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张钊 胡亚蕾）10月 28日，结合“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洛阳市纪委监委组织部长邓卫
国为新选调和招录的 40名同志和新任职的部分机关室主
任讲授了一堂题为《讲政治、守初心，讲规矩、重实干，争做
一名优秀的纪检监察干部》的党课。

结合自己36年的工作经验和人生阅历，邓卫国现身说
法，从身边的小事讲起，从纪检监察干部应有更坚定的信
仰和更高标准的角度，要求各位党员干部强化政治意识，
做思想上的引领者；强化责任意识，做务实的担当者；强化
学习意识，做奋斗的领航者；强化纪律意识，做廉洁的示范
者。秉承纪检监察干部的初心和使命，履职尽责。

此外，洛阳市纪委监委组织部还为新进人员安排了为
期一周的业务培训，鼓励新进人员尽快成为一名政治坚
定、业务精良、作风过硬的纪检监察干部。7

一场主题教育党课

激发党员干部干事热情

本报讯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王雪娜 通讯通讯
员员 吴云骊吴云骊））““河洛欢歌河洛欢歌··广场文化月广场文化月”“”“红红
色文艺轻骑兵色文艺轻骑兵”“”“西工转转西工转转””……一个个群……一个个群
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惠民活动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惠民活动，，让市民充分让市民充分
享受文化的盛宴享受文化的盛宴。。

近年近年，，西工区按照西工区按照““文旅强区文旅强区””发展战发展战
略略，，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以文化活动以文化活动
为载体为载体，，组织全区基层文艺表演团队开展组织全区基层文艺表演团队开展
了了““文化惠民进基层文化惠民进基层”“”“快乐星期天快乐星期天”“”“红色红色
文艺轻骑兵文艺轻骑兵””等一系列具有本地特色等一系列具有本地特色、、深深
受群众喜爱的文化活动受群众喜爱的文化活动。。

这些基层文艺演出活动的舞台设在公这些基层文艺演出活动的舞台设在公
园园、、广场广场、、居民庭院居民庭院、、社区活动中心社区活动中心，，
通过舞蹈通过舞蹈、、戏曲戏曲、、器乐演奏器乐演奏、、朗诵等形朗诵等形
式式，，让辖区居民群众通过一个让辖区居民群众通过一个
个文艺个文艺““小舞台小舞台”，”，感受到了文感受到了文
化化““大民生大民生”，”，描绘了一幅细腻描绘了一幅细腻
的文化惠民的文化惠民““工笔画工笔画”。”。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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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工区大力发展西工区大力发展““历史文化游历史文化游”“”“都市商务游都市商务游”“”“红山生态游红山生态游””

巧抓巧抓““旅游旅游++””
构建构建““文旅强区文旅强区””新格局新格局

洛阳理工学院

把主题教育开到办学旧址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通讯员 赵燕昌）位于
三门峡市区西部，临近黄河的陕州公园是洛阳理工学院的
前身“电力工业部三门峡水力发电学校”办学旧址。1956
年 9月，学校正式成立。从这里出发，该校在 63年的办学
历程中先后为国家建材行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输
送了17万多名高级专门人才。

日前，一场特别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现
场教学活动在这里举行。来自洛阳理工学院党政办、组织
部、宣传部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围坐一堂，认真聆听该校
特邀1956级首届学生孟宪清、刘华堂两位老校友讲述建校
之初师生员工艰苦办学的历程，分享了老一代洛理人奋斗
时代、奉献祖国的高尚情怀。7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巴萃）11月 6
日，由北玻股份参股并与之深度合作的洛阳北玻硅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北玻硅巢”)，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北玻硅巢新产品发布会。新产品硅巢板、硅巢单元幕墙，
一经亮相便引起了幕墙界的关注。

“硅巢单元幕墙是北玻硅巢独创的全新技术体系，在
基本材料、生产工艺、产品应用三个维度上全面创新，从而
解决行业应用的一系列难点痛点。”发布会上，北玻股份及
北玻硅巢董事长高学明对硅巢技术的创新进行详细讲解。

据介绍，“硅巢板”材质为硅基，形态似蜂巢，因此命名
为“硅巢”。原料取之于尾矿等废弃物，高温发泡制成，具
有轻质高强、耐火保温、憎水防潮、吸音隔音等优质墙材功
能。随着新材料的出现，北玻硅巢又创造出硅巢单元幕墙
体系，经测试达到应用标准，迎合了优质绿色建材、建筑工
业化转型的要求。

“硅巢装配式建筑新材料项目位于汝阳县产业集聚
区，建设硅巢材料生产线2条，项目全部建设完成后可年产
90万平方米的硅巢板。”北玻硅巢总经理蒋维介绍。

据悉，这次北玻硅巢参展，从基本材料到轻钢组合结构
板，再到硅巢单元幕墙的系列展品，展示了全产业链应用成
果。其应用产品以及材料板生产、幕墙体系制造、施工装配
等各个环节，也将分解落地到各个需求者之中。7

建筑外衣新伴侣
北玻硅巢星耀上海

宜阳县扎实推进“三治并进”

陋习悄然去 新风拂面来
□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张珂

“以前为了‘面子’，红白事‘饭不剩下不算饱，酒不喝多不
算好’，现在都按红白理事会定的标准办，经济实惠还文明。”
11月11日，在宜阳县张坞镇凹里村，党支部书记赵兵兵说，随
着张坞镇25个行政村成立红白理事会，制定出台了《红白理事
会制度》后，农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攀比浪费不良风气得到
遏制，婚事新办、丧事俭办的文明新风尚已经形成。

在宜阳，张坞镇不是个例。近年，该县认真贯彻落实“党
建引领、三治并进、服务进村”，以“德治”为龙头，立足“自治”、
强化“法治”，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先后被评为“国家
卫生县城”“国家园林县城”“河南省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广宣传 观念一变新风扑面

“为了让老百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我们在宣传上可是
下功夫了。”宜阳县莲庄镇政府干部说，文明新风能深入人
心，广泛宣传功不可没。莲庄镇通过集中发送微信、印发倡
议书以及入户教育等形式广泛宣传，组织镇村干部、群众、学
生到家风家训馆参观，并结合道德模范、新风人物等评比，奖
励文明家庭、资助品学兼优贫困大学生等活动，讲好故事，树

好典型，文明新风深入人心。
乡风文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改善婚丧礼

俗的关键是做好传统与执法相协调，坚持正面引导和负面曝
光“两手抓”，该县连续开展3届“德耀宜阳·善孝先行”评选活
动，表彰了1573名道德模范，广泛宣传先进事迹。

同时，该县设立“孝心基金”，对全县 70岁以上贫困群
众，子女每缴纳100元赡养费，县财政再补贴10元，为5210
名老人补贴“孝心基金”，并对主动赡养、孝顺老人的子女，张
榜宣传、通报表扬，孝老爱亲蔚然成风。

改陈规 “一约四会”领航破冰

村民事，自己治。
该县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作用，将红白理事会与村规

民约、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等共同形成“一
约四会”，同步运行。“四会”会长由各村党支部书记担任，副
会长及会员通过村民代表大会推荐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
等德高望重、热心服务、办事公道的人员担任，引导广大群众
破除陈规陋习，大力倡导婚丧新观念、新风尚。

村民自治给力，政府作用也必不可少。该县先后印发
了《宜阳县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工作意见的通知》

《宜阳县文明节俭办理喜事参照标准》等文件，将与群众生
活密切联系的社会治安、生态环境、教育卫生、邻里关系、村
风民俗、土地管理等列入《村规民约》，通过政府鼓励引导，
社会广泛参与，形成乡村和谐、崇德尚善、婚俗节俭、文明治
丧的良好社会文明新风尚。

树新风 价值引领以文化人

滋养文明之花的沃壤是优质文化。坚持价值引领，文
化浸润，该县逐步实现以文化人，滋养美好生活。

按照“七个一”标准，全县353个行政村实现“村级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文化大院、农家书屋”全覆盖，极大地丰富了农
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已连续举办18届的“滨河之声”群众
文化活动，成为享誉全省、全市的金字招牌；持续多年开展的

“送春联，惠民生”活动，累计向群众免费赠送春联58万副……
依托宜阳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资源，该县还广

泛开展“读经典书、诵李贺诗”“职工读书月”等活动，以读书
提素质；开展“文明礼仪从我做起”行动，举办礼仪知识讲
座、培训 318场次，以明礼提素质；开展“传文明家风，过祥
和春节”活动，答好“必答题”，培育“好家风”，以家风提素
质。文明之花处处开放，芬芳四溢。7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吴云骊

“古今兴废读洛阳，六朝存亡看西
工。”这是洛阳市西工区“历史文化游”的
一句宣传语。

西工区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既是拥有
6个朝代建都史的文化中心，又是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连续 14年列洛阳市首位的
商务中心，同时拥有西部红山 33.4平方公
里的农业区域。

依托辖区的文化遗存、商业优势和生
态资源，今年以来，西工区明确了打造历
史文化游、都市商务游、红山生态游三大
旅游板块的整体思路，使旅游业和文化建
设、商业提升、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同频共
振，构建“文旅强区”新格局。

周韵唐风
激活“文化西工”

活化历史文化资源，激活文旅市场潜力。
西工拥有悠久的历史，先后有东周、隋、

唐、后梁、后唐、后晋等6个朝代在此建都，历
时达382年之久，辖区拥有天子驾六、隋唐
九洲池、上阳宫、应天门等众多知名景点。

近年来，西工区按照“文化+旅游+产
业”的模式，积极融入洛阳市国际文化旅游
名城建设，谋划实施大型文化旅游载体项
目，促进历史文化与旅游开发深度融合。

看九洲夜景，穿华服穿越隋唐，尝特色
美食……今年以来，夜游九洲池成为洛阳
旅游业的一大亮点。五大主题几十场缤纷
多彩的活动，让九洲池成为网红新地标。

九洲池项目是西工区文旅融合的一
个成功样板。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成为集
商务、旅游、文化于一体的新兴商圈，以及
全市新的消费热点区域、文化展示中心，
年综合营业额将达到30亿元，提供就业岗
位 2万多个，拉动旅游及相关产业GDP增

长约150亿元。
和九洲池遥相呼应的，是上阳宫文化

产业园。上阳宫完美展现昔日盛唐文化，
园内既有歌舞演艺、宫廷餐饮，也有唐式
婚礼、传统文化培训等项目。该产业园先
后提供就业岗位上千个，拉动周边经济亿
元以上，销售额提升了15%。

作为周文化的代表，王城公园已经成
为集历史文化、牡丹文化、园林景观、动物
观赏、休闲游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园，每
年都吸引着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前来参观
游览。今年以来，通过文旅深层融合，公
园开展《周礼迎宾》实景演出、“武皇武则
天”盛装出巡、编钟乐舞表演、汉服秀等文
化活动，接待游客300多万人次。

西工转转
打造“都市商务游”

“今年过年，西工转转！”
“红山看看，西工转转!”
“国庆畅玩，西工转转！”
伴随着三次“西工转转”商业活动的

成功运作，“都市商务游”成为西工区旅游
产业的新亮点，“吃住行游购娱”的一条龙
服务，吸引了大量游客和市民。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 300 亿
元、连续 14年居洛阳市首位，特色商业区
连续 5 年位列全省“十强”……一串串数
字，凸显了西工区商贸业长期以来在洛阳
市的龙头地位。

为进一步促进消费引领，提升商贸企
业在豫西地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按照“文
旅+商业”的模式，西工区集聚商场、酒店、
餐饮、影院、景点等众多活力元素，高标准
打造“都市商务游”，实现“文旅让商业更具
魅力，商业让文旅更显活力”的目标。

今年 2 月份，西工区启动了“今年过
年，西工转转”休闲购物月主题活动休闲购物月主题活动，，各大各大
商圈新春消费大幅升温商圈新春消费大幅升温，，上演了一场红火上演了一场红火

热闹热闹、、异彩纷呈的异彩纷呈的““消费盛宴消费盛宴”。“”。“五一五一”“”“国国
庆庆””期间期间，“，“西工转转西工转转””再次大获成功再次大获成功，，形成形成
了“都市商务游”的品牌效应。

“西工转转”让商家得市场、群众得实
惠、经济得发展。洛阳王府井商场负责人
说：“在实体商店不断受到电商冲击的当
下，我们依然保持了稳中有升的发展态
势，竞争优势依旧突出！”

生态旅游
富了群众美了乡村

走进西工区红山樱桃沟，一排排新中
式建筑风格的“食街坊”饭店，一条条干净
整洁的林荫小道，一个个绿意盎然的采摘
园，展示着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勃勃生机。
在西工区发展“西部红山生态游”的战略
推进下，这个昔日经济薄弱的穷山沟，已
然成为市民近郊观光休闲的“诗和远方”。

按照产业定位，红山生态旅游区占地
约 2.1 万亩，以“美丽乡村”建设和现代农
业发展为依托，打造洛阳近郊生态建设示
范区、观光休闲度假示范区和城市北部生
活配套示范区。

“春季赏花、夏季采摘、秋冬温泉”。
如今，樱桃沟已经形成了一年四季皆可游
的全产业链，成为洛阳沟域经济的代表，
并入选洛阳市重点培育建设的 10个沟域
经济示范区。

今年以来，西工区加大樱桃文化节的宣
传力度，并打造了花海节、美食节、啤酒音乐
节及农副产品展销会等特色文旅活动，使红
山生态游持续升温。仅樱桃文化节期间就
接待各地游客40余万人次，每逢周末农家
饭店一座难求，各大采摘园游客爆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游为
红山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据统
计，红山一个中等规模的农家饭店，年均
收入在 20万元左右，而这样的饭店，在樱
桃沟就有40多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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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
描绘惠民“工笔画”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通讯员 王亚杰 孔昭）
11月8日上午，洛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召开2019年度“隐形
冠军”（培育）企业授牌仪式暨座谈会，20家优秀中小企业入
选，这是该市认定的首批“隐形冠军”（培育）企业。

“隐形冠军”企业是指长期专注并深耕于某一细分行
业的产品研发和生产，具有显著竞争优势和创新能力，企
业细分市场占有率或出口额位居国内乃至国际前列，具有
专注的发展战略、科学的管理体系、独特的产品服务、专业
的技术研发、稳定的客户关系、可持续的市场需求和显著
经营效益的优质中小企业。

经洛阳市各县（市、区）工信主管部门推荐，机关业务
科室评审，市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审核，市工信
局党组会研究，认定名单公示等程序，最终认定 20家企业
为2019年度洛阳市“隐形冠军”（培育）企业。

其中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为
“隐形冠军”企业，洛阳科博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13家
企业为“隐形冠军”培育企业。

据了解，洛阳市将围绕“五强六新五特”的现代产业体
系重点领域，力争通过三年时间，在全市中小企业中遴选
100家左右“隐形冠军”培育企业，30家左右主导产品在国
内外行业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居前列的“隐形冠军”企业，
引导并推动其做国内外细分市场的领导者。对于符合“隐
形冠军”（培育）企业认定条件的中小企业，市工信局将授
予其“隐形冠军”培育企业或“隐形冠军”企业荣誉称号，并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其申报国家、省、市相关产业扶持
资金，优先纳入市工信局企业服务“五个一”机制，优先支
持企业负责人参加洛阳市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7

洛阳首次认定20家
“隐形冠军”（培育）企业

座无虚席的餐饮店 宋海涛 摄

西西弗书店人气旺 宋海涛 摄

上阳宫里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活动上阳宫里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活动 宋海涛宋海涛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