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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创新”闪耀郑洛新自创区
军民科技融合成果推介会

党建引领，下好基层治理“一盘棋”
——洛阳市“河洛党建计划”三年实施意见解读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通讯员 苟华云 高静）交
通要道，潮汐桩可根据交通流量大小进行“自我调整”；依靠手
机、VR眼镜等终端设备，人们足不出户，即可欣赏河洛大地
的件件瑰宝；未来的汤馆大师傅，可能是个机器人……在
2019洛阳大数据产业园创新创业大赛决赛现场，这些涉及大
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项目，一出场便吸引了众人关注。

近日，由洛阳市工信局、洛阳市科技局指导，洛龙区人民
政府主办的 2019洛阳大数据产业园创新创业大赛在洛阳炎
黄科技园落下帷幕。在当天的决赛环节，经过前期层层筛选
的 20个优质企业及团队项目进行激烈角逐，最终，洛阳数字
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BGA焊球设备研发项目分别获得
企业及团队项目一等奖。

据了解，自2016年 10月，我省获批首批国家级大数据综
合试验区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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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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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年来
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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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举办本次创新创业大赛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大
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培育新技术，发展新业态、促进
产业转型升级。参赛对象分别来自各园区企业重点项目推
荐、高等院校项目推荐及定向邀请优秀企业及团队。9

洛阳大数据产业园
创新创业大赛看点多

聚焦提升党建阵地建设水平，《意见》
提出，到 2021年底，各街道将建成不低于
1000 平方米的区域性党群服务中心，居
民达 500户以上的住宅小区建设“邻里中
心”，党员 50人以上的商务楼宇、商圈市
场等有党群服务站（点）。

为加大对基层党组织的保障力度，洛
阳市将足额保障村干部基本报酬、村级组
织办公、服务群众等经费。今后，洛阳市将
以县为单位制定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实施方
案，在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土地流转、招
商引资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到 2019年
年底，全市80%以上的村有集体经济收入，
80%以上的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5万元以
上；2020年实现集体经济收入空壳村“清
零”；2021年全市所有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到5万元以上。

《意见》提出，洛阳市将持续优化党组
织服务功能，严格落实村干部挂牌值班制
度，推广“一站式”服务和错时延时、坐班
值班、预约上门等服务方式。同时，逐步
将普惠金融、医疗卫生、文化服务等便民
项目引入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扎实推

进“三社联动”，健全政府购买社区服务制
度。力争到 2020年，全市每个城市社区
培育不少于 10个社区社会组织，农村社
区培育不少于3个社区社会组织。

聚焦健全村（居）民自治机制，洛阳市
将坚持农村“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和社区

“一征三议两公开”工作法，充分发挥村
（居）务监督委员会、农村“一约四会”、居
民议事会等作用，发动群众自我管理、自
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为加强基层依法治理，洛阳市将推进
巡察工作向村（社区）延伸，强力整治群众
身边的腐败行为和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
风。大力推进“一村（格）一警”和“一村一
法律顾问”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聚焦提升基层德治水平，洛阳市将进一
步深化文明村镇、星级文明村、文明家庭等
创建活动成效；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大力开展“最
美洛阳人”“道德模范”等评选，为推动洛阳
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汇聚向上向善正能
量。9

突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

能、优化基层干事创业环境、提

高基层治理和服务能力……近

日，洛阳市委印发《关于推进

“河 洛 党 建 计 划”（2019—

2021 年）加强基层基础工作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今后 3年，洛阳市将着

力实现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

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

力、社会号召力明显增强，基

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显著

提升，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强的基层基础保

证。

据悉，洛阳市将以乡镇（街

道）、村（社区）为重点，实施“河

洛党建计划”（2019—2021

年）。其中，2019年为“全面强

化年”，聚焦短板、合力攻坚；

2020 年为“全面提升年”，巩

固落实、创新提升；2021年为

“全面过硬年”，深化拓展、常态

长效。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王国辉 张伊霖

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进基层、入人心，洛阳市将扎实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持续抓好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充分
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及“学习
强国”学习平台、“三新”大讲堂等载体作
用，强化各级党员干部理论武装。

《意见》提出，把抓党建促脱贫攻坚、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重大项目建设、环境污染
防治等重大任务作为检验基层党组织组织
力的试金石，统筹整合上级提供给村（社
区）的各项政策、资金、资源、项目等。

今后3年，洛阳市将大力创建“五星支
部”，分领域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3年内创建 3000个“五星支部”、打造
30个标杆式党支部。党支部分类评星定
级结果将作为运转经费、资金奖补、党费支
持等工作的重要依据。

聚焦软弱涣散和后进村（社区）党组织
整顿，洛阳市将重点针对党组织政治功能
不强、信访矛盾集中、社会治安混乱等问
题，排查确定软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按
照兰考“六步工作法”精准施治。

今后，洛阳市还将采取单独组建、挂靠
组建、区域联建、行业统建等方式，推动农
村搬迁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城市住宅小区
和商务楼宇、商圈市场、互联网业等领域党
建工作全覆盖。

《意见》提出，洛阳市将持续加强村
级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规范“选育
管用调”管理体系，实施村（社区）干部
学历提升计划。同时，通过乡土人才回
归、院校定向培养、县乡统筹招聘等方
式，为每个村（社区）储备 3 至 7 名后备
力量。

为持续提升党员队伍先锋引领能力，
洛阳市将采取定向投放、单列计划等办
法，把符合条件的农村优秀人才发展为党
员，把优秀党员培养为村干部。同时，洛
阳市还将加强党员积分管理和无职党员

“一编三定”工作。
聚焦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基层

党务工作者队伍，洛阳市将探索招聘农村

党建助理员，推行社区专职工作者设岗定
级、绩效考评，并根据社工职称等级发放
差异化津贴。

为理顺基层权责关系，洛阳市将依法
赋予乡镇（街道）审批服务执法等权限，组
建统一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同时，制定
乡镇（街道）职责准入清单，确需基层协助
办理的阶段性临时性任务，实行权随责
走、费随事转。

为充分调动基层干部工作积极性，洛
阳市将优先考虑提拔具有乡镇（街道）任
职、挂职和驻村工作经历的干部，并逐步
健全从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中选拔
乡镇（街道）领导干部、招聘事业编制人员
的常态化机制。

建强基层骨干队伍 优化干事创业环境

夯实基层基础保障 提高治理服务能力

党支部书记为社区党员上党课

汝阳县王坪乡孟村党群服务中心

3000
个

洛阳市将大力创建“五星支部”，分
领域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3年内创建 3000个“五星支
部”、打造30个标杆式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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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李莎

近日，栾川县首批村干部学历提升班
开班，来自基层的 128名村干部参加此次
培训。“只有提升了我们的基层干部素质，
才能更好地为基层群众服好务。”栾川县白
土镇马庵村支部书记牛鸿儒在学历提升班
上代表学员发言时，感触颇深。

提升村级干部素质，是栾川县夯实农
村基层基础的一项重要举措。近年来，栾
川县牢固树立“大抓基层、大抓支部”鲜明
导向，着力构建“党建引领、三治并进、服务
进村”的基层组织体系、治理体系和服务体
系，细化了支部带村、民主管村等八项具体
措施，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显著提升。

推进标准化建设
让组织建设实起来

潭头镇拨云岭村被评为“五星级”党支
部，该村独创的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六个一”
工作法受到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的
批示肯定，在全市推广学习。栾川县实行星
级与奖惩挂钩的激励政策，对“五星级”“四
星级”党组织奖补工作经费并隆重授牌，对
党组织落实村干部工作报酬上浮 10%奖

励，以这种方式推动基层支部建设高质量。
栾川县深化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对村

党支部书记从严管理的同时，注重改善素
质，采取全额补贴学费方式支持首批 128
名村干部接受专科以上学历教育。注重激
励关爱，将先进村级党组织书记事迹进行
展示和宣传，并推选优秀村党支部书记为
中央、省、市先进，强化政治激励。每年组
织村党支部书记进行 1次免费体检，对 17
名优秀“五星级”村党支部书记，比照事业
单位新晋九级职员发放报酬，体现“干好干
坏不一样”。

为促进基层制度落实，栾川县对基层
党委、党支部、党员每年需要做到的“十个
一”工作进行明确规定。同时，出台关心关
爱基层干部减轻基层工作负担八项举措，
厘清工作职责、精简考核督查，为村级组织

“松绑减负”。

坚持“三治并进”
让乡村治理活起来

如何让乡村治理“活”起来，栾川县下
足力气，把自治作为“内生力”，把法治作为

“约束力”，把德治作为“软实力”，着力构建
自治、法治、德治齐头并进的农村治理体系。

栾川县强化村党支部领导作用，不断
完善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和其他
群团组织参与民主议事的村民自治模式，
实现了自治管村。凡涉及贫困户认定、集
体经济收益使用等 4大类 17项工作，必须
通过“四议两公开”工作法进行决策。固定
每月 6 日为“三务公开”日，开发“阳光栾
川”微信小程序，群众通过手机即可实时了
解本村“三务”公开情况。

同时，栾川县常态化开展“法治宣讲”
活动，85%的村成功创建县级以上民主法
治村，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成为习惯，
强化了依法治村。2018年村级矛盾纠纷
调解率、调成率分别达到 100%和 99.5%，
全年总访量同比下降 40%，零上访村达
165个，占77.5%。

截至目前，该县建设村级新时代“三
新”大讲堂 213 个、开放式组织生活基地
24个、党建文化广场86个、村史馆7个、家
风家训馆19个，不断丰富农村党员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

优质资源下沉进村
让服务能力提起来

为了提升农村群众的服务能力，栾川县

坚持人往农村走、钱往农村投、服务往下沉，
构筑人才、资金、政策“三位一体”的农村服务
体系，增强村党支部服务党员群众的能力，
真正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今年4月，栾川县出台“鸾鸟回归工程”
和乡村振兴“千人培养计划”等一揽子人才
计划，汇聚人才、服务农村。建设乡村振兴
人才基地和“栾川人才港”，为人才安家乐
业、教育培训提供全面保障。拿出乡镇事业
编制试点招录30名乡村振兴助理员，编制
在乡、岗位在村，夯实农村工作力量。

数据显示，去年以来，共建立 1086人
的乡土人才库和 832人的后备干部库，吸
纳 36名返乡人才进入村级班子，230余名
乡土人才返乡创办特色种植养殖、手工艺
品加工等 200余个实体项目，带动大批群
众在家门口就业。

与此同时，栾川县创新党内关怀机制，
设立“党员互助超市”和“困难党员关爱基
金”，建立“爱心帮扶卡”制度，将 361名贫
困户党员全部纳入帮扶救助范围；评选命
名“党员农家宾馆示范户”93户，为 9600
户农村党员家庭悬挂“共产党员户”标牌，
5890名农村无职党员认领岗位义务履职，
推动党员亮明身份、服务群众，“有困难找
党员”观念深植民心。9

本报讯（洛阳观察见习记者 沈若宸）防爆消防灭火侦察
机器人、水下侦测机器人、车载式能见度检测仪……5月 24
日，由洛阳市人民政府主办，洛阳市科学技术局、河南科技大
学协办的 2019洛阳市科技活动周进校园暨军民科技融合成
果展于河南科技大学拉开帷幕。

此次活动以科技强国、科普惠民、军民科技融合为主题，
参展企业主要包括驻洛军工单位、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的重
点代表，有以洛阳 LYC轴承有限公司为代表的“民参军”企
业，还有以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军民两用”
深度融合领军企业。

据介绍，近年来，洛阳市以自创区建设为龙头，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深化军地产业融合、科技协同创新。加快军民科技
协同创新体系建设，构建了以军工企业为主体、以科研院所和
高等院校为技术支撑，产学研用相结合、机制灵活的军民科技
协同创新体系。支持军民融合载体建设，加快推进洛阳军民
融合产业园等一批载体建设，实现了一大批科技成果产业化。

洛阳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旨在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发公众科技兴趣和创新热情，实现科
技创新成果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切实推动公民科学素质
建设取得新成效，凸显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
用。9

洛阳科技活动进校园

2019年洛阳市重点民生项目——洛阳职业技术学院新
校区项目医学楼率先提前封顶。近日，中建五局项目一线工
人、青年员工为抒发自豪喜悦之情，齐声歌唱《我和我的祖
国》，表达对伟大祖国的热爱。王恒 摄 9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张炜）驰骋沙场
的“机器战马”、被喻为卫星“方向盘”的动量轮、激光探测冰雪
厚度的神奇检测仪……近日，第二届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军民科技融合成果推介会在郑州开幕，洛阳市22家单位
携95个军民融合亮点技术项目参展，集中展示了洛阳自创区
近年军民融合发展的前沿成果。

本届推介会由省科技厅、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
室等主办，是2019年河南省科技活动周的主题活动，以实物、
模型、应用场景影像为主，结合图片、展板等多种形式，展示郑
洛新自创区在高端智能装备、通信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
材料、生命健康等领域取得的军民融合先进创新成果。

洛阳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洛阳市参展单位中，有以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等为代表的“军转民”科研生产单位，以
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民参军”企业，还有以中
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军民两用”深度融合领
军企业。参加本次展览展示的洛阳市产品、成果种类广泛，具
有优势突出、成果新颖两大特点。

此次展会上，洛阳市重点展示了装备制造、机器人、新材
料、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前沿性、引领性、颠覆性技术与成果。
既有小如蚁蚕的微组装技术毛纽扣，也有重达 700公斤的军
事地面机器人平台；既有上天的机载微型激光成像雷达，也有
下水的舰艇用钛合金三明治板；既有应用于航空航天的精密
轴承，也有可实现雷达隐身等功能的新材料等。

与此同时，近两年涌现的军民融合高端创新成果，也在此
次展会上集中展出。中信重工与郑州信大先进技术研究院合
作，研制了中国首台检测精度达到 3微米的 320千伏微焦点
工业锥束CT机；本次展会中，中信重工带来的桌面型微焦点
工业CT设备为首次亮相。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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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夯实基层党建激活“神经末梢”

突出政治功能
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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