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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宋会杰 张珂

新年伊始，为期两天的全

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暨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推进会在洛阳召

开。会议还利用一天半的时

间，对洛阳市和宜阳县、新安

县、孟津县4地融合实施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和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的情况进行现场观摩。

此次观摩，由省政府主要

领导率队，观摩团成员包括省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工作领导小

组全体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18个省辖市市长、宣传部

部长，百城办主任、文明办主

任，各县市区长等。

洛河宜阳段风光旖旎，亭

台轩榭井然有序，城在山水间，

人在画廊中。

在集“公共体育场、体育

馆、城市展示馆”多功能于一体

的文体中心，宜阳美好新时代

浓缩在巨大沙盘上，现代文明

的芬芳惹人流连……

观摩中，大家不仅对宜阳

县的文体中心、洛河宜阳段生

态治理工程、滨河公园四期及

户外体育中心等建设成效纷纷

给予好评，更为非百城提质试

点县宜阳的“自我加压、主动作

为、紧随而上”精神而点赞。

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如何

答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和文明

城市创建这道题？又凭什么收

获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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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伊滨经开区

党建“一条红线”
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实践

宜阳：一个贫困县的“百城提质”

27
亿元

宜阳县 2018 年实施了总投资
27亿元的39项工程，着力打造
现代化的山水宜居之城

洛阳万人奔跑迎新年

“俺们家乡大变样啦！”这是宜阳人近两年来
的共同感受。

“洛河东西贯穿、湖渠南北对流”的环城循环
水系和洛河65公里生态景观带，洛邑水乡、七彩
花海、莲花公园等亲水文化景区，国家级皮划艇激
流回旋及静水面比赛基地，让居民足不出城，移步
换景。

总绿化面积近5万亩的香鹿山森林公园、锦
屏山生态园成为宜阳的城市“后花园”，25公里洛
河宜阳段景观带、52个城区绿地游园建成投用，
城区干道、高速公路、快速通道沿线形成绿色长
廊。城区绿化覆盖率42.9%，群众“开窗见绿、出
门进园”，15分钟内即可享受到清新的绿地广场、
优美的街头游园。

城市公共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近年来，宜
阳新建改建扩建了南环路、北环路等19条城乡道
路，实施了220.73公里农村公路项目，新建灵龙、
龙泉、龙兴3座跨洛河大桥，全县形成五纵六横、
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建成换热站34座，铺设供
热管网85.6公里；建设了20万平方米海绵城市、
10座污水处理厂、60座公厕、55.6公里污水管网，

保证了“一河清水送洛城”。
宜阳抓交通秩序“治堵”，新建15个公共停

车场，新增停车位3200个，新增 6条公交线路；
抓市容卫生“治脏”，提升改造 60条背街小巷，
机械化清扫率达85%以上；抓生态环境“治污”，
优良天数居全市前列；抓公共服务“治差”，命名
21个“文明服务窗口”，带动党员干部落实“首
问负责、全程服务、委托代办”等制度，营商便民
环境不断优化……

想要感受身边文明新风？宜阳建成5座城市
书房、353个行政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持续开展

“弘扬新思想，文化惠民生”等系列演出活动，连续
举办“滨河之声”广场文化活动17届，年受益观众
达20余万人次；开展“宜阳人读经典书、诵李贺
诗”“文明单位职工读书月”等活动，以读书提素
质；组织“传文明家风，过祥和春节”活动。

建立125支、共9.8万人的志愿服务队伍，开
展“邻里守望”“暖冬行动”“我为宜阳作贡献”等主
题志愿服务活动，尤其是2017年宜阳承办第十三
届全运会赛事期间，1126名优秀志愿者的文明服
务，充分展示了城市文明形象。

□洛阳观察记者 李国英
本报通讯员 刘嘉仪 谢育健 李艳

“盼了好多年，如今终于如愿了！”１月３
日，看到自家水龙头里涌出水流，栾川县栾川
乡后坪村村民汤秋娥咧着嘴笑了。去年 5
月，后坪村的帮扶单位投资数十万元，利用该
村一个废弃矿洞的出水点建造引水工程，如
今，引水管道已覆盖全村大部分区域，该村
1300多人用上了稳定、干净的饮用水。

气候一干旱，村里就会闹“水荒”

后坪村位于栾川山区，地跨两道山沟，季
节性缺水较为严重。该村有 6个村民小组，
长期以来，除了2组和4组部分村民家里用上
了自来水，其他组的村民几乎全靠井水、山泉
水过日子，水质和水源稳定性得不到保障。

该村村民赵良说，他家附近有一处自备
井，从井里打上来的水，经常含有落叶等污
物，即便如此，在严重缺水的时候，他也只能
用井水凑合。

该村驻村第一书记、洛阳市交警支队重
庆路交巡大队副大队长戴军告诉记者，每当

气候干旱的时候，该村就会闹“水荒”，村民的
生活、生产难以正常开展。该村附近就有一
根来自自来水厂的废水管道，村里闹“水荒”
时，一些村民会从这根管道里取水，经过长时
间沉淀后使用。

去年4月，戴军在入户调查时得知，该村
西北侧的山坡上，有一个废弃的矿洞，矿洞里
不断有水流出，竟让该村一条干涸已久的小

河重新焕发出生机。
原来，此前一家公司在该村开矿，花费数

千万元开凿了一个深约1000米的矿洞，其间
意外打出了两个出水点。后来，因为没有发
现矿脉，矿洞被废弃，工人将其中一个水量较
大的出水点堵上了，但保留了另一个水量较
小的出水点。

“这么稳定的水源不能白白浪费！”戴军
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要利用这处水源。他先
是来到矿洞深处的出水点，用干净的矿泉水
瓶接了两瓶水，随后拿到相关单位检测水
质。先后两次检测报告均显示，所有指标均
符合饮用水标准。

戴军立即将这一情况反映到市公安局有
关部门，随后，洛阳市公安局先后多次组织人
员到该村考察情况，经过测量，这处出水点的
日均出水量在1400立方米左右。

去年 7月，洛阳市公安局决定利用这处
出水点，出资修建引水工程，解决该村季节性
水资源短缺问题。

引水管道接到村民家门口

目前，从矿洞里接出的引水管道，已覆

盖全村大部分区域，能满足村民日常用水需
求。

经过翻山坡、下土沟，记者沿着引水管道
来到了废弃矿洞的入口。如今，这里已经立
起了水源保护标志牌，矿洞周边 200米范围
均为水源保护区域。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穿着胶鞋、戴
着矿灯进入了洞内。越往深处走，矿洞里的
光线越弱，脚下的水流也越来越大，周围不断
传出水滴滴落的声音。在深约 700 米的位
置，记者看到了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水坝，水
坝高约 2米。工作人员介绍，从水坝到矿洞
最深处约 300米长，这个空间相当于一个水
库，尽管冬季水量较小，但水库里的水深仍维
持在半米左右，不会干涸。

记者注意到，水坝外侧接着一根引水主
管道、一根引水副管道，还装着一个泄流阀。
工作人员说，主管道主要为村民集中居住的
地方供水，副管道主要为居住较为偏远的村
民供水，泄流阀的作用是为了防止泥沙淤积。

“到目前为止，主管道已覆盖1至5组，副
管道即将接到 6组，让该村 1300多人用上稳
定、干净的‘自来水’。”戴军说。9

栾川缺水村用上了“自来水”

洛阳市栾川县栾川乡后坪村用上了矿洞
里的“自来水”张光辉 摄

□洛阳观察记者 李国英 本报通讯员 齐琳

党员“1+10”联系户帮扶、社区党员志愿者服务
队、“零距离”便民服务、矛盾调解“四部曲”、“爱心超
市”、“四点半学校”……在洛阳市伊滨经开区的每个
乡镇、社区，党建“一条红线”串起了一个个贴近民心
的基层治理“创新载体”。

“村民办事有人帮，矛盾纠纷有人管。”党员联系
户“1+10”工作法，是伊滨经开区在全区推广实施的
基层党建创新实践，让每名党员联系10多户群众，通
过“农家会议”等形式充分讨论问题，宣传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洛阳伊滨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陈
志恒对记者说，“党员联系户‘1+10’工作法强化了
党组织在基层治理工作中的引领作用，突出了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有效地提升了党员的执行力与创
新服务力，让党员真正成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模
式的‘排头兵’。”

洛阳市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现场会在伊滨经开
区召开之后，十余个县市区先后组织调研组，到伊滨
经开区进行工作交流，对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做
法成效深入开展学习调研，党员联系户“1+10”工作
法在全市推广实施。

以党建“一条红线”带动形成基层治理创新合
力，洛阳伊滨经开区推动涌现出一批“带着温度、冒
着热气”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

建立以社区党总支+安置社区党支部+物业服
务中心+楼栋党小组+党员为核心的楼栋党建工作

“一个网络”；要求每一个社区都要打造党建文化广
场、每一名党员都要亮出身份公示牌、每一个党小组
都要认领公共绿地维护任务，做到“三个一”；成立社
区党员志愿者服务敲门关爱组、矛盾化解组、环境创
优组、安全守护组这党员服务“四个组”……

社区党建“一三四”模式已经在区内吉庆嘉苑、
新源嘉苑等社区实施推广。

以党建为抓手，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洛阳伊滨经开区通过创新服务载体、建立服务机
制，建起以“基层党委+党支部+党员”为“经纬线”的

“网格化”新格局，形成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合力。
与此同时，贴民生、惠民生的探索也在稳步推进。
来自党员和爱心人士捐助的“免费商品”，被妥

善保管在由社区党员管理运营、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搭建的社会救助平台——“爱心超市”，等待“主人”
领取；“四点半”学校采取“党建教育+引导启迪”的
方式，由党员志愿者义务提供作业辅导、组织阅读和
文娱活动等服务，搞好每天下午放学后儿童的“教、
育、管、带”，为社区居民解决后顾之忧。

洛阳伊滨经开区党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要抓
紧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勇于开拓、大
胆探索基层治理的“伊滨模式”，继续在发挥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抓实基层治理和社会治理方
面，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伊滨经验。9

2018年12月30日，洛阳市第七届元旦“少康龙
杯”篮球赛在新区体育中心木马阳光篮球馆举行，本次
比赛共吸引了12支代表队参赛。经过为期3天、24
场的精彩激烈的比赛，铁军兄弟、洛阳前卫、旺仔狂笑
代表队分别获得前三名。9 任丹丹 席乐强 文/图

图片新闻

“一河清水，一条经济带，一个产业
链，一道风景线”。

宜阳把百城建设提质、文明城市创
建作为“点睛之笔”，加快推进以业兴城、
产城融合和脱贫攻坚。

优美的城市环境、优良的文明服务，
吸引了客商纷至沓来。中基华夏医药产
业园、天津红日药业、德航科技航空航天
零部件制造、中天地铁盾构管片、洛邑水
城、新大牧业等一批投资强度大、产业关
联度高、成长潜力好的项目落地、投产，
有效推动了经济发展提质增效、产业结
构不断优化、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包含规划馆、体育馆、体育场的“文
体中心”项目的建成投用，不仅为大型赛
事、文化活动、商贸服务等提供了良好平
台，而且完善了城市功能、提升了城市品
质，满足了广大群众的需求，还将有力促
进体育、文化、旅游、商贸、教育等第三产
业发展壮大，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百城建设提质、文明城市创建为
契机，宜阳将以“文”化城、树立文明新风
尚的落脚点放到文化扶贫工作上，连续
开展了两届道德模范评选，表彰了 1573
名道德模范，教育引导贫困群众立志脱
贫；脱贫故事被编排成群众喜爱的河洛
大鼓、豫剧小品、快板书、三句半等文艺
节目，巧借“三下乡”“百场戏曲送农民”
等活动，在田间地头欢快地响起来；设立
了“孝心基金”，为 70岁以上老人发放孝
心基金 2004万元；建立“一约四会一讲
堂”，破除陈规陋习，弘扬新风正气，助推
乡风文明。

2018年 6月 22日，全省文化扶贫暨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推进会在洛
阳召开，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宜阳县文
化扶贫工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
况，对宜阳工作成效给予肯定。

目前，该县形成了公共文化设施覆
盖“县乡村”，群众文化活动提振“精气
神”，乡风文明建设滋养“新风尚”，换传
统思想观念扶出“脱贫志”，促贫困群众
增收走上“致富路”的良好格局，谱写了
新时代文化扶贫新乐章，为百城建设提
质、文明城市创建交响曲增添美好音
符。9

宜阳是 2018年要脱贫摘帽的国家级贫困
县，不是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的试点县。

在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摘帽任务的同时，
宜阳县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围绕省委常委、
洛阳市委书记李亚调研宜阳规划工作时提出的
要求，规划引领、主动作为、统筹谋划，做好“以
绿荫城”“以水润城”“以文化城”“以业兴城”四
篇文章，2018年实施了总投资 27亿元的 39项
工程，着力打造现代化的山水宜居之城。

强化规划引领，明确发展定位，优化“近山
不挡、滨水不争、疏密有度、显山露水”的城市空
间格局，大笔勾勒一河穿城、两山辉映，五渠相
连、八湖贯通、城水共融的大线条，工笔细绘生
态宜居、管理精细、书香飘溢、风尚文明、产业兴
旺的现代新城新风貌。

按照“规划见绿、见缝插绿、提质优绿、协力
植绿”，打造“点、线、面相结合”的城市绿地系
统；实施“一山、二河、两带、三产业、九廊道”的

“12239”国土绿化工程。
构建三级党政领导主抓、主干、主责的河长

体系，实施“洛河为轴、5渠为辅、10条水街、8个
人工湖”的“1518”环城循环水系工程，着力打
造“一水润城，五渠连通，十街共建，八湖共融”
的山水宜居城市水系景观，让滨水区成为“风景
区”，灵动城市韵味。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明是城市的方向。
该县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
线，着力打造“书香宜阳”，构筑县乡村三级公共
文化服务网络，组织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讲
文明、树新风”活动，催开最美文明之花。

大笔勾勒蓝图 工笔细绘风貌1

家乡换了模样 居民心悦欢畅2

产城融合“蝶变”
城市焕发新彩3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1月 1日，2019
年洛阳市元旦长跑比赛暨迎新年马拉松赛在洛阳市
体育中心广场鸣笛开赛，来自各行各业的共约1.1万
名长跑爱好者用这种特别的方式迎接崭新的一年。

据了解，本届长跑比赛由洛阳市体育局、洛阳市
教育局等单位联合主办。比赛共设十公里马拉松
组、五公里马拉松组、伤残人士组、亲子组等八个组
别，路线最长为 10公里，最短 1.8公里，参与人数共
约 1.1万人。此次参赛年龄最大的选手 74周岁，年
龄最小的亲子组运动员，仅有1周岁。

“人生就像长跑一样，既有机遇也有挑战，美好
生活都是通过挥洒汗水干出来的，我们都要做新时
代的追梦人，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实现家庭的幸
福。”参加洛阳市元旦长跑亲子组比赛的参赛者习先
生说，“来参加元旦长跑，就是希望以健康奋进的方
式迎接新年的到来，我们全家启航了！”

据悉，洛阳市元旦长跑迎新年活动至今已成功
举办四十届，是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广泛的群众体
育活动，已经成为洛阳运动爱好者迎新年的首选方
式，也成为带动全民健身，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平台。

洛阳市体育局局长卢铁军表示，习近平主席在
2019年新年贺词中指出：“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
都是追梦人。”我们举办元旦迎新长跑等一系列活
动，就是要弘扬健康、向上、拼搏、超越的体育精神和
体育文化，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在新的一年干事创业
的激情和斗志，共同去追逐梦想，实现梦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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