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好 攻坚战

□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乔永峰

刘雨震

建设美丽古城，让

人民生活更美好。

5月 21日，修葺一

新的洛阳老城区民主

街，两侧的店铺在仿古

牌坊、青砖黛瓦、飞檐画

栋映衬下，显现出独特

的魅力。义勇街两侧建

起的“居民庭院”，草绿

竹青、绿意盎然，让人不

自觉地像走进了园林别

院。“没想到短短一个月

时间，俺们这里变化真

大。经过这一改造，古

色古香气息出来了，游

客也多了，大家感觉更

有奔头了。”在老城区民

主街居住了 20多年的

任慧志一提起民主街改

造提升就赞不绝口。

硬件改造，让千年老城焕发“年轻态”

城市发展需要产业支撑，才能以业
“兴”城。

特富特电磁设备洛阳基地项目是老
城区工业创新的重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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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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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招商引资到手续办理、开工
建设、竣工投产全过程动态跟踪服务，以
优良的作风、优质的服务推动项目早建
成、早达效，创造了项目建设的“老城速
度”。

“干部雷厉风行、敢担当、效率高，给
我留下很深印象，也让我们这个项目实
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
年见效。我为老城区点赞！”回忆起选择
老城区兴业的经历，特富特洛阳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李晖介绍。

“作风是凝聚力，作风是战斗力。我
们着力在‘治不为’上下功夫，真正抓住

‘不落实’的人，盯住‘不落实’的事，查找
‘不落实’的因，追究‘不落实’的责，以抓
‘不落实’来促进工作落实，用全区干部
的‘辛苦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
老城区委书记杨劭春如是说。

责任担当，老城渐新。一个文化厚
重、充满智慧、活力四射、品质汇聚、幸福
和谐的老城区，正迈开矫健的步伐昂首
走来！8

城市品质的提升，生态环境也是关
键一环。

为了能够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这场攻坚战，老城区多次召开大气污
染防治推进会，传达贯彻省市会议精
神。区主要负责人更是经常带队一线督
查、夜间突击暗访、走街串巷挨门挨户排
查，随时通过微信工作群通报问题点位，
现场交办相关部门，指定责任人快速治
理整改，高效推进工作落实。

区主要领导经常深入工地一线走访
调研，现场协调推进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问题，“找（区委）书记到工地、找区长到
现场，找（办事处）书记到工地、找主任到

街巷”已成为老城区工作常态。
进入冲刺阶段后，老城区更是连续

召开决战30天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冲刺
动员部署会、决战15天动员会等实现以
会促改的目的，并通过打造一支与时俱
进的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推动工作落
实，最终在全区上下共同努力下，锲而不
舍、一鼓作气，最终超额完成2017年的
大气污染防治目标任务。

“大气污染防治是一项长期艰巨的
任务，我们发挥钉钉子精神，各项工作往
深处想往实里干，劲往一处使，就没有什
么困难克服不了。”老城区一改造提升工
程有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老城区以留住老洛阳“底
片”，建好新洛阳“客厅”为引领，着力打
造绿亮净美畅的宜居环境。借助文明城
市创建和“百城提质”建设工程带来的机
遇，老城区把以人为本、传承历史、“城市
双修”等理念融入发展全过程，突出以

“文”化城，加强历史街区、背街小巷改
造，切实留住“老城老街老巷子，老墙老
院老房子，老门老户老名字，老号老店老
铺子”的老城记忆。今年以来，老城区重
点对民主街、中州路等道路沿街立面进
行古韵新风改造，对沿街违章建筑及广
告牌进行了拆除，还改变了以往沿街建
筑风格单一，外观陈旧的面貌，不断提升
了市容环境，提高城市品位。

作为老城区交通主干道之一的中州
东路，是外地游客来老城后的必经之
地。西起九龙鼎，东至新街，在不到1.6

公里的范围内，登丽景门、串十字街、逛
洛邑古城、访民俗故居是外地游客到老
城游玩的日常线路。为突出古都洛阳特
色，展示洛阳形象和风采。老城区启动
了中州路沿线改造提升。工程总投资约
1.3亿元，立面改造11余万平方米，大型
楼体 35栋 。以河洛古风为主，建筑外
墙将贴上古香古色的灰砖或重新粉刷油
漆，搭配仿古屋檐，并点缀上醒目的红色
圆柱及雕花栏杆等。通过改造，如今的
中州东路老城段俨然已成为“传统与现
代交汇，古韵与新风交融”的一道亮丽风
景线。

硬件改造不仅带来了城市品质的提
升，更让文旅融合效应凸显，让千年老城
焕发出“年轻态”。老城不“老”是逐渐成
为外地来洛游客的普遍印象，直接带来
文化旅游市场火爆。

□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本报通讯员 秦阳

5月 10日-14日，第十四届中国（深
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
办。文博会上，“洛阳礼物”博物馆之
都、杜康小酒、牡丹香、洛阳八景瓷板画
等系列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其中，“洛阳
礼物”文创产品系首次在文博会亮相，赢
得了中国顶级文化产业界的广泛关注和
认可。

据悉，洛阳展馆在展台设计上，采用
立体字的方式展现了定都于洛阳的十三
个朝代，突出了洛阳“千年古都、牡丹花

城”的城市定位，鲜明凸显了洛阳作为十
三朝古都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城市文化特
色。在展示内容上，突出“博物馆之都”

“洛阳礼物”等特色文化，充分展现了洛阳
在构建文化传承创新体系和国际文化旅
游名城建设上取得的成绩，在华夏历史文
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新进展。洛阳市11
家本土特色文化企业在72平方米的城市
展厅集中亮相，一批特色文化产品、非遗
产品和文化产业招商引资意向项目进行
了集中展示。

“把博物馆文物资源利用起来做文创
产品，很有创意。”一位江苏客商对“博物

馆之都”系列文创产品爱不释手，发出由
衷赞叹。展位前吸引了不少参展商和各
界人士纷纷驻足观望。

据了解，打造更有品位、更高质量的
洛阳城市礼物，是提升洛阳文化旅游产
业的重要内容之一。按照洛阳市委、市
政府关于打造文化旅游产品品牌的要
求，洛阳旅发集团旗下的洛阳礼物研究
院在 2016 年 12月成立。该研究院通过
挖掘特色旅游资源，结合艺术创造与工
艺创新，从商品包装、设计风格、文化内
涵以及使用价值等方面对洛阳的特色旅
游商品进行科学整合，推出了“洛阳礼

物”系列产品。如今，产品体系已涵盖工
艺品、家具、儿童玩具、卡通动漫、城市
记忆、地标建筑及酒类、茶具等 200多个
种类，

“‘洛阳礼物’文创产品依托洛阳深厚
历史文化、地域特色和现代旅游消费特
点，集功能性、特色性、文化性于一体的文
创品牌，开创了建立中国城市礼物专项研
发、推广等体系的先河。我们首次参加文
博会，就有多家省市博物馆及知名企业表
达出浓厚合作意向，这为洛阳文创产品

‘走出去’提供了重要契机。”洛阳旅发集
团负责人说。8

“洛阳礼物”首次亮相文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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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葛高远）“再过半月就该发工资了。这月能领
到1800元左右吧。”5月21日上午，在伊川县鸦岭镇殷沟村昊辉
服装有限公司门口，我们见到了准时上班的已脱贫户尹小利。

像尹小利一样在家门口打工，通过产业扶贫摘掉贫困帽子
的贫困户在伊川还有很多。是产业扶贫让她们鼓起了腰包，也
使她们所在的贫困村顺利脱贫退出。

伊川县是省级贫困县，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村60个、贫困人口
17563户 68134人。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脱真贫、真脱
贫”要求，搞好顶层设计，从创新工作举措、强化产业扶贫、完善政
策措施、压实扶贫责任等方面下功夫，取得了阶段性攻坚成果。
2017年脱贫10个村3729户15290人，累计退出贫困村38个，目
前还有贫困人口7865户、27479人，贫困发生率为3.73%。

“‘短、平、快’的扶贫项目固然在很短时间内就能见到效
益，但作为长久之计，还是要把产业扶贫作为根本抓手，建立完
善利益联结机制，把贫困户聚集到扶贫产业链上。”伊川县委负
责人说。为此，伊川县实施了产业扶贫“五个一批”工程，让贫
困群众充分享受到了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择优培育一批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伊川县目前已经成
立135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其中养殖合作社95个、种植合作社
40个，带动贫困户2700余户。

建设提升了一批劳动密集型带贫企业。整合资金3200万
元、带动社会资本建成投用扶贫就业帮扶基地170个，带动贫困
户2800余户，培育了一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生力军。

建成并网了一批光伏扶贫电站。投资2.1亿元，建成村级
光伏扶贫电站 84个、产业集聚区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 1个，
2017年 6月底前全部并网发电，装机容量30.2兆瓦，带动贫困
户3814户，户均收益可达3000元左右；同时，投资4400余万元
建成户用分布式5—7千瓦光伏扶贫电站1800余个。

做大做强了一批畜牧龙头企业。目前投资2.86亿元，建成了鑫
川牧业、成兴牧业、辰涛牧业、新大牧业等畜牧龙头，带动贫困户
4000余户。其中新大牧业家庭农场214个、涉及12个乡镇26个
村，建成养殖小区28个，进猪15.8万头，2018年将达到年出栏生猪
百万头规模，伊川将成为全国生猪调出大县；鑫川牧业白沙镇和鸦
岭镇1万只澳湖一代种羊已进入，成兴牧业建成25个养殖大棚、第
一批500头西门塔尔繁育母牛已进入，辰涛牧业建成万头养殖单体
棚、第一批360头安格斯育肥牛已经进场。着力打造了一批农村电
子商务企业，以县供销社为主体，依托“买乐买”电子商务企业投资
1200余万元，60个贫困村实现农村电子商务网点全覆盖。8

本报讯（通讯员 张珂）近日，宜阳县董王庄乡前村村民王
广灿家里比往常热闹了许多。两排电动缝纫机整齐列阵，10余
名女工忙而不乱，一块块服装面料在缝纫机板上来回穿梭，一
件件崭新的童装渐渐成型。“来料加工给咱们圆了脱贫梦”，“厂
长”王广灿说，最近订单尤其多，他忙着剪线头、扎捆、打包，准
备发货。

他指着整齐摆放着的一大包半成品衣料，掰着指头算起了“脱
贫账”：“从机器买回来，订单就没咋断过，人家提供半成品衣料，咱
们给加工成型，一件简单的加工费十块八块，费事点的单加工费就
十几块钱，一个订单好几百件，俺家就靠这来料加工，去年脱了
贫”，灿烂的笑容让两鬓斑白的王广灿似乎一下子年轻了很多。

这样的笑容，放在以前，是怎么也不会出现在王家人脸上
的。王广灿的父亲自幼残疾，母亲患有眼疾，他和妻子还要时
不时照顾年老病弱的岳父岳母，再加上三个正上学的子女，重
担压得王广灿喘不过气来。

正当王广灿一筹莫展之际，宜阳县科技局派驻前村第一书记
谷志飞直接上门，全程帮办，为他申请了5万元无担保抵押、政府贴
息的扶贫贷款。2016年12月，王广灿在自家开起了来料加工厂。

今年，他又借款购置了12台缝纫机和锁边机，准备扩大生
产规模，可家中无闲置房屋，只能放在院子里。谷志飞发现老
王的难处后，和村干部商量，准备把老村委会房子收拾出来给
王广灿开个“分厂”。

谈起未来，王广灿信心满满，他开上三轮车，带着一大包加工
好的童装去送货，他的身影渐渐消失不见，眼前的路却越走越宽。

通过来料加工“加”出脱贫路的贫困户，王广灿只是其中一个。
近年，宜阳县将招商引资与扶贫工作有机结合，通过出台和用

好《宜阳县人民政府关于新进带贫类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若干
意见》，积极对接义乌小商品加工企业，建成浙商产业园1个，扶
贫产业园1个，来料加工培训基地1个，扶贫车间123个，通过浙
商产业园、扶贫产业园近10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和各乡镇123
个扶贫车间，又先后引进了香港进选公司针织服装扶贫项目、深
圳富隆特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体育用品扶贫项目等一批来料加工
项目，加快吸引服装、鞋、帽、饰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入驻，实
现扶贫工作和资源的有效利用的有机结合和可持续发展。

各贫困村分布着规模不一的来料加工点，全县构建了“县
有扶贫产业园—乡镇有产业（就业）园区—村有产业扶贫基地”
的三级产业格局，带动贫困人口就业1019人实现稳定增收，为
贫困户铺就一条简单易行、见效周期短、效益高的脱贫路。8

伊川县：

产业扶贫鼓起贫困户腰包

宜阳县：

来料加工“加”出脱贫新路

近日，在位于洛宁县河底镇的德青源(洛宁)金鸡扶贫产
业园，月工资3000元的贫困户刘月瑛正在分拣鸡蛋。

该项目采用“政府+龙头企业+合作银行+合作社+贫困
户”的“五位一体”扶贫帮扶模式，直接帮扶贫困户就业30余
人，带动600余户贫困户户均增收7000元。8

啃下硬骨头，让天空更美丽

实干担当，提升发展活力

丽景门内外游人如织 常世峰 摄

深挖洛阳历史文化资源，精心打造出洛邑古城

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力度

巡防队员执勤巡逻中

洛阳特福特电磁器件生产车间

修葺一新的民主街修葺一新的民主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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