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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去年栾川首次实行“自驾游

栾川·高速全免费”旅游扶贫公益

行动之后，7月 20 日栾川县联手

嵩县共同举办为期一个月的自驾

游高速免费活动。

统计显示，20日启动以来，两

县迎来旅游接待高峰。截至 7月

22 日 18 时，栾川县、嵩县共接待

游客近 18 万人次，4万多辆私家

车享受到高速免费政策，双方均

实现“开门红”。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李艳 罗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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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大幅升 投资持续增 产业结构优 治污效果好

“副中心”晒出半年“成绩单”

洛阳“高速免费游”火爆登场
3天近18万人次涌入栾川嵩县

本报讯（通讯员 王雷 段莉莉）“‘村官’是最贴近人
民群众的干部，明纪守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近
日，偃师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刘边江
在村两委干部培训班上，给新任“村官”们上廉政党课时
说，第一时间给新任村干部进行《监察法》宣传教育。

今年年初，偃师市村“两委”换届工作拉开序幕。
目前，基本完成了村党支部、村委会、村民小组“新老交
替”的任务。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作为村级发展的核心
力量，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民小组长这“三驾车
头”不仅要跑得勤、跑得快，更要跑得正、跑得稳。

“作为今年纪律教育重点工作，我们计划对全市
13个镇（街道）224个行政村，新当选的村组干部进行
任前培训，实现纪律教育全覆盖。”偃师市纪委监察委
有关负责人表示，新当选的村级干部大部分都是“新面
孔”，对党纪法规存在认识模糊，观念不强等缺陷，把监
督的“关口前移”就是要从纪律教育开始。

培训班上，刘边江讲述了《监察法》出台的时代背
景，通报了偃师腐败的典型案例，告诫广大村两委主要
干部要筑牢防线、严守底线，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思想
上的领路人、工作上的带头人。

纪委书记带头宣讲《监察法》的做法鼓舞带动了多
名纪检干部。偃师驻检察院纪检组长张玉芳自5月以
来先后到偃师市交通局、高龙镇、岳滩镇、洛阳澶河区
等 9家单位进行《宪法》《监察法》宣传教育，受教育人
数达千余名。

与此同时，偃师制作了《宪法》《监察法》专题宣传
动画片，在电视台黄金段等多种主流媒体推广。各机
关、学校、企业也利用机关电子屏、宣传栏传播《宪法》
《监察法》内容。市区出租车、营运线路公交车上承载
着《监察法》宣传内容，把《宪法》《监察法》的宣传带到
了偃师大街小巷，鼓励大家做懂法、守法的好市民，让
《监察法》在偃师真正落地生根。7

洛龙区

创新做实城市基层党建
本报讯（通讯员 王奔）在翠云路办事处依托物业

公司、骨干企业等打造泉舜、正大、宝龙“红色商圈”党
建；在太康路、开元路等办事处依托骨干企业，沿开元
大道打造 863、居然之家等 4个商务楼宇党建……如
今，在洛龙区，企业发展与党建工作互促共赢、共同提
升的可喜局面正在形成。

洛龙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邓卫国介绍，今年以
来，洛龙区委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洛
阳市“河洛党建计划”全面进步年各项工作措施为抓
手，先后 7次召开会议，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专题研
究部署落实党建工作，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
展高质量。

该区继续实施以细化定责、强化履责、常化督责、
活化评责、实化考责、硬化追责的“六化六责工作法”，
扎实推进“逐村观摩、整乡推进”活动。两次召开全区
基层党建观摩推进会，带动一批村（社区）新建阵地在
软、硬件方面达到示范标准，形成抓基层党建大格局，
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全程，圆满完成村（社区）“两委”
换届攻坚。

同时，该区开展了“提升党性意识、增强服务本领、
争当模范先锋”教育培训活动，用 3 个月时间轮训
8000余名基层党员，建强党员队伍。以提高阵地利用
率和群众满意率为重点，区财政投入 3000余万元，按
照“十个一”标准实施阵地规范化提升工程，将党群服
务中心建设成为凝聚人心、提振人气的综合性开放式
服务平台。

该区按照“六有”建设标准，实现全区新时代“三
新”讲习所全覆盖；“点单式”设置讲习课程，从机关到
基层、从室内到室外、从课堂到田间地头，全面开展讲
习活动，不断夯实基层基础。该区转变督导调研工作
作风，区委有关领导 6次随机暗访基层党建工作落实
情况，通报九大类个性问题，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实现
了从“虚”到“实”、从“软”到“硬”的有效转变。7

洛宁

纪委监察委“下访”解难题
本报讯（通讯员 李静）前不久，天降瓢泼大雨。当

家住洛宁县故县镇隍城村的村民赵某，在家门口看到
冒雨从74公里外的县城赶来的两名纪检干部时，惊讶
又感动：“雨下这么大你们咋还来了！听说路上还有塌
方，真是辛苦了！赶紧擦擦身上的雨水！”接过赵某递
来的毛巾，其中一名纪检干部边擦雨水边说：“跟你约
好了今天要来，就肯定风雨无阻，你放心，我们这次来
就住在村里，啥时候把你举报的事调查清楚，啥时候再
走！”

这是洛宁县纪检监察干部又一次主动“下访”到农
村信访人家中回应群众举报，对案件进行调查核实，与
群众面对面交流，现场协调解决信访案件的一幕。

今年来，洛宁县纪委监察委创新农村信访工作思
路，按照“有信必查、有查必果”的原则，在解决群众身
边腐败和作风问题时改变过去工作模式，对来信来访
的基层群众充分考虑信访人年龄、路程、行动不便等因
素，采取上门“现场办公”的方法，将办公地点前移到
案发当地，通过认真调查核实，主动上门对信访人举报
的问题进行全面细致的回复，极大地提高了办访效率，
群众满意度普遍提高。同时对一些不实的信访举报，
及时予以澄清，消除影响，弥合党群干群关系，有力促
进了农村的和谐稳定。

“群众利益无小事，对群众来说，身边的腐败和作
风问题是‘切肤之痛’。我们坚持到群众家里进行‘现
场办公’，就是要及时将问题调查清楚，把群众诉求解
决好，把群众权益维护好，不辜负群众的信任。”该县纪
委监察委的一名负责人说。7

偃师

普及监察法 瞄准最基层

畅享全域游 促进全域脱贫

据洛阳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栾川、嵩县双方联手举行自驾游高速
免费活动，本着“交通惠民，旅游扶贫”的原则，
并经省交通运输厅同意，旨在充分发挥伏牛山
全域旅游扶贫联盟的优势，积极探索伏牛山地
区“旅游+交通+城镇建设+休闲农业+社会公
益+精品民宿”的区域一体化发展道路，通过
全域旅游促进全域脱贫。

据悉，此次免费范围包括所有经过洛栾高
速栾川县境内的栾川站、重渡沟站；嵩县境内
的嵩县产业集聚区站、嵩县站、旧县站、九龙山
站的 7座以下(含 7座)客车免河南省内高速公
路通行费。

在高速免费活动期间，栾川县组织了
来自全县 10 个乡镇的驻村第一书记，设立
农副产品摊位点，推行“区域品牌+扶贫基
地+贫困群众”的产业扶贫模式，建立农业
扶贫“造血”机制，推动特色农产品“走出
去 ”。 除 竹 编 工 艺 品 外 ，还 有 粉 条 、柿 子
醋、香菇、玉米糁、核桃油等多种特色产品
亮相展台。

为实现“以活动带经济，以旅游促脱贫”
的融合效应，嵩县设置了 4 处“十全十美”旅
游商品展示点，集中展示、售卖茵陈汁、王记
烧鸡、车村贡米、黄庄小米等旅游商品及农
副产品，增加农民收益，助力脱贫攻坚。

游客蜂拥至 两地积极应对

据统计，栾川县三天共接待游客11.67万人
次，21062辆私家车通过洛栾高速栾川站和重
渡沟站免费进入栾川；嵩县三天共接待游客
62765人次，25565辆私家车通过洛栾高速嵩县
产业集聚区站、嵩县站、旧县站、九龙山站进入嵩县。

据栾川县旅游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介绍，今
年自驾到栾川不仅可以免去省内高速公路通行
费，还能尽享奇境栾川推出的“八、十、百、千”多
重旅游福利：八条亲子线路，小手拉大手，一起游
栾川；十大免费乡村景区，一路皆美景处处扣心
弦；清凉避暑到栾川，百场活动爽一夏；扫码集
字，抢百万现金红包，享千万商家福利。

在嵩县，特色活动丰富多彩。白云山森林
嬉水节；木札岭泼水节、水枪大战、水枪大战对
抗升级；天池山唱红歌、篝火晚会；杨山森林穿
越马拉松；伊河漂流水上乐园、环球飞车、水上
电音节；仙女潭孔雀啤酒节……一场场精彩的
活动，一张张绽放的笑脸，嵩县为游客精心准备
了一场夏日的清凉盛宴。

为有效应对客流高峰，两地在县域关键地点
设置旅游服务咨询点，安排志愿者提供服务，并
通过多种平台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同时，两县专
门成立了旅游住宿调度服务中心，工作人员24
小时值班，统筹做好住宿调控工作，并准备了储
备帐篷等应急住宿设施。目前，两县的旅游接
待工作平稳有序。7

吃瓜大赛乐游客

据悉，2017 年洛阳市 GDP 首次突破
4000亿元大关，与此同时，第一、二、三产业
结构为5.3∶46.9∶47.8，三产规模首次超过二
产，洛阳市产业结构正悄然由“重”变“轻”。

此次发布的“成绩单”显示，洛阳服务
业占 GDP 比重进一步提高，服务业继续

“领跑”全市经济增长，上半年全市服务业
占GDP比重达到48.0%，同比提高2.3个百
分点，高于第二产业 0.5个百分点，三产超
二产的格局进一步巩固。

从需求结构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速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4个百分点，消
费有力地发挥了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作用；
服务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到53.8%，
高于第二产业15.7个百分点，投资结构有所
改善。

与 此 同 时 ，新 动 能 加 快 孕 育 成 长 。
服务业主导作用不断增强，上半年服务
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61.2%，高于
第二产业贡献率 23.9 个百分点，经济实
现由工业拉动向服务业与工业共同拉动
转变。

作为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中原城

市群副中心城市，洛阳的发展备受社会

关注。7月 23日，洛阳市召开新闻发

布会，亮出上半年经济发展“成绩单”。

初步核算，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

2159.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8.8%，自2017年上半年以来连

续 5个季度保持在 8.5%以上的增长

水平，分别高于全国、全省2个和 1个

百分点，增速居全省第三位，稳居第一

方阵。

“上半年全市经济呈现出‘稳中

有进、经济向好基础不断巩固，稳中

向好、经济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稳

中有新、发展新动能快速成长’等特

点，高质量发展实现良好开端。”在这

次发布会上，洛阳市统计局局长赵站

伟说。

□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本报通讯员 黑星瑞

亮点一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利润高于全省增速27.4
个百分点

洛阳市坚持重大项目例会、联合审批等工
作机制，大力实施“9643”合理投资行动计划、
开展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带动全市投资稳定增
长。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0.1%，增速高于全省增速0.8个百分点。分产
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53.7%，第二产业投资
增长4.2%，第三产业投资增长9.7%。分领域
看，民间投资、工业投资增速自年初以来持续回
升，上半年同比分别增长1.5%和3.9%，增速比
一季度分别回升3.9个和7.6个百分点。

亮点二

民间投资和工业投
资持续回升

作为全国著名的重要工业基地，洛阳市
目前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900多家，是全
国拥有央企最多的地级市之一，规模以上工
业在全市经济中占比多，影响大。

上半年，洛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7.7%，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2 个百分
点。分行业看，行业增长面扩大。39个大类
行业中34个行业实现同比增长，比同期增加
7个行业。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
制造业、家具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金属制品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分
别增长 15.2%、14.0%、13.3%、5.2%、7.1%和
5.7%，这些行业是工业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量，带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4.5
个百分点。

1-5月，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2857.7亿元，同比增长13.4%，增速比一季
度加快 2.3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增速 2.9个百
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60.6 亿元，同比增长 36.3%，增速比一季度
加快 15.3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增速 27.4个百
分点。

亮点三 三产超二产的格局进一步巩固

随着改革、创新、开放不断深化，洛阳
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全面改革
深入推进，去杠杆和降成本效果继续显现，
经济发展质量进一步提高。

上半年，市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
为 75天，优良天数同比增加 9天；PM2.5、
PM10实现同比“双下降”，分别下降25.6%
和 14.6%，多项污染物浓度均有不同程度
下降。能源资源利用率有所提升。1-5
月，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同比下

降 5.1%，降幅比上年同期扩大 9.0 个百分
点；万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11.8%，降幅比上年同期扩大8.5个百分点。

赵站伟表示，洛阳市经济正处在转型
升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外部不确定
性、不稳定性上升，保持经济稳增长、推动
高质量发展任务依然艰巨。下一阶段，要
在发展中调整，在调整中提升，推动高质量
发展不断取得积极进展，确保完成全年经
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7

亮点四 PM2.5、PM10实现同比“双下降”

北方易初公司打造的新能源产品——大
阳系列电动四轮车，目前已累计获得 117项
专利，远销海内外市场 潘郁 摄

瞄准市场，洛阳单晶硅公司建设国内外领先的数字化、智能化大规模集成电路硅基
底材料生产智能工厂

截至 7月 22日 18时，栾川县、嵩县共接
待游客近 18万人次，4万多辆私家车享
受到高速免费政策

■关键数据

18万

栾川县三天共接待游客 11.67 万人次，
21062辆私家车通过洛栾高速栾川站和
重渡沟站免费进入栾川

11.67万

嵩 县 三 天 共 接 待 游 客 62765 人 次 ，
25565辆私家车通过洛栾高速嵩县产业
集聚区站、嵩县站、旧县站、九龙山站进入
嵩县

6.28万

重渡沟景区游客如织 李分青 摄

木札岭上游人摩肩接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