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一”期间，偃师市伊洛街道许庄
社区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赴河北西柏坡
红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开展党性教育

周三平 摄

偃师市槐新街道办新城村“三新”讲
习所举行丁超乾先进事迹报告会，由街
道办副科级干部赵晓鹏讲述了丁超乾同
志的先进事迹 偃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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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按照洛
阳市“四统一”标准，
偃师投入专项资金
3075 万元，规范
提升全市 226 个
村党群服务中心，
提升村级组织运
行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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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
计，该市已成立
非公企业党组织
125家，党组织为
企业提合理化建
议 86 个，开展技
术革新项目9个，
为企业带来经济
效益2060万元

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

作会议指出，实现党的建设高质

量，要注重根本建设，注重基础建

设，注重长远建设。

今年以来，偃师市牢固树立“把

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理念，按照

“河洛党建计划”全面进步年要求，

通过夯实基层党组织基础，选优配

齐基层党务队伍，精准精确发力，不

断提升政治引领力、组织凝聚力、自

身战斗力，助推了全市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和经济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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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邓金慧 魏延军 王雷

地方传真

偃师市夯实基层组织工作

在洛阳大志三轮摩托车有限公司，50
岁的老党员郑利明“拒腐蚀”的事迹为人乐
道。一名客户为拉近关系，给质检科工作
的郑利明送了300元，在拒绝无果后，他把
300元上交了公司。党员郑利明的事迹在
大志公司产生了震动。

大志公司是偃师三轮摩托车产业链新
建支柱企业。“在市委组织部和岳滩镇单位
的帮助指导下，专门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员
活动室，每个党员每年都要结合岗位作出
承诺。每月开党员组织生活会雷打不动，
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党员科技攻关组

汇集着企业生产的中坚力量。”该企业党支
部书记介绍。

偃师大大小小的非公企业有 1 万多
家，如何使党建成为促进非公企业加快发
展的“核动力”，这是偃师党建工作的又一
课题。

围绕促进企业生产经营，偃师启动“双
培养”机制，积极把优秀企业主、生产能手、
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骨干
力量。组织开展了以“党性坚定先锋、遵章
守纪先锋、学习进步先锋、无私奉献先锋、
管理高效先锋、质量一流先锋、技术创新先

锋、市场开拓先锋、节能降耗先锋、安全生
产先锋”为内容的“争创十大先锋”活动，通
过对标填卡明目标、公示定诺促争创、考评
奖惩抓落实、把握关键保成效，从而为党员
树立形象、党建发挥作用、服务企业发展提
供了有效平台。

据不完全统计，该市已成立非公企业
党组织 125家，建立领导干部联系点企业
40个，党组织为企业提合理化建议 86个，
开展技术革新项目 9个，为企业带来经济
效益 2060万元，为群众和社会办好事、实
事451件，完成急难险重任务103件。8

□本报通讯员 罗孝敏 梁玉可

6月 21日上午，在音乐和掌声中，余长宇和陈晓静牵手走
进婚姻殿堂。而主动为他们证婚的是嵩县县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柴洪涛。

余长宇是信阳固始县人，硕士研究生毕业。2017年嵩县
进行人才引进工作，从全国招聘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各类
人才 30名。余长宇脱颖而出，引进后被分配到县发改委工
作。同年 11月，在他的强烈要求下，他被县委派驻到木植街
乡平地村任驻村第一书记。

入村后，余长宇以最短的时间摸透平地村村情及发展现
状，与同事一起，帮乡亲厘脱贫思路。在走访聂孟军、丁钦娃
等贫困户时候，家长反映孩子上学有困难，余长宇利用“帮扶
一个贫困户，嵩县山水任您游”的惠农政策，积极主动和嵩县
港能风电有限公司、嵩县天伦燃气有限公司联系，为孩子们争
取到了10000元爱心助学金。

驻村工作很忙，他与陈晓静相恋后，婚礼本该去年年底进
行，为了做好工作，他们推迟了婚礼。在准备婚礼期间他还

“忙里偷闲”回村做扶贫工作，6月 20日下午，他还在村里忙
扶贫工作。

国家级贫困县嵩县的脱贫攻坚需要人才，乡村振兴需要
人才。去年，为了引进人才、留住人才，嵩县在人才引进方面
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专业不限、性别不限、年龄放宽至40
岁，为录取人才提供免租金公租房、配偶随调、发放 5万元安
家费和人才“一卡通”等。余长宇是去年招聘的 30位人才中
第一个在嵩县安家落户的。

“一个外地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硕士研究生主动请缨、
深入基层，到嵩县最贫困的乡村担任第一书记，为了扶贫工作
推迟婚礼，为了扶贫忘我工作。这进取、拼搏、奉献精神，让我
感到高兴和激动，这正是我们嵩县需要的人才！”柴洪涛的证
婚词，引起了热烈的掌声。8

偃师高龙镇郜寨村是省定贫困村，偃师
市委组织部下派偃师广电总台干部南玉帛
任驻村第一书记。南玉帛到任后，以规范支
部建设为切入口，在高龙镇党委指导下，先
后建立和完善了“三会一课”、党员主题活动
日、组织生活会等党支部 9项基本制度，以
组织生活的正常化推进组织建设规范化，提
高党支部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工作水平。

“党支部健全了，队伍凝聚，群众有了
主心骨，则事事顺。”短短一年时间，郜寨村
在支部带领下就完成脱贫摘帽。

偃师市委书记宋义林说，2018 年来，
按照“选准一个人、带富一个村”的思路，偃
师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好带头人
队伍建设。

偃师始终坚持把抓实第一书记管理工
作作为夯实基层党建基础、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重要抓手，对下派的66名驻村第一书记，实
行分组管理、强化培训、严格管理、突出保障，促
使驻村第一书记住下去、会干事、出成效。

严格按照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
作的规定和要求，精心组织，严密实施，242

个村（社区）已全部完成“两委”换届选举工
作，确保质量和效果。

今年按照洛阳市“四统一”标准，偃师投
入专项资金3075万元，规范提升全市 226
个村党群服务中心，提升村级组织运行保
障水平。进一步健全完善村（社区）干部
挂牌值班、全程代办、预约办理、即时办
结、网络办理、巡回办理等办事制度，提升
村级组织服务水平。构建了“4395”机制，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不断激发广大党
员群众建设美丽家园的内动力。

6月 12日，一场偃师市直机关党建工
作观摩会举行。偃师市委有关领导亲自带
队，一边听取汇报，一边仔细查阅党建资
料，一边观看党建长廊建设，一边互相讨论
交流……区别于平常的党建考核，此次观
摩由各市直单位的党务干部组成，既看自
己又看别人，既看到了自身的差距，又学到
了长处，取长补短，共同促进提高。

为全面提升市直机关党建工作水平，
偃师市专门制订印发了《偃师市机关党建
工作“分组观摩、分类点评、定期督导、整体
提升”工作方案》，划分为 11个小组，分别

由市委、市政府领导带队每季度进行一次
观摩点评，每半年进行一次督导考核，通过
重点观摩党建活动阵地建设、“三新”讲习
所，对每个市直机关党支部的组织建设、制
度建设、队伍建设、活动开展情况等进行了
评比打分，逐一排队，列出整改清单和规范
意见，明确单位整改时限，促进党建工作整
体提升，全面进步。

围绕“河洛党建计划”要求，偃师市大
力推动机关党建发展，以问题为导向，以提
升组织力为重点，以阵地建设为抓手，实现
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偃师建成了 81个市直机关党组织新
时代“三新”讲习所，覆盖全部机关党组
织。统筹全市力量，由市委党校讲师和党
员领导干部 113 人组成“新思想讲习团
队”；由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三八红旗
手等63名组成“新业绩讲习团队”；各级专
业技术人才和岗位标兵等专业化干部 78
名组成“专业提升讲习团队”，深入到田间
地头、社区、企业、校园开展讲习活动，满足
广大党员群众学习需求。目前，机关基层
党组织已开展讲习活动 100余场，教育党
员群众5000人次。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抓住项目就抓住了经
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6月 20日，洛阳市第二季度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在偃师市举行。此次洛阳共集中开工
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140个，总投资 50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92亿元。

据介绍，此次开工的这些重大项目中，既有科技含量
高、产业层次高、市场前景好的工业项目，也有提升城市品
位的新型城镇化和现代服务业项目，还有改善民生的基础
设施和社会事业项目等。其中，以投资 15 亿元的洛阳万
基沪新铝轻合金项目、投资 10 亿元的偃师高龙建筑产业
园项目为代表的工业项目 46 个，总投资 169 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 69 亿元；以投资 34 亿元的二广高速城市区段两侧
辅路及高速加宽项目、投资 11 亿元的牡丹广场地铁站配
套设施及太原路下穿隧道工程项目为代表的城建交通与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39 个，总投资 119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47亿元。

洛阳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表示，现在正是项目建设的
黄金期。洛阳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一切围绕项目转，一
切围绕项目干”的意识，想方设法、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
设。各级各部门将以此次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为契机，提高
效率、优化服务、强化保障，努力为项目建设创造良好的外
部环境，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形成项目集中开工一批、
加快推进一批、建成投产一批的良好局面。8

洛阳

140个亿元以上项目开工

驻村第一书记的特殊婚礼

□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6月 20日，河南日报洛阳地方观察版
推出《陈胜展 为时代放歌》及原文刊载
《中原赋》等相关报道，引发社会各界广泛
关注。

报道经大河网、河南日报客户端、金
水河观澜、人事动向等网站、微信公众号
推送后，人民网、新华网、新浪、搜狐及凤
凰网等媒体纷纷进行转载，引发读者强
烈共鸣，特别是《副县长写辞赋讴歌中原
新时代 阅读百万+刷爆朋友圈》更是再

次刷爆朋友圈。
网友“扫花轩主”评论道：“中原历史悠

久，文化灿烂，人杰地灵，单一部辉煌史，就
非十万百万字不能写完。删繁就简，抽绎
代表，只区区两千余言，便将中原之灿烂道
尽，且内容血肉丰满，荡气回肠，任一个中
原人读来，都会为家乡自豪！”

中原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这
块土地上的人们都有油然而生的自豪
感。一方面，网友为作者紧扣时代脉搏，

“妙笔如椽，绘山水，论乾坤，雄视古今”的
情怀所打动；另一方面，由陈胜展创作的

《中原赋》，更是获得网友盛誉，认为他在
繁忙工作之余能潜心读书和创作，这是一
种境界。其创作的《伊水赋》《汝阳赋》《中
原赋》等作品，体现了较高的辞赋造诣和
文化修养。

“一首《中原赋》，犹如故乡歌。”网友
“冰儿”感慨道，“这是一张河南的名片，只
有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热爱，才能创作出如
此接地气有质量的优秀作品，家国情怀与
讴歌新时代的正能量交相辉映，恢宏大
气。”

“金水河观澜”网友“王检”评论道，

“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的内核，中原文化
又是华夏文化之基石！所以，作为华夏文
明发源地的河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随着中部崛起，河南人更加自信！文以辅
政，翘楚也！”

还有不少网友表示，“为河南感到自
豪！”“中原河南，历史悠久，传承深厚，时
代在变化，中原在崛起，要以全新的眼光
看河南”。同时，网友还建议，河南应加大
优秀文化产品的对外传播推广力度，让更
多人了解出彩的河南人、出彩的中原新时
代！8

本报刊发《为新时代放歌》《中原赋》等相关报道引发关注——

为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点赞

选优配强，抓好农村带头人

问题导向，提升机关党建水平

“双培养”机制，凝聚非公经济党建向心力

6月 29日，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举行庆祝建党 97周年
暨“七一”表彰大会。大会表彰了 10 名市级“优秀共产党
员”、25名校级“优秀共产党员”和 36名“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征文获奖党员教师。庆祝表彰大会后，该校全
体党员以党支部为单位开展“清洁家园，美化社区”党员志
愿服务活动。8 黄英明 卞冬冬 摄

6月 30日晚，涧西区郑州路办事处南村社区在社区居委
会大院内举办了一场“新时代 新担当 新作为 迎七一”文艺
汇演。社区300余名党员表演了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舞蹈《向党看齐》等节目，抒发了全体党员对党、对祖国
的满腔热爱。8 王雪娜 马瑞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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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师市新任村两委干部到兰考学习焦裕禄精神 偃组 摄

以高质量党建凝聚出彩力量

一条条蜿蜒干净的山村小路上游人络
绎不绝，一家家富有特色的农家乐掩映在青
山中绿树下生意火爆。“感谢党的好政策让
我们老百姓不仅脱贫而且致富。”7月 1日，
偃师市府店镇来定村村民李丰雷高兴地说。

府店镇来定村位于偃师南部偏远山区，

曾经是出了名的贫困村，这里交通不便，劳
动力流失严重，村民生活困难，但最近一年
却让人惊奇地发现来定村开始了“大变脸”：
村庄靓起来了，绿起来了，富裕起来了，村民
也笑了起来。

偃师市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这一

切可喜的变化，归功于全面落实洛阳市“河
洛党建计划”全面进步年要求，不断加强基
层党的建设，通过下派驻村第一支部书记，
凝聚支部力量，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带领来
定村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康庄
大道。

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