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大数据产业园位于洛龙区中
心城区，总规划面积 8.8 平方公
里，核心区面积6.6平方公里

8.8 平方公里

绿化水系改造提升建设计划实施7
个项目，总投资 1.76亿元，改造提
升后，将新增绿化面积5万平方米

5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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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张伊霖

如何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如何解决“为了搞党建

而搞党建”？如何以基层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创新？

日前，洛阳市城市基层党建

领导小组暨 2018年国有企业党

建联席会议召开。会上，一项项推

进城市基层党建创新发展的举措

得到总结和推广。这折射出洛阳

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创新发展，持续

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增强城市治理

能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生

动实践；也充分印证了——党建

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

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

地方传真

□本报通讯员 顾原锋

站在丰收果园里的张应周高兴地
说：“生物有机肥料效果真是好，它不
仅可以降低施肥成本，还可以使果树
充分吸收营养，提升果品的色相和口
感……”家住洛宁县上戈镇庙洼村的张
应周种了 20亩苹果树，他是村里较早
使用有机肥的果农之一，由于施用有机
肥得当，他种出的苹果个大含糖度高，
吃起来又脆又甜，每年还没等果子成熟
就早早被客商订购一空。

近年来，洛宁县以发展种养循环农
业为载体，通过政策引导、因地制宜、示
范带动、机制创新，强力推进苹果有机
肥替代化肥，让越来越多的果农从中受
益得实惠，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提高。

政策引导。围绕“绿色发展”的目
标，扎实开展地力培肥和土壤改良等耕
地质量综合治理保护行动，积极落实农
业生态导向的补贴政策，将有机肥资源
优势转化为农产品产量、质量和效益优
势。

因地制宜。结合土壤样品的对比

测试，按照不同地域、不同果园的用肥
需求和有机肥储量情况,进行分类指
导。

示范带动。把“海升公司”和“洛阳
众森”作为产区试点，利用龙头企业在
技术、资源和肥料领域的先天优势与品
牌优势，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的专业化
利用,集中打造有机肥替代、有机农产
品生产基地，加快苹果产业转型升级。

机制创新。结合全县每年168.5万
吨的有机肥产出量，采取政府购买服
务、社会资本进入和惠农政策支持等方
式，不断建全有机肥资源化利用体系，
通过对果农实施种养补贴、贴息贷款和
设立引导性基金等办法，撬动各类资本
支持有机肥生产应用。

目前，全县20.5万亩优质苹果种植
区，采用物理防控杀虫措施，减少农药
和化肥使用量，每亩降低成本 200元，
土地酸化、盐渍问题得到明显改善，每
亩增产200公斤，优质果率由65%提高
到75%，果农亩增纯收入1500元，很好
地提升了苹果产业的生态效益和经济
效益。9

有机肥替代化肥 种出洛宁好苹果

城市基层党建更加注重系统建设和整
体建设，必须形成各级各部门的工作合
力。洛阳市在实施“四创四化”（全市争创
全国先进、各区争创全省先进、街道争创全
市先进、社区争创全区先进，推进硬件标准
化、活动规范化、决策科学化、服务最优化）
中，把中央、省委部署的重点任务细化为38
项责任清单和10个需要尽快配套制定的文
件（制度），把城市基层党建作为城市区党
委的一号课题，作为市直有关部门党组（党
委）的重要任务，作为驻洛企业党组织的

“加分项”，与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制度
衔接起来，全力推动。特别是把街道管理
体制改革、社区职业体系建设、四级联动体
系、区域化党建等重点工作任务倒排时间
表、制定任务书，由各相关部门担当起改革
创新的职责。同时，该市坚持分类指导、先
行先试、督查问效等推进机制，研究了加大
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投入和建立津补贴保障
制度的具体办法，提出要把城市基层党建
工作融入“万家灯火”、融入“柴米油盐”，用
过硬措施、过硬保障实现过硬成效。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苟华云 李亦敏 董晓艺

初冬时节，在洛阳大数据产业园
内，道路、游园、水系、绿化等方面 10
余个基础设施项目正在加紧施工，一
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据介绍，为全面提升洛阳大数据产
业园基础设施及环境，近期，洛龙区邀
请知名设计院对大数据产业园核心区
域内的道路和道路绿化带、绿色廊道、
游园及流经园区的大明渠等基础设施
项目进行了高标准规划设计，并按照提
升规划实施项目建设。其中，路网改造
提升建设涉及太康路、汇通街、宜人路
等7条道路，总投资1.32亿元。绿化水
系改造提升建设计划实施7个项目，分
别是长厦门西街绿色廊道、汇通街、长
厦门街中轴线、关圣街小游园、大明渠
绿化、古城路与龙门大道东北角地块游
园、恒生西地块，总投资1.76亿元，改造
提升后，将新增绿化面积 5万平方米。
目前已完成长厦门西街绿色廊道、恒生
西地块绿化提升工作。

洛阳市是国家小微企业创新创业
基地示范城市，洛龙区属于郑洛新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区域。2016年 10

月，河南省获批首批国家级大数据综
合试验区建设，洛阳市委、市政府乘势
而上，在洛龙区启动建设洛阳大数据
产业园。洛阳大数据产业园位于洛龙
区中心城区，总规划面积 8.8 平方公
里，核心区面积6.6平方公里。

经过两年的发展建设，目前，整个
园区已入驻企业800余家。其中，西安
交通大学中原大数据研究院、神州数
码、杨森自动化、北京嘉芸汇、阿里云等
一批大数据行业龙头企业已经在园区
安营扎寨并快速发展。已经有 9个平
台载体成功申报洛阳市专业化众创空
间及科技企业孵化器，其中洛阳莱普生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生物检测技术专
业化众创空间被认定为河南省专业化
众创空间；洛阳 863 创智广场“互联
网+”众创空间、河南莫顿虚拟现实众
创空间、河南科技大学鼎创众创空间被
评为省级众创空间，洛阳理工学院的千
度创客空间被认定为国家级
众创空间；洛阳恒生科技园先
后被认定为“国家级众创空
间”“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 国 家 级 创 业 孵 化 示 范 基
地”。河科大成功申报省级机
器人与智能系统重点实验室、

洛阳莱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申
报省级技术中心并被评为省级技术创
新示范企业；洛阳理工学院大学科技园
获准认定为省级大学科技园。

洛龙区大数据产业园管理中心负
责人介绍，整个改造提升工程全面竣工
后，大数据产业园的基础设施将更加完
善，环境将更加优美，将有力促进大数
据产业发展全面提速。9

采暖季阶梯电价
惠及洛阳非集中供热区居民

本报讯（通讯员 张静 赵阳）近日，
国网洛阳供电公司发布消息，本月 15
日起至明年3月 15日，洛阳市非集中供
热区域内的“一户一表”城乡居民用户
可享受采暖季阶梯电价优惠政策。

据了解，去年该项政策惠及洛阳市
43.4 万户居民，今冬采暖季，全市城区
（不含吉利区）新增供热面积 743万平
方米，集中供热总面积达到 6273 万平
方米，用热率达到80.1%。2018年洛阳
市采暖期新增供热区域已由市发改委
认定完毕，国网洛阳供电公司根据《洛
阳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明确我市城
区非集中供暖区域贯彻落实供暖期阶
梯电价政策的函》的内容，将对非集中
供热区域的“一户一表”城乡居民用户
实行供暖期阶梯电价政策。

按照规定，对于非集中供热区域内
的“一户一表”城乡居民用户，在每年11
月15日至次年3月15日时间段内，累计
用电不高于 1120 千瓦时部分，按 0.56
元/千瓦时执行；高于1120千瓦时部分，

按 0.61元/千瓦时执行。与非采暖季相
比，居民用户用电量在 720千瓦时以上
时，即可从该政策中获益——不仅一档
电量增加了400千瓦时，还取消了第三
档阶梯电价。此外，由农村集体、小区物
业或社会企业等统一实施的“煤改电”集
中供热可选择执行居民合表电价，多人
口家庭每月每档电量在上述电价政策基
础上继续增加100千瓦时。

针对采暖季阶梯电价与谷峰分时
电价可否叠加执行，阶梯电价从哪一天
开始结算等问题，国网洛阳供电公司表
示，办理采暖季阶梯电价并不影响谷峰
分时电价的使用，二者可分别申请、叠
加执行，也可单独申请、单独执行。采
暖季阶梯电价将从用户清算电费后(下
个抄表日)生效。同时，国网洛阳供电
公司还将主动为客户开通智能交费业
务，实现网上业务自助办理、阶梯基数
自动调整、电量电费信息及时推送、在
线预存交纳电费、远程自动停复电等功
能。9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王
雪娜）灵动活泼的舞蹈、栩栩如生的泥
塑、创意十足的扎染……11月 14日至
17日，全省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
动在洛阳举办。舞蹈、器乐、戏剧朗诵、
声乐和艺术作品展、学生艺术实践工作
坊展，为期四天的展演吸引了众多学生
参加。

本届展演活动由省教育厅主办、洛
阳市教育局承办，主题为“阳光下成
长”。展演活动项目分为艺术表演、学
生艺术实践工作坊、艺术作品、中小学
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四大类。

据介绍，此次中小学生艺术作品
征集活动历时一年多，得到全省各市
县的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以
及教师、教科研人员和教育行政管理
人员的积极响应，共收到中小学生作
品 992 个，评出艺术表演类奖项 243
个，其中一等奖 50个、二等奖 84个、三
等奖 109 个；艺术作品类奖项 394 个，
其中一等奖 91个、二等奖 124个、三等
奖 179个；艺术实践工作坊奖项 23个，
其中一等奖 5 个、二等奖 7 个、三等奖
11个。

在为期四天的展演中，全省总共展
出 193幅美术作品，包含书法、绘画、摄
影作品等。全省上报教育部 24 件作
品，其中郑州 7件，济源 6件，信阳 5件，
洛阳 4件，焦作 1件，新乡 1件。此外，

入围的工作坊 8个，分别是洛阳洛龙区
第二实验小学版画工作坊，洛阳涧西区
中州西路小学剪纸工作坊，洛阳新安县
学林小学澄泥砚工作坊等。

“本次展出的作品，有的色彩搭配
靓丽，有的风格夸张奇幻，有的设计别
出心裁，让观众徜徉在光影与线条的天
地间，遨游在色彩与图案的海洋中，尽
情享受美术带来的愉悦。”洛阳市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展演活动坚持
优秀文化方向、校园文化特质、面向全
体学生和“三阶段”活动机制的原则，坚
持以普及促提高、以提高带普及，活动
旨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健康的审美
情操、培养良好的艺术修养，促进学生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推进学校美育改革
发展。9

全省中小学生艺术展演在洛阳举办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通
讯员 沈灿鸿）11月 14日，为期一周的
第十一届中韩青少年体育交流活动在
洛阳圆满结束。

本次活动期间，两国青少年运动员
开展了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的
联合训练和比赛，提升了竞技水平、积
累了比赛经验，展示了两国青少年亲和
友善、多才多艺的闪光点；两国代表团
成员在洛阳文博体育公园种下友谊林
并为第十一届中韩青少年体育交流活
动纪念碑揭幕。

据悉，中韩青少年体育交流活动由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与韩国奥委会于
2008年共同发起。每年一届，今年河南
首次承办此活动。经省体育局推荐、国家
体育总局批准，由洛阳市代表中国承办第
十一届中韩青少年体育交流活动。本届
中韩青少年体育交流活动分别于7月在
韩国大田、11月在中国洛阳举办，活动的
成功举办促进了两国青少年体育文化交
流，推动了青少年体育事业的发展，为进
一步增进中韩两国人民友谊、促进亚洲
体育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9

洛阳承办中韩青少年体育交流活动

洛龙区强力推进洛阳大数据产业园建设

洛阳市城镇化率超过 56%，
不少社区有上万人，人多、事杂，
而社区工作人员人单力薄、服
务能力有限。城市基层党组
织如何破解服务城市改革发
展稳定这一大课题？

划小社区治理单元，把
辖区划分为社区、小区、楼
栋的“三级网格”，成立小区
党支部、楼宇企业党支部，形
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
网格组织体系……

在经历了拆迁、物业管理、
改居村合并为城市社区、劳资纠
纷等多重考验的洛阳市洛龙区开
元路街道，党工委成为城市管理
服务、凝聚居民群众、化解社会矛
盾、构建和谐社区、推动辖区经济
社会发展的“轴心”。

目前，洛阳市大力开展区域
化党建工作，各城市区的街道、社

区党组织通过运 用“三征三议
三公开”等工作法，累计吸纳了
1057个驻区单位与社区实现事务
联商、组织联建、活动联办、平安
联创，共享活动阵地等资源 574

处，800多个共建项目惠及 37.6万
人次，服务群众由街道、社区“独
唱”变为区域党组织“合唱”，打
出了一套“组合拳”。

“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
更舒心、更美好，才能使人民
群众更加自觉地感党恩、听
党话、跟党走。”洛阳市委组
织部有关负责人说，洛阳市
将进一步建强街道、社区党
组织，坚持党建引领，整合社

会资源，全面服务群众衣食住
行，不断提高城市基层党建质

量，为在中原更加出彩中谱写浓
墨重彩的洛阳篇章提供坚强组织
保证。9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
同，期于利民。做好非公企业和社
会组织党建工作，必须创新开展工
作。

洛阳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园
党总支开办“深夜食堂”，解决了园
区地处偏远带来的职工就餐难题；
偃师市开展非公企业党员“十大先
锋”活动，党员带头进行技术革新
42件次，为企业节约资金410余万
元，直接增加经济效益 1200 余万
元。

洛阳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洛阳市健全领导体系和组织
体系“两个体系”。构建“1+5+X”
领导体系。设立市“两新”党工委
办公室，配备办公室主任 1名，统
筹负责全市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依
托工商、民政、网信、人才服务、司
法等 5个部门分别成立非公有制
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互联网业、流
动人员、律师行业等 5 个行业党
委，成立非公企业党委 11个，依托
工商所建立非公企业党建指导站

50个。
截 至 目 前 ，洛 阳 市 先 后 对

6352 家非公企业和 2137 家社会
组织建立了台账，新建党组织 338
个，商务楼宇、商圈市场联合党组
织 29 个，覆盖非公企业 76 家，经
营商户近千家。探索党员不转组
织关系、参加所在单位党组织学习
和活动的问题，在社会组织组建

“功能型”党组织 29个。全市非公
企业、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均超
过80%，党的工作实现全覆盖。

细化责任清单
推动党建任务落地1

构建“1+5+X”领导体系 非公党建高质量发展

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
更美好，才能使人民群众更加自
觉地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西工区建业百货楼商圈党工委开展政策宣传

上图 周山社区优秀党员宋爱
梅为学生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志愿
服务

本栏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涧西区武汉路社区党员参观社区党建馆

下图下图 洛阳大数据产业园中移在洛阳大数据产业园中移在
线服务中心线服务中心 苟华云苟华云 摄摄

2

组织联建活动联办 下好区域化党建“一盘棋”3

实施“四创四化”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洛阳城市基层党建“强筋壮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