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瀍河回族区：聚力出彩勇担当 和谐发展谱新篇

坐落于洛阳市东大门的瀍河

回族区，是全国仅有的 5个少数

民族城区之一，居住着汉、回、满、

蒙等23个民族。

四十年来，沐浴着改革开放

的春风，瀍河回族区国民经济和

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7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5.71 亿 元 ，是 1978 年 的

922 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6.35 亿元，是 1978年的 1511

倍。

新思想开启新征程，新时代

谋求新跨越。

在党的十九大精神引领下，

瀍河回族区进一步树牢五大发展

理念，强化党建第一责任，突出发

展第一要务，围绕洛阳市委“四高

一强一率先”奋斗目标和“9+2”

工作布局，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创

新活力，加快建设经济发展、社会

进步、民族团结、繁荣和谐的现代

化民族城区。

发展是第一要务，产业则是发展
之基。

40 年前的今天，与其说瀍
河回族区是个城市区，毋宁说
她是一个大集镇：全区仅有
49家公私合营企业和手工业
合作社，到处是低矮破旧的
民房和坑洼不平的狭窄道
路，所谓的商贸业也只是百余
户小商贩经营的杂货铺而已。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滚滚春
雷，全区上下解放思想，扩大开放，
科学规划，外引内联，区域经济快速发
展。近年，瀍河回族区面向世界敞开怀抱，真
正成了一方吸引客商争相投资兴业的热土。该
区成功引进世界 500强河南能化集团、国内 500
强济源钢铁集团、河南建业集团等战略合作企
业，累计引进省外境内资金 89.3亿元，实际利用
外资 4.9 亿美元，年均分别增长 16.9%、11.8%。
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2017年，全区非公有制
企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80%，营业收入超千万
元的企业由28家增加到178家。

瀍河回族区把项目建设作为振兴实体经济、
推进转型发展的关键举措，加快构建“112”瀍河
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经济发展动力支撑，
实现经济规模和质量效益“双提升”。

和谐型电力机车检修基地、城轨组
装及服务基地等项目建成投产，以机
车维修及服务、城轨车辆制造、轨
道工程装备制造、核心系统维保
为重点的现代装备制造产业链
条日趋完善。该区抓住省、市支
持该区轨道交通产业园建设的
有利时机，完善轨道产业园的产
业布局和总体规划，推进配套项
目和设施的投资建设，加快形成

优势突出、特色鲜明、配套完善的
轨道工程建设和轨道交通装备制造

产业体系。
借助区位优势，该区还围绕传统商贸物流项目

转型升级，加快培育现代市场体系。推进恒大贸易
广场、君河湾商业综合体、大北门文化创意园等大
型综合商业设施建设，引进一批知名商务酒店、连
锁餐饮、购物中心、品牌娱乐，培育瀍河核心商圈。

汽车贸易、农副产品等专业市场初具规模。
名车苑已建成 4S店 74个，年销售额超过 100亿
元；通河物流进驻商户1300余家，年营业额超过
80亿元，被省商务厅确定为“河南省农副产品配
送示范基地”。

同时，打造现代服务业品牌，扩大洛阳“正骨”
品牌效应，推进正骨医院传统医学中心二期项目，
建设洛阳正骨国家中医骨伤区域医疗中心。

“现在的生活品质越来越高了，
一出门就是小游园，不仅景色美，
还可以锻炼身体，日子过得真
舒坦！”天高云淡、秋风习习，
王大爷悠闲自得地徜徉在瀍
河回族区熙春园东侧公共游
园里，还不时地同邻居打个
招呼。

近年，该区大力推进小
游园建设，着力打造 15分钟
生态休闲圈，营造便捷、舒适、
优美的公共绿色活动空间，使更
多市民享受到了出门见绿、健身游园
的生态惠民成果。

如今走进瀍河区，但见栋栋高楼鳞次栉比，
条条大道宽广整洁，小区环境优美，休闲广场轻
歌曼舞，处处呈现一派繁荣祥和的现代化美丽新
城之景。

为改变旧城面貌，瀍河区历届区委、区政府
班子坚持在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统筹抓好规
划、建设、管理“三篇文章”，加快推进城市建设，
不断提升城区品质，改善人居环境。经过一代又
一代瀍河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城区建设面积从 2
平方公里一跃达到41.6平方公里。新街改造、中
州东路、九都东路、东出入口打通、二广高速通道
修建等一批重点工程相继建成，瀍涧大道、五洲
路、机车厂路、301国道改扩建等市重点工程顺利
推进；恒大绿洲、君河湾、蓝湾印象等 40余个布
局合理、设施完善的居住小区拔地而起；熙春园、
铜驼暮雨、杨文社区、洛浦公园东延、九龙台、龙
泉广场、东花坛等多个休闲广场和小游园成为居
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突出城乡一体、功能优化、要素配套，
全力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近年，该
区累计新修或改建市政道路36条，
完成投资 30 余亿元。瀍河互通
立交、滨河北路、四通路、爽明北
路、新街跨洛河大桥、安居路北
延、九都路东延竣工通车，下园
路西段、老 310 国道、汉宫东路
建设快速推进，“六纵八横”路网
体系更加便捷畅通。辖区群众期

盼多年的城市集中供暖工程全线贯
通。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该区发挥市

郊村地域优势，突出民族特色，深化环境
综合整治，不断改善村民居住环境，不断增加农
民收入，实现了城乡和谐发展。

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该区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打赢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战，黄标车淘汰、燃煤散烧治理、企业达标排
放治理等任务圆满完成，工地扬尘、秸秆焚烧、渣
土车等问题得到有效治理，环境质量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的蓝天获得感明显增强。全面落实河
长制，建立区乡村三级河长，积极推进“四河同
治、三渠联动”工程，完成瀍河、邙山渠排污口截
流，城区段黑臭水体整治基本完成。朱樱湖、邙
山渠、瀍河示范段等水系工程主体完工，“两河一
渠”治理成效明显。

漫步瀍河，蜿蜒密集的道路绿带，大片大片
的丛林绿地，层次丰富的水系景观……滨河生态
回廊、一幅幅生态景观编织着一张满目苍翠的

“绿色之网”。生态在空间布局中成为主角，沿河
随处可见“水清、岸绿、景美、人欢”的幸福景象，
城市发展到哪里，“绿色福利”就延伸到哪里。

发展要让群众享受更多实
惠，瀍河不断释放民生新
红利。

该区坚持“以人为
本”理念，注重解决群
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从细微之处入手，从
基层入手，通过办理
惠民实事，奏响全面
进步的和谐之音。

问政于民，把好事办
到群众心窝里。该区坚持
财力向民生倾斜，每年投入
70%以上的财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
生。坚持每年办好办实一批民生实事，
切实解决群众在道路、上学、就医等方面
存在的困难，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实现
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几
年来，随着背街小巷的治理改造、幢幢新
教学楼的投入使用等一件件实事的落
实，党心、政心、民心高度和谐。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坚持教育
优先发展，逐年加大教育投入力度，辖区
小学软硬件设施、文化建设、信息化建
设、社团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等得到全
面提升。顺利通过国家和省级义务教育
均衡区验收。2016 年、2017 年连续两
年教育工作在洛阳市城市区组政府排名
第一，2016年获得“河南省家庭教育示
范区”荣誉称号，2018年被评为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区。加强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成功创建省级慢性病防治综合
示范区。优化计生服务，全面落实二孩
政策，被省政府表彰为“计划生育优质服
务先进区”。加快文化体育事业发展，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活动扎
实推进，朱樱塔、大北门、杨文社区等 5
个城市书房正式启用，“和谐瀍河大舞
台”“广场狂欢月活动”“十村百场”等文
化活动演出惠及群众 5 万余人，“华夏
杯”心意六合拳全国邀请赛等全国性赛
事在该区成功举办。

——民族团结促发展。严格落实
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民族团结、
宗教和睦局面进一步巩固，区政府连
续四次被国务院表彰为“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集体”；建立“党
建+民族宗教”工作模式，
强化党对宗教工作的领
导，持续开展“金秋助
学”活动，自 2016 年
起，先后对 100 余名
考入本科以上大学
的 少 数 民 族 困 难 学
生进行资助。

——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深入开展矛盾

纠纷排查化解活动，畅通
群众诉求渠道，有效化解了一

大批信访突出问题。脱贫攻坚工作扎
实推进，加强扶贫定点帮扶，制定帮扶措
施，辖区建档立卡贫困户 7户 21人，全
部纳入兜底保障脱贫，区直各部门成立
30个帮扶工作队，全力帮扶嵩县、汝阳
非贫困村贫困户脱贫致富。加强安全生
产监管，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平安瀍河”
建设扎实推进，社会治安防控能力进一
步提高，开展“一元保民生活动”，将全区
居民纳入综治平安保险，群众安全感不
断增强。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群众安全感和
满意度持续提升。

——党建提升服务群众。瀍河区牢
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
上下联动深入筑基挖潜，夯实党建工作
责任。先后创立“艺苑”“爱心”“巾帼”

“惠民”等11个特色党支部，逐步形成了
“爱心妈妈”“信访代理制”“民族团结岗”
等一批社区党建特色品牌，提升了社区
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积极推进区
域化党建，打造“红引擎”党建联盟，在先
行试点的基础上，优化整合各领域党建
资源，构建“民族特色圈”“党建综合体”

“讲习示范带”“党企金名片”等特色网
格，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谱华章，不忘初心再出
发。瀍河回族区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解放思想、务
实重干，全力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和党
的建设高质量，为在中原更加出彩中谱
写浓墨重彩的洛阳篇章作出瀍河新的更
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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