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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洛阳市老城区纪委监察委在村（社
区）“两委”换届前夕，结合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精神和换届纪律有关要求，通过现场普法讲解、发
放宣传材料、短信微信平台推送等形式，将《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主
要内容和监委的主要职能进行宣传普及。图为该
区纪委监委干部在为村民（乡镇集体企业职工）讲
解宪法、监察法内容 6 王营营 摄

今年起，洛宁县在农村探索推广“子女自愿交纳赡养费+财政补贴+帮扶单位资助+爱

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捐助”的养老基金新模式，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河洛万里到此歇脚，倒盏千年又见炊
烟。”一处城边的古村落，一条通往林沟深处
的巷子，几个青砖灰瓦的街区，几缕弥漫着乡
愁的炊烟……背靠万安山，地处洛阳市伊滨
区诸葛镇的倒盏民俗文化村，每逢周末、假
日，万人空巷，一年前还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
怎成为游人纷沓游览之地？

“沟域”经济再着新色

位于万安山山脚下的倒盏民俗村，占地
1800亩，整个景区依山就势，建在蜿蜒绵长
的沟壑之中。从无人问津的荒山沟到如今的

“香饽饽”，原因说来并不复杂，就是围绕沟沟
壑壑把“沟域经济”做强做大了。

“庄稼人‘靠天吃饭’，东渠被附近养猪场
排成了臭水沟，种地的人少了，地慢慢也就荒
了。”记者在倒盏民俗文化村遇到了当地的村
民，聊起了倒盏村的变化，72岁的王治民感慨
良多，“去年山沟里不声不响建起了景区，有
吃有玩，周末假期人山人海大变样！”

一组数据更是为倒盏村的火爆提供了生动
的注脚，数据显示，2017年国庆节，倒盏村8天
游客接待量约92.7万人次；今年春节7天约89.5
万人次，清明小长假3天约34.6万人次……

洛阳地貌“五山四岭一分川”，山川纵横，
制约在山，优势也在山。

近年来，洛阳市赋予山区建设新的内涵，
提出沟域经济的概念，把开发理念由过去的

靠山吃山转变为现在的靠山爱山、养山护山，
让青山绿水变成金山银山。

作为沟域经济示范点，倒盏民俗文化村
利用沟壑优势，结合“四河同治、三渠联动”水
污染治理，游人融入休闲农业乡村游，城市近
郊荒山沟如今成了美丽乡村免费景区。

如今的倒盏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但如
何留得住乡愁？

民俗文化留住“乡愁”

一则“倒盏”传说，为小山村增添了民俗
文化色彩。相传清朝乾隆年间，此地盛产美
酒。皇帝到中岳嵩山封禅祭天，途经龙门至

此被酒香吸引，举杯畅饮，侍从担心皇上醉
酒，便悄悄把酒杯倒扣在饭桌上，皇帝再饮时
却发现酒杯倒扣，随口问“怎么倒盏？”“倒盏
村”便因此得名，现也称“道湛村”。

依龙门山阙，傍伊河之滨，得天独厚的地
理区位，为倒盏村的声名鹊起添砖加瓦。

初入倒盏村，浓厚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
在苍翠欲滴的树木掩映下，特色民居如点点
繁星散落其中，宁静悠然。红色经典“知青
点”、村史典故“九老桥”、酒流沟等仿古建筑
应接不暇；奶奶庙、山神庙让人流连；4D玻璃
桥、射击场、拓展训练、八卦阵等设置现代感
十足；观赏民间传统的小吃手工艺制作过程，
品尝地道、美味的民间食品，游客在特色小吃

街、洛阳水席街、传统作坊街大快朵颐……
“倒盏村依托河洛文化，以民俗体验、民

俗展示、民俗美食、民间作坊来打造民俗体验
胜地。”倒盏民俗文化村总经理刘磊佳说，“目
前倒盏村有108间商铺，300余种美食，我们
正计划利用自然景观、结合民俗特色建窑洞
民宿，让游客‘留下来’。只有留下来才留得
住‘乡愁’。”

“共享”美景齐致富

乡风、乡俗、乡情、乡音构成了倒盏村
“美”的意境，也为“村民”增收提供便捷途径。

沿着倒盏村美食街走到山顶，记者在路边
竖立着的木牌上看到“共享农田”“共享桃园”
的字样。问起田里劳作的农民，年过半百的王
德笑容满面：“我就是这附近村民，去年，儿子
在景区里开了小吃店，我心里犯嘀咕，这山沟
里会有啥人来，结果一个国庆节假期赚了之前
小摊一年的收入，这‘共享桃园’我打算再抢一
块……”倒盏村筹划之初为“村风村貌”尽心竭
力，经营模式更是煞费苦心。“‘河洛万里到此歇
脚’并不是空话，免门票开大门迎游客，108间
商铺对倒盏‘新村民’免租金，降低门槛，因地制
宜，共同致富。”刘磊佳说，“‘共享农田’就是把
荒山废弃的资源重新利用起来，盘活土地和劳
动力资源，深挖倒盏村‘源头活水’”。

提到未来的规划，刘磊佳信心满满；“倒
盏村风景秀美、生态环保，未来，将成为集度
假休闲、体验民俗、品尝美食、追寻老家记忆、
养老养生、娱乐于一体的旅游胜地。”6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任姣姣）记者 4 月 25 日从洛阳市科技局获悉，
在日前于北京召开的 2018 第七届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启动会上，洛阳市再次被确定为该大赛
先进制造行业总决赛举办城市。这是该市第
三次承办这一国家级大赛的行业总决赛。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由科技部、财政部、教
育部、国家网信办和全国工商联共同举办，是
目前国内规模最大、辐射面最广、层次最高、
影响力最强的创新创业赛事活动，也是我国
最大的众创空间和最强的众扶平台。

据悉，2018 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举
办的互联网、新材料、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电
子信息、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6 个行业总决赛，
将分别在杭州、宁波、洛阳、广州、深圳和重庆
6 个城市举办。大赛分初创企业组和成长企
业组两类，并分地方赛和全国总决赛两个阶
段。

过去两年，洛阳市通过举办包括全国双创
大赛等高规格创新创业盛事，营造了浓厚的
创新创业氛围，有效激发了本地科研院所、高
等院校、各类孵化载体、中小微企业、科技服
务 机 构 等 参 与 双 创 的 热 情 ，助 推 了 创 新 发
展。6

本报讯（通讯员 尤太行 朱彦霖）日前，位于
洛新产业集聚区的河南新开源石化管道有限
公司负责人作为“科技创新奖”获奖代表登上
主席台接受表彰。在这次表彰会上，该企业
不仅获得了一个红红的证书，同时还有 20 万
元奖金。

为了表彰最近两年集聚区发展中的先进单
位、突出贡献单位(企业)和个人，新安县洛新产业
集聚区专门召开此次表彰会。会上，108家优秀
企业及单位，149个优秀个人，22个荣获 2017年
度省市县以上荣誉先进单位和个人，奖金总额达
到230万元。

洛新产业集聚区是我省首批省级产业集聚区
之一，规划面积15.26平方公里，主导产业为装备
制造和新材料，发展定位为河南省重要的重型装
备配套产业基地和洛阳市重要的新材料研发生产
集群。

截至目前，该产业集聚区共入驻生产性企业
153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98家。产业集聚
区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1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1个、院士工作站2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家、高新技术企业13家。

“2018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努力，致力于把洛新产业集聚区建设成为全
县科技成果转换的‘加速器’、宜业宜居宜游的‘卫
星城’,中原地区创业创新的‘示范区’”，洛新管委
会主任陈拉锁说。6

荒山换新颜 民俗留“乡愁”
——解析洛阳文化旅游“倒盏现象”

10元钱如何撬动
社会孝善“大蛋糕”

洛新产业集聚区

230万元重奖发展“功臣”

高铁洛阳龙门站通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交通强国，铁路先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职工
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在全面
推进“交通强国、铁路先行”的新征程中展示新作
为。图为该站党总支组织党员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情景 6 管倩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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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张光杰 曲焕平

“子女孝顺是最大的福分，
每个月给点钱，政府再补贴点，
我的晚年生活有保障了，这日
子过着真舒心啊!”近日，洛宁
县罗岭乡路沟村82岁的韩素
琴老人，数着刚发放的孝善养
老金，脸上乐开了花。

韩素琴老人说的生活保
障，指的是洛宁县实行的一项
农村孝老养老模式。

从2018年1月开始，洛宁
县按照“自愿交纳、村级管理、政
府监管”的原则,在全县农村探
索推广“子女自愿交纳赡养费+
财政补贴+帮扶单位资助+爱心
企业和爱心人士捐助”的养老
基金新模式，让农村老年人真
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10元钱+孝心=老人孝善养老金。这个看似平常的
等式，释放的却是大能量。

4月27日，洛宁县底张乡礼村70岁的李正才老人乐
呵呵地告诉记者，“现在，俺每月要到村‘孝善基金’理事
会领取 550元现金，这些钱包含 5个儿女的赡养费 500
元，另外50元则是‘孝善基金’的补贴。这些钱，拿来买
衣服、吃喝，根本花不完。”

“孝善基金”是该县为了引导子女赡养老人尽孝心而
设立的专门基金。按照规定，对于全县70岁以上(含 70
岁)的老人，由其子女根据个人意愿，每人每月向村“孝善
基金”理事会交纳100元赡养费。同时，“孝善基金”按照
10%配套补贴10元，然后再由村“孝善基金”理事会将赡
养费连同补贴发放给老人，每名老人每月最多补贴50元。

“儿女交纳的是100元，发到老人手里时就成了110
元。”礼村村委会主任赵少民介绍说，多出的这10元是补
贴资金。补贴资金由县财政拨付50%，其余50%通过帮
扶单位赞助、社会爱心捐助等方式募集。

“以礼村为例，全村43名70岁以上老人，165名老人
子女，今年第一季度为老人缴纳赡养费45600元。”赵少
民扳着指头说，“照这样计算，每月只需要1650元补贴资
金，全村每个老人每月平均可以领取350余元钱。这样，
老人的生活就有了可靠保障。”

据了解，洛宁县388个行政村共有70岁以上老人约
34200人。目前该县所有行政村都设立了“孝善基金”。
今年，该县预计拿出180余万元，用于老人补贴资金发放。

“现在，每月10日成了孩子们的‘孝老节’。”李正才
老人每月10日都准时到村“孝善基金”理事会领钱，每天
怀里揣着领到的钱，老人高兴得合不拢嘴。

“‘孝善基金’能够按时收缴和发放，得益于洛宁县实
施的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

该县县委书记张献宇介绍，“孝善基金”实行月交月
补。每月 5日前，老人子女将赡养费缴纳至村“孝善基
金”理事会，由村理事会登记造册，汇总统计所需补贴资
金，报乡镇政府核实后拨付财政补贴资金。每月 10日
前，理事会将赡养费和补贴资金发放给老人，并将交纳发
放情况张榜公示。此外，县里还制定了理事会章程范本，
对理事会的职责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按照洛宁县的有关要求，目前全县每个行政村都成
立了“孝善基金”理事会，负责基金的组织领导、运行监管
等工作。理事会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推选产生，
主要由村干部担任理事长。“俺既是村干部，又是村‘孝善
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对‘孝善基金’的收缴和发放工作，
俺可是一丝一毫也不敢马虎。”赵少民说。

“要确保‘孝善基金’长效运行，让全县每个老人满
意，还必须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张献宇介绍说。

目前，洛宁县所有乡镇都成立了“孝善基金”专项工
作小组，由乡镇分管领导担任负责人，扶贫、宣传、民政、
慈善、司法、文化等部门为成员单位，负责各乡镇“孝善基
金”工作的组织实施，并对基金的使用进行监管。

据介绍，“孝善基金”财政补贴资金由各乡镇政府每
季度集中申报一次，由县财政专户拨付。各村的“孝善基
金”也将被纳入村级专用账户，并实行封闭式管理。老人
子女缴纳的赡养费明细、补贴资金发放明细都将在村里
定期张榜公示。同时，洛宁县“孝善基金”工作领导小组
将定期对基金发放等情况进行督导，发现问题将列出清
单，并交由相关乡镇设立台账，逐一解决，确保“孝善基
金”真正发挥作用。

“加强‘孝善基金’管理，促使基金运行全程接受监
督，有利于阳光操作，使‘孝善基金’惠及每一位老年人。”
张献宇说。

记者在礼村文化广场上看到，该村除了常见的村务公开
项目之外，还有一方大红的“光荣榜”格外引人注目：每名老
人有多少子女、子女姓甚名谁、每个子女每月交纳了多少赡
养费、政府补贴了多少等等，都在上面标注得清清楚楚。

“你可别小瞧这张光荣榜，它可是俺动员子女缴纳赡养
费的法宝！”赵少民说，为老年人交纳赡养费，坚持子女自愿
原则，也有个别子女不愿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一些家庭“官
司”缠磨人。但有了这张光荣榜，那些“恶媳妇”“不孝儿子”
脸上挂不住了，都自觉向村理事会缴纳赡养费。

“刚开始的时候，一些子女不理解，认为为了10元钱赡
养费有点小题大做。”涧口乡东村村党支部书记吉虎六深有
感触地说：“我们在发放的时候，敲锣打鼓，还在村里进行广
播，不仅营造出孝善氛围，还能形成示范带动效应，让那些子
女们渐渐认识到这是政府对老年人的一项普惠政策，从而打
消了他们的思想阻碍，并对那些不孝顺的子女形成道德压
力，促使他们尽到赡养义务。”

在推行“孝善基金”工作中，兴华镇兴华村鼓励每个子女每
月为老人交纳200元—300元，自愿按县定标准补贴，并号召党
员干部带头多交赡养费，全村孝善基金参与率达92%以上。

高湾村80岁的代松婵有３个儿子、２个闺女，如今，她
每个月能拿到550元的赡养费。他的小儿子一家是村里的
贫困户。小儿媳妇杨凤萍说：“再穷也不能不养老人，一定要
给儿女做好表率，让孝文化一辈传一辈。”

10元钱撬动了社会孝善的“大蛋糕”！今年第一季度全
县“孝善基金”工作运行状况良好，全县18个乡镇 34231名
70岁以上老人109696名子女，累计缴纳赡养费1109.94万
元，发放补贴资金 90.77 万元，其中，县财政补贴 45.386 万
元，并推动了社会孝老敬老良好风尚的形成。

“‘孝善基金’的推行，为农村老年人真正实现有收入、有
保障、有尊严打下了坚实基础。”洛宁县县长周东柯介绍。6

10元钱能保障老人养老吗

如何保障“孝善基金”长效运行

让敬老孝老在农村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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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孝善基金

子女缴纳孝善基金 韦志阳 摄

群众听取孝善基金政策 韦志阳 摄

倒盏村景区大门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先进制造行业总决赛花落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