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洛阳创业之星大赛启动

百万元大赛奖金等你拿
本报讯（通讯员 王思臣）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

南·洛阳分赛区——2018洛阳创业之星大赛于 5月 30日
正式启动。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办公室、
洛阳市政府、洛阳高新区管委会有关领导和市直相关单位
负责同志，以及400余家企业共计700余人参加大赛启动
仪式。

据介绍，2018洛阳创业之星大赛由洛阳市科学技术
局、洛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洛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
会、洛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青团洛阳市委、洛阳
高新区管委会主办，是一项立足洛阳、辐射中原、面向全国
的创新创业赛事活动。

大赛自 2016年首次成功举办以来，得到社会广泛关
注。本次大赛以“服务大众创业、助力万众创新”为宗旨，
打造创投机构的“选秀台”和创新创业者的“竞技场”，实现
资本与项目广泛、有效对接。大赛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
由深圳南山、北京中关村等地区知名风投机构组成评委全
程参与。目前，大赛组委会已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创业项
目。

本届大赛共设奖金101.5万元，并结合洛阳自创区、自
贸区相关政策，给予本地企业及外地落户项目更全面的创
业政策扶持。在洛阳赛区的基础上，本届大赛增设北京
中关村和深圳两个分赛区，方便更多市外项目就近参赛。
除报名参赛，创业者们还能免费参加大赛组织的包括企业
融资需求解析、区块链行业趋势座谈会、企业法律服务咨
询会、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咨询会、企业财税知识分享会、
PPT培训大讲堂、企业商业模式梳理、项目实战路演等在
内的一系列创业培训公益活动。7

201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如何让党的十九大精神真

正“走”进广大群众心坎里？

今年以来，洛阳市把讲习所建设作为“河

洛党建计划”的重要举措，列入 2018年基层

党建十件实事加以推进，以“学习新思想、掌

握新本领、创造新业绩”为宗旨，在基层全面

建设新时代“三新”讲习所，使党的十九大精

神走进农家院落、田间地头和生产一线……

截至 5月底，全市各县（市）区累计挂牌

设立新时代“三新”讲习所 4271 个，覆盖

96.5%的农村（社区）和 18个省级以上产业

聚集区，推动 1.87 万名党员干部、优秀人才

登台讲党课，累计开展讲习活动 1万余场次，

参与党员群众36.4万人次。

新时代思想之火，正以燎原之势在河洛

大地的广大党员群众心中蔓延。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陈怡平 杨孟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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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全面建设新时代“三新”讲习所

让党的声音进万家

6月 4日下午，在伊滨区寇店镇水泉村的新时代
“三新”讲习所内，村党总支书记王丰奇正在为该村党
员群众讲习全国两会精神和贴近群众的金融惠农业
务办理、产品介绍等内容。

村民师光耀激动地说：“讲习课不仅让我们学到
了全国‘两会’精神，还学到金融惠民知识，讲习课让
党群服务中心成了村子里最凝聚人心的地方。”

如今，伊滨区已挂牌设立 106 个新时代“三新”
讲习所，组建讲习队 540 支，实现了村级讲习全覆
盖。

在栾川，该县探索整合各类资源，按照“六有”标
准，规范讲习场所、丰富讲习课程、组建专家讲习队
伍，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线，配套讲
习脱贫攻坚政策、农业技术等实用知识。目前，该县
已在村（社区）党支部开办新时代“三新”讲习所 104
个，讲习队伍成员 508名，实现贫困村全覆盖。

“如何让党的十九大精神更通俗易懂，是我们探
索设立讲习所的初衷。”栾川县委组织部负责人表
示。

伊滨区、栾川县等地的尝试，让讲习聚起了人
气，将党的声音及时送到乡村每个角落，让“不想学、
没处学”成为过去。大家参与的热情持续高涨、学习
的实效得到保障，一个个“民心大课堂”成为见证党群
心连心、手牵手的生动实践。

讲习所重点讲什么？
洛龙区定鼎门社区在课程设置上，制定年度、季度学习

计划，设置红色课程、文化课程、实践课程等各类课程，真正
将党的声音传达、贯彻、落实到基层。同时，他们还开设声
乐、书画、舞蹈、亲子教育等群众喜爱的特色课程。6月 3
日，刚刚听完声乐课的居民汤淑霞兴奋地说：“在咱们讲习
所，不但能了解到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还能学到自己喜欢
的美术和声乐知识，真是太开心了。”

洛阳市委组织部负责同志介绍，各讲习所要紧贴改革
发展和党员群众思想实际，把感党恩作为重点内容，通过
讲党的历史、革命先烈故事、党领导人民取得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成就、党领导下我们身边的变化等，抓好政策普及、
思想政治、文明道德、创业致富、实用技能、科学知识、精神
文化、民主法治、民风民俗和健康卫生等十大教育内容。

要想让讲习深入人心，讲师队伍是关键。涧西区委组
织部负责人表示，该区牢牢把握讲师队伍建设这一关键所
在，充分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放式组织生活基地、“草
根能人库”等载体，深入挖掘辖区内的模范人物，邀请心理
咨询师协会、市委党校等区外的专家、教授等，打造由党员
干部、先进模范、草根能人和社会组织等四类群体组成的讲
师队伍，为讲习所提供坚实的师资保障。

截至目前，洛阳市已有15189名基层党组织书记、驻
村第一书记、“两代表一委员”等优秀人才参与讲习活
动。正是有了这样一群甘于奉献、带动能力强的讲师，才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居民积极参与。

瞄准重点
使“有啥讲、有人讲”成为常态

用好用活讲习所,创新形式是关键。为使讲习所永葆
“活力”，洛阳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探索，取得良好成效。

“十九大精神催奋进，党和人民有干劲，大会主题很
鲜明，不忘初心表忠诚……”6月初，在宜阳县盐镇乡李寨
村，流动讲习所的一场活动中，随着讲习员的唱词，现场
群众情绪高涨。

宜阳县以党员群众需求为导向，整合各类教育培训资
源，除流动讲习外，还巧用官微、官博、公众号，全方位宣传解
读党的十九大精神、惠农政策。目前该县已建成新时代“三
新”讲习所513个，为基层打造出一支“不走的讲习队”。

建设新时代“三新”讲习所，发挥作用是根本。
伊滨区庞村镇以钢制家具产业基地为依托，创新开设

电子商务讲习课程，累计培训学员1450人，指导学员开设
淘宝店铺931家，新增就业岗位2300多个，线上交易额较
去年同期同比增长28.8%,突破了 1.5亿元。庞村镇荣获

“中国淘宝镇”称号，实现我省淘宝镇“零”的突破。
栾川县潭头镇拨云岭村，在村党支部书记杨来法的带

领下，学“两会精神”、学脱贫知识，村里1000多亩耕地全
部改种核桃，树下套种牡丹，花下养柴鸡，利用生态资源和
民居小院发展休闲旅游，农民腰包也越来越鼓。

汝阳县刘店镇结合党员群众需求提供菜单式服务，
聘请专家，实地进行相关农业技术培训，许多党员当场就
下决心，今年要带头交上一份脱贫“作业”。

…………
洛阳市委组织部负责同志介绍，力争到今年年底前

实现全市各领域基层党组织“三新”讲习所全覆盖，真正
将新时代“三新”讲习所办成凝聚党心民心的“大阵地”、
开启民智民富的“大课堂”。7

把握要点
使“学有获、做有效”成为现实

中船重工七二五研究所

“动车组文化”让发展动力十足
□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本报通讯员 张志恒

近年来，中船重工第七二五研究所的
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军民结合、科
技产业化跨越式发展，在与世界一流对手
对阵中为“中国创造”树起一面旗帜。

是什么让七二五所创造了奇迹？
是改革，是创新。但其背后，还有一个

最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因素：看不见、摸不着
却无处不在的企业文化——“动车组”文化。

6月 4日，记者走进七二五所，亲身感
受“动车组”文化。

人人尽责 增强团队自主动力

47岁的崔永杰，是七二五所一名普通
焊接工人。前不久，他刚被研究所聘为主
任技师。目标责任书规定：他只要带好队

伍，出科技成果，就可以享受和研究所副所
长一样的收入待遇。

“在我们这里有一种文化氛围，大家都
乐意干，争着干。”崔永杰说。

据了解，在 2010年年底总结企业文化
的发展规划会上，针对部分员工存在的

“等、靠、要”问题，七二五所首次提出“动车
组”文化的概念。

“‘动车组’文化可以概括为‘同向同
频、协调互助、整体驱动、和谐统一’，是全
所‘第三次创业’的文化结晶，目的就是让
每名员工、每个团队增强自主动力，形成人
人尽责的氛围，引领企业创新发展”，所长
马玉璞对“动车组”文化有着深刻理解。

随着企业文化不断为职工接受，大家
不断自我加压，群策群力。争利益的少了，
提建议的多了；“等、靠、要”的人少了，比思
路新、比绩效好的多了。

“一所两制” 保障员工人尽其才

实现企业的综合发展，让员工人尽其
才，是“动车组文化”的另一重要内涵。

54岁的高灵清，前几天主动辞去科室
“一把手”，选择了“学科带头人”的新职位
就任。这“一辞一就”，让老高不仅可以安
心搞科研，收入也比之前更高了。

为拓宽员工发展渠道，七二五所经过
多年探索、试验、试点，在创新体制机制方
面首创“一所两制”。

在岗位设置上，科研与经营、科研与产
业分立，设置管理、技术、技能、经营和支持
五个岗位序列，且不能兼职，实行“分本记
账”“分锅吃”。科研见长的可以主攻科研，
有经营头脑的主打经营，能工巧匠们则安
心主攻生产。员工收入与贡献挂钩，与社
会接轨，每个序列都有高薪，人人都有发展

机会。
在科研评价体系上，实行从“重成果奖

和论文”转变为“注重成果创新和成果转
化”，把应用技术的评价交给市场。

全新的考核机制，激发了一线研发
人员面向市场的创新创业热情，科研成
果迎来井喷：2011 年至 2017 年，该所累
计 开 发 新 产 品、新 技 术 近 500 项 ，实 现
成 果 转 化 400 余 项 ；申 请 专 利 1594 余
项，其中发明专利 1203 余项。连续 12
年入选我省百强企业，2017 年获得全国
质量奖。

“是坚持不懈的‘动车组’文化建设
增强了我们的软实力，成为我们发展的
一个重要支撑。这种实力买不来、拿不
去、拆不开、带不走、流不掉，却可让企业
核心竞争力无限延伸。”马玉璞自豪地
说。7

我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文化
发展战略研讨会在洛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 宋海旺 郑佳佳）为贯彻落实乡村振
兴战略，提高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水平，近日，由省文化厅主
办，洛阳师范学院、省公共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河南省乡
村振兴与乡村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在洛阳师范学院召开。

文化和旅游部、省文化厅相关负责人，来自华中师范
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的专家学者，以及省图书馆、
省文化馆、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和全省各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文广新局负责人参加会议。

研讨会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徐勇、
北京大学教授李国新、省公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时明德、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教授阮可、北京大学中国政府治理研究
中心副主任钱元强等专家学者，围绕“乡村振兴与乡村文
化发展”这一主题，从不同角度作精彩的学术报告。舞钢
市文广新局负责人作基层文化建设经验汇报。7

偃师

廉政雕塑多 Logo获点赞
本报讯（通讯员 牛朝霞 王祝鹏）连日来，在偃师市，

随着廉政文化建设项目不断推进，该市华夏广场、绿荫广
场、康体广场、体育公园等地，一座座精美的廉政雕塑，吸
引不少市民前来观看。细心的市民发现，这些雕塑上面都
有一个造型精美、寓意深刻的廉政Logo。

“从整体上看是个‘鼎’字造型，上面有一朵莲花，应该
是代表清廉的意思。”市民刘先生边琢磨边点赞廉政 Lo-
go，“设计上融入了偃师特色，又结合了博大精深的中华
文化，真心不错。”

据了解，该廉政Logo设计主题为“偃仰天地，师廉而
行”。“鼎”字形图案代表古都偃师——1987年出土于偃师
二里头遗址的青铜网纹鼎，是我国现存发现年代最早的青
铜鼎，被誉为“华夏第一鼎”。“鼎”字上方的“目”，设计为一
朵莲花造型，寓意“鼎立华夏，廉传千秋”。另外“鼎”与

“顶”同音，既有革故鼎新之意，也有顶天立地之意。圆形
图案下方为“偃仰天地，师廉而行”八个篆体字，巧妙嵌入

“偃师”二字。整个 Logo寓意为：做人仰不愧天，俯不愧
地，以古今勤廉楷模为师，廉洁从政，清白做人。

据了解，廉政文化建设项目是偃师市百城提质重点项
目之一。该项目总投资 300余万元，分别在华夏广场、绿
荫广场、康体广场、体育公园以及华夏路沿线建设包括“与
廉同行”“百贤迎廉”及“偃师先贤”等艺术造型、石刻、雕塑
等，着力打造“廉政文化”一条街，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
围。7

瀍河区

一本漫画集 警示明纪律
本报讯（通讯员 苗雯 王少峰）“百姓生计等闲视，终

受严惩方知耻”“超标配备办公房，八项规定置一旁。三令
五申不管用，纪律处分最应当”……日前，洛阳市瀍河区编
印发放《警示教育·漫画集》，用漫画形式开展警示教育，赢
得广大党员干部好评。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瀍河
区精心组织创作《警示教育·漫画集》，以“漫画+诗句+案
例”的形式，将发生在身边的以权谋私、收受贿赂、欺上瞒
下、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等案例，生动呈现，图文并茂、发人
深省。

瀍河区纪委监察委有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发放警示教
育漫画集，引导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对照思考，吸取深
刻教训，以廉政文化建设新成效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上台
阶，努力形成尊廉崇廉守廉的良好氛围，为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清风正气。

“把警示教育漫画集带在身边，不仅便于随时学习，警
示教育作用也更明显。”参加漫画读本学习讨论的该区五
股路办事处纪检干部柴安妮说。7

地方传真

找准痛点
使“不想学、没处学”成为过去

庙子镇庄子村“三新”讲习所组织党员开展“四个合
格”党员标准讲习

偃师市卫计委新时代“三新”讲习所制度上墙

洛龙区学府街道办事处大学城社区学府讲堂里的
葫芦丝兴趣班

涧西区武汉路街道办事处组织辖区党员群众在“三新”讲习所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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