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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通讯员 李方亮）6月 7
日，记者从位于洛阳的航空工业光电所获悉，日前该所正式
收到美国性能审查协会、国际著名航空工业权威认证机构
(PRl)颁发的Nadcap认证证书，成为在电路板组装过程方面
的国内第10家、省内首家通过该项国际认证的单位。

据悉，Nadcap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和国防合同方授信
项目”的英文缩写，是对航空航天工业的特殊产品和工艺的
认证。其宗旨是以通用的第三方认证解决方案代替各自对
供应商进行重复的特种工艺审查认证，以有效地降低其供应
商发展成本和潜在风险。空中客车公司、波音公司、普惠、
罗-罗等都是Nadcap共同体成员中享有较高声誉的跨国公
司，取得该认证已成为国际知名航空航天企业对供应商的必
然要求。该认证已成为国际航空航天行业先进工艺能力水
平和产品质量可靠的代名词，目前全球仅有 92家公司取得
该认证证书。

航空工业光电所成立于 1970年 5月 10日，隶属于中国
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国唯一的以火力控制系统总体
技术为核心的火控系统和光电系统专业研究所。自2015年
4月认证项目开展以来，航空工业光电所多个部门与团队齐
心协力，攻坚克难，持续开展了场地升级改造、设备更新换
代、取得符合美标及欧标静电防护规范认证证书、补充编制
各类文件100余份、培训人员近400人次、取得各类 IPC证书
110余份等各项认证相关工作。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与完善，
认证工作终于取得成功。7

航空工业光电所
省内首家通过国际Nadcap认证

地方传真

“3D智能机器打印出来的蛋饼，图案和口味一样正宗，
好吃!”6月 9日，在洛阳市首届工业机器人技术博览交流会
现场，前来围观的付玲霞对眼前3D机器打印出来的“美味”
赞不绝口。7 王雪娜 王以震 摄

凝神聚力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通讯员 张媛媛）为有创业意愿、发展前景好但
资金不足的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全年救助困难职工（农民
工）子女 4000名，推动城市环卫工人免费体检全覆盖……6
月7日上午，洛阳市总工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对社会公布
2018年推进落实服务职工群众“21件实事”。

作为老工业基地，洛阳市现有建档立卡城镇困难职工
21195户，其中因缺乏劳动力致困的约占总数的 32%，因病
致困的约占26%。为发挥工会“娘家人”作用，洛阳市总工会
积极整合资源为城镇困难职工提供一系列切合实际的帮扶
措施。

这批公布的实事涵盖“帮扶救助、技能提升、维权服务、
生活服务、文体服务”等方面。其中，常年居住在城区的农民
工家庭首次被纳入城镇困难职工精准扶贫帮扶范围。凡是
加入工会组织、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按务工地标准符合
城市困难职工条件之一的农民工家庭，既便没有城镇户口，
也同样被认定为城镇困难职工家庭，享受相关的帮扶政策。
与此同时，对于新产生的困难职工，洛阳市将按照困难职工
认定标准，坚持“先建档、后帮扶、依档施助”的原则，同步建
档立卡、同步实施帮扶、同步解困脱困。

“今年我们将以‘21件实事’为抓手，联合人社、民政、残联
等部门，通过重点实施城市困难职工脱困帮扶、城市环卫工人
关爱等六大工程，重点解决‘生活难、就业难、居住难、上学难、
看病难’等问题，让2万余户城镇困难职工与全市人民一道进
入全面小康社会。”洛阳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7

品尝3D打印“高科技”美味

按投资金额的
2%给予奖励

5万
核心产业企业
引进博士学历
人员给予5万
元的安家补助

洛阳开展“夏季攻势”重拳治理扬尘污染

瀍河区

多举措严守生态红线

孟津县

力推秸秆禁烧
□本报通讯员 郑占波

当前，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秸秆禁烧
进入关键时期。孟津县采取秸秆粉碎还田、
牛羊过腹还田、集中堆集沤肥还田等多种

“堵疏并重”的方式，实现从“以禁促用”到
“以用促禁”的转变，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农村增绿，确保空气质量优良。

为打好秸秆综合利用主动仗，该县新出台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办法，优化推进秸秆
机械化还田，在城镇和旅游景点周边、高速公
路和铁路沿线等重点区域开展秸秆机械化还
田示范片建设，在县域范围内优先安排秸秆机
械化还田相关项目，规范技术工艺流程，推进
农机装备、农业技术、农业信息化在秸秆还田
中的集成应用，科学采用粉碎还田、深翻深耕
旋耕等方式，提高耕地质量，提升利用效果。

同时，该县启动督查单位责任人包镇机
制，蓝天卫士 24小时双人值班制等有效措
施，实现禁烧无盲点，监控无盲区，确保不发
生重大焚烧事情。建成县级禁烧监控中心
及 10个镇级禁烧监控平台，实行 24小时不
间断监控。依托监控设施成立 133个由一
名镇包村干部为队长、几名村干部为成员的
应急分队。

孟津县的奶牛、肉牛，肉羊等饲养量达
30多万头（只），秸秆养畜过腹还田已成该县
秸秆综合利用的一项主要措施。在会盟镇的
帝源养殖专业合作社里，2万多捆被打碎的
秸秆整齐摆放在仓库里，稍作加工就能成为
上好的牛饲料。总经理兰应水告诉记者，合
作社养了5000多头牛，一到夏收时节，就会
收购老百姓手上的秸秆。据了解，全县约有
5%的秸秆被养殖场回收，其余 95%全部还
田。农民堆积在地头多余的秸秆，有县农业
局统一收集填埋。7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陈应召 苟华云

记者6月12日从洛阳市洛龙区政府获
悉，新近出台的《洛阳大数据产业园扶持政
策》（以下简称《扶持政策》），将列支10亿元
专项资金支持洛阳大数据产业园发展，并设
立3亿元大数据产业引导基金，“重金”打造
中西部地区大数据产业基地，建设特色突
出、功能齐备、全国领先的“中原数谷”。

据介绍，作为“一五”时期国家重点布
局的工业基地，洛阳凭借着经济总量、人才
储备等方面诸多优势,近年来大数据产业
快速发展。2016年，以河南省成为首批国
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契机，洛阳市在
洛龙区启动建设洛阳大数据产业园。目前
已有中国移动中原大数据云计算中心、中
移在线众创孵化平台、洛阳恒生科技园等
800多家大数据企业集聚洛阳大数据产业
园，就业人数达12000人。

《扶持政策》共有12项优惠政策，在电
价房租、人才引进、创新创业等方面对大数

据产业提供全方位支持。
其中，电价优惠，对符合条件的大数据

产业相关企业，可经洛阳市、区政府部门协调
享受省发改、电力部门确定的直购电交易电
价；房租补贴，对租用办公或生产用房的大数
据产业相关企业，房租连续三年分别按每月
每平方米30元、25元、20元的标准给予补
贴；经营奖励，自新企业入驻产生经济效益之
日起连续三年，分别按实际缴纳地方税收区
级留成部分（非建设类）的100%、80%、60%
给予奖励；数据中心补贴，园区内建设1500
个标准机架以上数据中心的企业按照机房
面积给予一次性100元/平方米，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奖励。对于租用机架或服务器的项
目，前三年每年补贴租赁费用的10%，年最
高不超过100万元补贴。

在智力支持方面，对人才引进及落户和
大学生创新创业方面，分别提供人才补贴、落
户支持和创业补贴。政策规定，对园区内核
心产业企业引进的具有硕士学历人员给予3
万元的安家补助，博士学历人员给予5万元
的安家补助；对在大数据产业园就业的紧缺

型人才，经园区企业确认正式就业后，分别按
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学历每人每月发放生
活补贴6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
连续补贴不超过12个月。与大数据产业相
关的大中专以上院校和职业（技工）院校毕业
生可直接落户洛龙区。对在产业园就业的
本科以上大学生，由所在单位申请，区住建部
门免费提供一年公租房或者给予相应住房
补贴。每年提供不低于2亿元的小额担保贷
款，用于支持大数据产业园内大学生创新创
业。对大中专毕业生首次创办企业的，自工
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给
予一次性5000元标准的开业补贴。

此外，政策还鼓励支持洛阳市所有财
政支出的大数据采购项目，优先向园区内
企业采购或入驻产业园区；对各类股权投
资基金投资大数据产业园内种子期、初创
期企业按其投资金额的2%给予奖励，最高
奖励不超过 100万元；大数据产业园内企
业所获省、市政策奖补资金，洛龙区财政按
50%配套，单项最高不超过500万元。7

题图摄影 苟华云

洛阳总工会
21件实事帮扶城镇职工群众

盘活闲置物资 捐赠贫困地区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6月 12日，“益心一益·

守护梦想每一步”2018年四方合作发布仪式在洛阳举行，京
东集团旗下品质二手交易平台拍拍二手携手奥康、洛阳市扶
贫开发协会、北京魔彼斯塔克将共同打造“互联网+公益”生
态链。

据悉，自《慈善法》颁布以来，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迅
速，社会捐赠总量稳步增长，但是捐赠方式仍以货币及有价
证券为主，物资捐赠不足三分之一。同时，社会库存商品和
闲置物资却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绝大多数处于未盘活状
态，数量稀少的物资捐赠和庞大的物资闲置之间形成巨大的
反差。如何盘活体量庞大的闲置物资，使其能够到达真正需
要的人手中，做到物尽其用，已成为公益慈善事业中亟须解
决的问题。二手交易平台拍拍将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推动各
方合作伙伴在公益事业中的深度合作，帮助企业及个人进行
闲置物资的调剂利用，提高公益救助效率，实现闲置物资的
精准利用。

据了解，此次奥康集团捐赠2万双皮鞋，对于洛阳贫困地
区的改善有着重要作用，一部分直接捐赠，另一部分通过“拍
拍就爱公益”进行义卖，获得的善款也会用来支持贫困地区
的建设。7

□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工地扬尘在线监控、道路除尘清洁
监 控 平 台 全 覆 盖 、污 染 处 罚“ 黑 名
单”……6月12日，记者从洛阳市扬尘污
染防控办公室获悉，洛阳市将开展为期
1 个月的扬尘污染治理“夏季攻势”行
动，对施工工地扬尘污染治理做出具体
要求。

根据洛阳市出台的扬尘污染治理方
案，各施工工地必须遵循开工前“六个到
位”、施工中“七个百分之百”、施工现场

“两个禁止”三项基本要求，全面落实工
地开复工验收、扬尘在线监控、“三员”管
理及扬尘防治预算管理四项机制。

在征迁工地扬尘污染治理方面，全
面落实申报备案、会商研判、会商反馈、
规范作业、综合处理“五步工作法”，对大
体量、大面积的征迁工地，一律实行雨天
集中征迁；对城乡接合部的征迁，坚持以
天气、风向、污染指数为导向的征迁会商
机制，研究征迁工作时间、作业方法等；
对主城区人口稠密、紧邻要道、难以采取
湿法的建筑物，尽可能利用雨天进行征
迁作业。

在线性工地扬尘管控方面，地铁施
工、交通道路、市政工程等线性施工工地
要制订科学合理的方案，采取分条分段
作业、流水作业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扬
尘污染。

据了解，洛阳市深入开展城市清洁
行动，加大机械化清扫保洁及洒水频次，
对主次干道和重点部位实施“定人、定
点、定时、定责”，定期组织“以克论净”考
核评定，实施精细化保洁。

方案明确，住宅小区、居民庭院、车
站广场、商业步行街、铁路沿线等区域，
要达到垃圾收集容器配置足量合理，生
活垃圾定点投放、定时清运，无积尘、无
垃圾堆积的标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社区、居民小区要开展“周五大扫除
活动”，对道路、广场、商业步行街等各种
设施进行全面彻底的冲洗保洁，达到无
白色垃圾、无灰尘、无泥沙、无积水、下水
道畅通。

在“夏季攻势”行动期间，洛阳市将
对扬尘污染防治措施不达标且问题突出
的项目，按三个层级实施“七个一律”，即
第一次被市级以上(含市级)查处的，一
律停工七天、一律上限处罚、一律媒体曝
光；同一个项目两次被查处的，一律上限
处罚且记入“黑名单”。对履责不力的单
位及相关责任人，按照通报一批、曝光一
批、约谈一批、处罚一批、追责一批的原
则，坚决追责到位。7

□本报通讯员 王少峰

“原来这里荒草丛生，现在经过治理
建成了小游园，如今，这里绿意盎然、繁花
似锦，每天我都要来这里锻炼身体。”6月
12日，在瀍河区恒大社区南侧游园里，王
大爷高兴地对笔者说。这是瀍河区全力
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提升群众幸福
感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瀍河区不断加大生态环境保
护力度，严守生态红线，深入推进绿色发展，
通过多项举措、真抓实干、重拳出击、着力解
决突出环境问题，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
转，辖区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得到提升。

细化责任抓落实。该区成立环境污
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制定完善工作台
账和任务清单，严格落实日查日报、24小
时值班等制度；发挥各方力量，邀请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以及辖区群众参与督察检
查；成立环保督察组，加强对重点环节、重
点区域的常态化督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
解决，同时，对各种不作为、慢作为等问
题，严厉问责问效。

精细管理美环境。该区不断完善道
路清扫保洁长效机制，确保主次干道、背
街小巷卫生整洁；大力实施机械化作业，
规范机械化作业流程，细化工作职责，明
确作业标准，并对核心管控区和重点管控
区的道路实行“以克论净”积尘考核，对不
达标的班组要求其立即整改到位。

专项治理强攻坚。全面开展水污染
治理行动，开展城市黑臭水体专项治理，
对瀍河、邙山渠的 23 个排污口完成截
流。大力开展扬尘污染防治、烧烤治理、
重点区域、“散乱污”企业治理等 9个专项
行动，取得明显成效。7

政策支持全方位 人才引进“零门槛”创新补贴“高额度”

12项新政扶持洛阳大数据产业园

革命老区汝阳县地处豫西伏牛山区，
素有“七山二岭一分川”之称，汝阳县在确
保污水达标排放的同时，采取多项得力措
施，切实搞好节能减排工作。为确保汝阳
境内主流河道北汝河污水安全排放，保护

好生态环境，近年来，该县总投资6000余
万元，加大污水排放工程项目投资，确保
日处理污水规模为 2万吨，污水处理提标
后达到国家一级A排放标准，使豫西山城
汝阳县北汝河水更清澈了。7

汝阳

加大污水治理保河清

大中专毕业生
首次创业的，
给 予 一 次 性
5000 元开业
补贴

5000

2%

在今年的洛阳第二届大数据论坛上，一批大数据产业项目落户

洛阳市深入开展城市清洁行动，加大机
械化清扫保洁及洒水频次

美丽如画的汝阳县涧东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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