者群提供共读书籍
远程网络阅读指导，定期推荐共读书
目、开展各项读者活动宣传，使得全
民阅读的风气在西工区各地畅快地

“流动”起来。
一个充盈书香的城市，才是一个

富有精神气质的城市，才是一个富有
创造活力的城市，才是一个富有文化
魅力的城市。西工区将继续探索全民
阅读的新模式，大力倡导阅读理念，营
造书香氛围，不断提升市民综合素
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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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观察记者 李国英摄影报道

展现中国传统民俗风貌的年画和壁
画，淳朴勤劳的乡村生活，世代相传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洛阳市伊滨区倒盏村，
这个昔日荒山沟，变身美丽民俗文化村，
每到节假日，便吸引四面八方游客前来。

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不仅有超过
100万人来倒盏村玩耍，还为当地创造
了 300多个就业岗位。倒盏民俗文化
村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依托河洛文
化，以民俗美食、民间工艺品、民间作坊
等为主要内容，致力于打造属于洛阳人
民乃至豫西地区的民俗体验地。7

涧西区

党建“逐社观摩”提档升级
本报讯（通讯员 杨来恩）今年以

来，涧西区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摆上
突出位置，研究制订基层党建“逐社观
摩、整街推进 全面提升”工作实施方
案，探索建立街道内部观摩、街道交叉
观摩、全区示范观摩“三步走”工作模
式，对社区、机关和“两新”组织党建工
作逐一“过筛”，补齐党建短板，夯实基
层基础，促进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
过硬。

内部观摩找差距，交叉观摩增活
力，示范观摩促提升。

9月份，该区安排街道党工委书记
带领班子成员以及所属社区、“两新”党
组织负责人，通过“听、看、查、评”等方
式，对所辖社区和“两新”组织党的建设
情况观摩一次。现场打分排名，依据排
名情况对所辖党组织进行分类管理。

10月份，区委组织部在11个街道、区直
机关和集聚区各组成1个督导组，采取
相互之间交叉观摩的形式，对各党（工）
委所属的基层党组织开展一轮督查。
针对部分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自我感
觉良好、认识不到差距”等问题，11月
份，该区又组织观摩督查组，利用两天
时间，对全区部分社区和“两新”组织等
22个党建示范点进行集中观摩。

如今，全区已初步取得以观摩促规
范、以规范促提升的效果。各街道党工
委先后投入712万元，新建社区活动场
所4个，改扩建社区活动场所13个，打
造开放式组织生活基地 16个，使基层
综合服务阵地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
各街道社区以党建服务品牌创建为抓
手，结合各自工作实际，着力打造服务
党员群众新载体70余个。7

偃师

“四个责任”强化监督同级党委
本报讯（通讯员 邓金慧）今年以

来，偃师市纪委立足职能定位，聚焦主
业主责，通过压实“明责”“督责”“考责”

“追责”四个方面责任，严明纪律规矩，
积极推动市四大班子及其成员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的有效落实，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强化党内监督要求和党章
赋予的纪委监督同级党委的职责定位。

“明责”，精准传递压力。偃师市纪
委将工作重点放在监督市四大班子全
面细化厘清主体责任上，明确市委领导
班子承担的9个方面30项集体责任、市
委书记的 18项责任、市委班子其他成
员的16项责任，明确党风廉政建设“一
岗双责”和第一责任人，做到制度规范、
责任上肩、具体到人、履责有界。

“督责”，促进履责尽责。该市将构
建全方位的主体责任落实监督体系作
为加强同级党委监督的重要内容；积极
健全纪委对市委决策预监督机制，在市

委作出重要决策或出台重要政策前预
先与纪委会商；在人事调整中，市委拟
提拔任用的干部人选同步征求纪委意
见，纪委可行使廉政“一票否决”权。

“考责”，突出跟踪问效。制定全面
从严治党监督检查问责机制暂行办法，
坚决实行“一案双查”。强化日常工作
重点监督，防范廉政风险；坚持日常考
核与年终考核、全面考核与专项考核结
合；建立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党风廉洁意
见回复、问题线索“双报告”等制度，实
现对同级党委及其成员精准监督。

“追责”，倒逼责任落实。把对市委
的同级监督贯穿市委常委会决策及执
行的全过程，在权力运行高风险节点上

“设防布控”，严肃追责。今年以来，围
绕市委中心工作，市纪委给予党政纪处
分 9人，诫勉谈话 22人，约谈 10人，通
过追责、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提高了工
作效能。7

伊滨区倒盏村 荒沟沟变身美丽乡村

洛阳市召开地企合作联席会议2017年第五次会议

解决企业发展难题 优化企业发展环境

□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本报通讯员 吴言

高君辉 赵普

按照洛阳市“书

香洛阳”建设提升方

案，西工区不断加大

资金投入，丰富图书

馆藏资源，通过设立

阅读区、开展特色文

化活动等方式，使各

项活动内容更加丰

富、读者参与门槛更

低、社会公益性更为

突出，倾力打造公共

文化服务品牌，建设

“书香西工”。

阅读“零门槛”书香飘万家

12 月 17日，走进西工区图书馆，
2000余平方米的空间宽敞大气，读书
环境幽雅安静。

该馆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西工
区投资近200万元对区图书馆进行改
扩建，增购了书架、存包柜等基础设备
和4万余册图书，并增置自助借还机、查
询机、馆员工作站等一系列自助设备。”

目前，图书馆有各类藏书 7 万多
册，其中盲人读物200多册，少儿图书
24000余册，绘本5000多册，成人类图
书47000余册，期刊180余种。为方便
不同人群来图书馆借阅图书，图书馆
一楼主要以服务老人、残障人士为主，

开设爱心书屋；二楼以成人阅读为主；
三楼以少儿、讲座为主，开设了少儿阅
览室、多功能厅，所有图书均免费向社
会开放，读者阅读无需任何证件，零门
槛进入。

除此之外，西工区还在 9个街道、
64个社区建立图书分馆，不断提高服
务能力，经过两年建设，充满人文气息
的“书香西工”已悄然成型。

2014年以来，洛阳市建立以市图
书馆为中心馆，区级图书馆为区总馆，
乡办基层文化服务中心图书分馆、村
社区图书室等为分馆，流动图书车为
补充，24小时图书馆等自助阅读终端

为特色的公共图书馆一体化服务体
系，实行读者借书“一卡通”和“通借通
还”服务功能。

西工区对区级图书馆、9个乡办图
书分馆和 64个村社区图书室的 20余
万册图书进行录入登记，纳入市图书
馆总分馆体系，实现辖区全覆盖。读
者凭借“一卡通”借阅卡可以在西工区
任一图书馆借阅和归还图书，查阅各
图书馆的馆藏信息和借阅信息。西工
区还对各级图书室做到规划配置、标
识、管理、考核“四统一”，在全区形成
图书通借通还，资源共建共享，服务制
度规范的良好格局。

以孩子带动家庭，带动社区，带动全
民阅读。西工区通过打造“教育阅读”为抓
手，着重培养未成年人良好的阅读习惯。

辖区各学校不断丰富图书室的藏书
量，图书室定期开放，保证学生每周能借
阅到一本书，从数量上满足学生的借阅
需求；鼓励学生自带图书与班级同学共
同分享，丰富班级图书的种类和数量；各
个班级建设图书角，让孩子们可以尽情
享受阅读的快乐。此外，为持续培养学
生的阅读兴趣，全区各学校每周开设一

节读书课，每学期都会举办读书节，推动
“书香校园”建设。通过开展“大阅读活
动”，教师们越发领会了教育、身上的学
者味更浓了，孩子们变得有灵气、身上的
书卷气更足了，“与书为友，与书为伴，品
味书香，品味人生”的非功利性阅读已成
为西工教育品牌的有力支撑。

今年7月洛阳市一群企业家、行业
精英、专家学者、创业达人成立的市企
业家读书促进会，是该市目前规模最大
的读书沙龙。洛浦公园上阳宫产业园

的紫微书院作为企业家读书促进会线
下交流互动平台，每月举办月读会，每
周三举办微信讲堂，每个月举办一至两
场读书沙龙。洛阳面积最大的独立书
店云集图书馆于2017年 7月在洛阳美
陶公司老厂房开业，设置公共阅读区，
无需消费就可阅读书店所有书籍。洛
阳市图书馆西侧咖啡厅开办至今开展
300多场家庭教育、婚姻情感读书会。

如今，这些民间阅读组织已成为
西工区全民阅读的重要力量。

“教育阅读”为抓手 民间阅读活动多

“互联网+”助力全民阅读

陆浑湖“大水缸”将进行生态治理
本报讯（通讯员 罗孝敏）12月 14

日，嵩县召开陆浑湖生态综合治理规划
实施方案项目评审会,方案顺利通过。

方案共梳理出治理项目 32项，总
投资119亿元。其中，政府主导实施项
目 17项，总投资 23亿元；其他项目由
北京中建政研咨询中心进行 PPP 包
装，待包装完成后进行招投标，确定投
资实施主体。

陆浑湖生态综合治理项目以陆浑
湖国家湿地公园为核心，将陆浑湖及其
周边区域共计 90.45km2 纳入整治范
围。通过空间管制规划，把用地功能结
构分区为：“三环、一带、三片区”。三

环：水环、内环和外环；一带：两环之间
的生态带；三片区：湿地公园保护区、环
湖产业配套区、外围生态屏障区。湿地
公园保护区以生态修复为主，严格控制
建设用地规模；环湖产业配套区在保护
自然的基础上进行适度规模的旅游开
发与村庄建设；外围生态屏障区以山体
修复和林业提升为主。

通过修复生态内环，提升生态外
环，构筑生态屏障，布局旅游休闲、体育
运动、健康养老等产业可产生一批有收
益的项目，将陆浑湖及周边区域打造成

“水醇、山俊、花艳、空气鲜”的生态综合
示范区。7

深圳特富特洛阳生产基地建成投产
本报讯（通讯员 石智卫）12 月 16

日，深圳特富特洛阳生产基地一期年产
50万套电磁器件项目在洛阳市老城区
灰熊科技产业园建成投用，首批洛阳制
造的电磁器件产品顺利下线。

特富特洛阳生产基地是老城区工
业创新的重点项目，由深圳特富特科技
有限公司与洛阳古都发展集团公司投
资建设，以自主研发、拥有全球领先技
术的大功率电源磁性器件为主产品，拟
建设立足洛阳面向国际的磁性器件尖

端产业基地。
为推动项目快速有效落地，老城区

全力服务、全程跟进，及时帮助企业解
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做到
服务到位不缺位、帮忙协调不添乱，最
终实现了项目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
年投产、当年见效。目前一期年产 50
万套电磁器件项目顺利投产，标志着特
富特洛阳生产基地正式投用，填补了我
省在中、大功率逆变电源磁性器件市场
的空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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