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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宜居名城
——洛阳加快副中心城市建设述评③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赵笑菊

“加快建设副中心、致力打造增长
极，既是政治任务，也是历史使命。”洛
宁县委书记张献宇表示，该县将紧盯省
委、市委决策部署，在补短板、强弱项、
转观念中积极融入大局、深入思考谋
划、主动担当作为，着力做好“结合”“转
化”文章。

把牢思想“总开关”。认真贯彻落
实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在洛
宁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以扎实开展“强
使命、找差距、明举措、勇担当”集中学
习研讨活动为载体，在全县迅速掀起
解放思想热潮，坚决克服“三种心态”，
强化“三种精神”，以扩大开放为引领，
跳出洛宁看洛宁，走出大山看大山，树
牢“出山”意识，弘扬“登山”精神，凝聚
起投身副中心城市建设的强大力量。

融入洛阳都市圈。加快调整产业
结构，打造洛阳都市圈产业配套基
地。在城镇交通互联、基础设施共建、
公共服务共享和市场一体化建设等方
面先行先试、探索经验，拓展发展空
间。

打好河洛文化牌。开发洛书文创
产业，以洛出书处、仓颉造字、伶伦制

管“三源”文化和剪纸、竹编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规划建设洛宁博物馆，打造

“民俗博物馆”“乡愁博物馆”，融入全
市“东方博物馆之都”总体规划。

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总结固化
经验做法，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
体制机制，让全面小康成色更足。

打造沟域经济带。坚持“一沟一规
划、一域一特色”，着力构建“沟底文旅
业、沟腰林果业、沟顶生态林”的沟域生
态经济带。

发展生态涵养区。持续改善生态
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厚植生态优势，争
创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县、国家级森林
城市。

积极争创“三起来”示范县。实
施“13657”行动计划，打造全省重要
的高效特色农业示范区；推动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重点抓好 43 个工业项
目；实施城建提升工程，把“百城建设
提质”和“三城联
创”做得更优，形
成 城 乡 生 产 、生
活、生态贯通融合
发展格局，争创县
域治理“三起来”
示范县。 6

争创“三起来”示范县
——访洛宁县委书记张献宇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苟华云

“洛龙区要在洛阳副中心城市建
设中有担当、走在前、出重彩。”洛龙
区委书记张玉杰表示。

张玉杰说，全区深入开展“强使
命、找差距、明举措、勇担当”集中学
习研讨活动，凝聚起了克服“三种心
态”、强化“三种精神”思想共识，初步
形成了“1686”工作思路。“1”是瞄准
副中心城市“首善”之区的目标，“6”
是聚焦聚力六个方面工作，“8”是谋
划了83个重点项目，第二个“6”是83
个项目总投资 636亿元，力争年度投
资不低于300亿元。

聚焦聚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围绕建设全市先进制造业高地的目
标，加快推动中航光电技术产业基
地、5715 工厂光电研发中心二期等
11个主导产业项目；强力推进 33个
以智能制造为引领的“三大改造”项
目；推进实施省城规院洛阳科技研发
中心等19个项目。

聚焦聚力创新驱动。抢抓国家
大力实施“新基建”的重大机遇，依托
洛阳大数据产业园建设国内一流的
数字园区，加快推进中部云谷等 10

个项目，着力提升工业、旅游等 10个
行业大数据应用能力，使园区真正成
为新的经济增长极。

聚焦聚力文化繁荣兴盛。围绕
建设国际人文交往中心先行区，全力
推进牡丹博物馆、新唐街、黄河非遗
博物馆等9个重大文旅项目。

聚焦聚力生态文明建设。围绕
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样板区，做好“水”“绿”“气”三篇文
章。推动辖区内洛河、伊河流域生态
环境建设全覆盖。

聚焦聚力城市内涵式发展。围
绕建设全市最佳宜居城区，重点实施

“1816”工程，服务好唐寺门立交等
10个重大市政项目，谋划实施李屯村
等8个城中村改造，抓好关圣街等10
条区内道路建设，推进城市书房建设
等6个示范性工程。

聚焦聚力乡村振兴。围绕建设
乡村振兴示范区，加快 5 个市级乡
村振兴示范村
和 18个区级示
范 村 建 设 ，实
施 产 业 发 展 、
基 础 设 施 等 4
类 189 个 项
目。6

聚焦聚力走在前出重彩
——访洛龙区委书记张玉杰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周
亚伟）传承发展，文旅融合。洛阳
市“带戏进景区、创作到景区、融合
在景区”系列活动近日在栾川县重
渡沟景区启动。

洛阳市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
系列活动旨在学习贯彻全省文化
旅游大会精神，部署落实栾川模式
再出发、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工作。
同时，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深入景
区，挖掘洛阳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
内核和时代价值，推动文化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

带戏进景区，为游客
营造别样的文旅体验

5 月 19 日是中国旅游日。当
天，由省豫剧三团演出的现代豫剧
《重渡沟》在重渡沟景区演出。这
部曾获国家文华大奖一等奖、讴歌
马海明先进事迹的优秀剧目吸引
了众多游客和当地居民到场观看。

围绕“传承发展 文旅融合”这
个主题，洛阳市“带戏进景区”，精
心组织十个剧团送戏到十个景区，
拓展文化惠民范围，丰富当地群众
文化生活。

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
责人介绍，当下，人们已不再满足
于“到此一游”，更喜欢深度游带来
的个性化、差异化体验。此次启动
的“带戏进景区”活动，旨在深入挖
掘、传播洛阳特色文化，丰富旅游
业内涵，为游客提供高品质的文旅
产品。

创作到景区，打造景
区特色文化 IP

“一部好的剧目，一场好的演
出，不仅给人以艺术熏染、情操培
养，更能带动剧目中所涉及的地域
文化经济发展，衍生出可观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洛阳市戏剧家协会
主席刘联合说。

洛阳市众多艺术家将深入基
层，了解当地风土人情，激发创作灵
感，收集整理创作素材，编创剧本，
将洛阳秀美的山水风光浓缩在舞台
上。同时，他们还将创新戏曲形式，
筛选并提升民间艺术的本土艺术元
素，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进行设计，
对山水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进行整
合与融聚，打造景区特色文化IP。

融合在景区，为文旅
全面发展添活力

为降低疫情影响，栾川通过打
造乡村无门票景点，推出精品乡村
旅游线路，将豫西乡村的风土人情、
特色美食、田园风光奉献给广大游
客。推动景区度假区提档升级、建
设特色文旅小镇、加快文化资源创
新利用、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促进文
化旅游产业跨界融合等。

今年“五一”假期，洛阳市旅游业
全面复苏。倒盏村、卫坡古民居、洛
邑古城等沟域经济和特色文旅产业
集聚区域接待数据喜人，为洛阳市
文旅全面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增
长点。6

本报讯 （记者 田宜龙 通讯
员 王鹏杰）就业是民生之本，“保
居民就业”是“六保”之首。今年以
来，洛阳市积极落实省、市部署要
求，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支持
企业稳定岗位，促进就业创业。

5月 21日，记者从洛阳市财政
局获悉，今年以来，洛阳市财政大
力筹措就业专项资金，突出重点、
全面施策。争取上级财政就业补
助资金1.93亿元，用于职业培训补
贴、岗位补贴及公共就业服务能力
建设补助支出，同时把高校毕业
生、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作为重
中之重，提高政策实施的精准度和
覆盖面，加大对困难群体就业帮扶
力度。

对受贸易摩擦、国内外经济
形势和疫情影响暂时性生产经营
困难且恢复有望的企业，发放应
急稳岗返还补贴。截至目前，全

市 共 申 请 一 般 稳 岗 补 贴 企 业
1694 家，申报金额 4998 万元，惠
及 6.9 万名职工；申请应急稳岗补
贴企业 521 家，申报金额 7.79 亿
元，可惠及 8.4 万名职工。在资金
用途上，各项补贴资金优先用于
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
转岗培训等，切实降低实体经济
负担。

洛阳市设立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专项资金3.14亿元，支持企业开
展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
就业重点群体职业技能培训和创
业培训、实施贫困劳动力和贫困家
庭子女技能扶贫行动等。同时，加
大企业用工补贴力度，降低企业用
工成本。对 2019年度住宿餐饮业
缴纳税收 100万元以上、批发零售
业缴纳税收 200 万元以上的服务
业企业，市、县财政给予一定用工
补贴。6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通讯
员 赵勤）连日来，汝阳县城关镇洪
涧村村民王昌的老房子成为县城
周边知名的“民俗房”，不少人专程
前来欣赏拍照。

“老房子经过整修改造后，变
化太大了，我都快认不出来了。”5
月19日，王昌感叹地说。

不只是王昌的老屋，短短一年
时间里，整个洪涧村都在向着庭院
美、田园美、村庄美、环境美的“四
美”村庄进行惊喜蜕变。

而这一切还要从全县村居巡
察开始说起。

一年前，县巡察组在巡察中发
现洪涧村存在党组织领导弱化、村
集体经济薄弱、生存环境脏乱差、
群众满意度低等问题。镇村两级
针对问题举一反三，从制度、措施
等方面进行整改落实。

汝阳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
委主任赵伊敏介绍，今年 3月，汝
阳县开展第四轮村居巡察工作，

巡察组利用进驻城关镇开展巡察
的契机，紧紧盯住问题不放。在
县委巡察机构的推动下，镇村两
级协调联动、同步发力，将工作重
点放在问题整改上，坚持边巡边
查边改，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
的效果。

经过党员干部群众齐心协力、
联手打造，洪涧村从一个“晴天一
身土、雨天一身泥、守着水库没水
喝”的落后村庄，变成了古色古香
的油画般的美丽山村。

同时，洪涧村以党建为引领，
因地制宜利用生态优势，鼓励村民
进行多元化发展，陆续引进中药材
种植、特色肉牛养殖、乡村旅游等
项目；设置公益岗位，动员群众共
同参与村内建设，探索出集体增
效、农民增收，与美好环境实现良
性互动的路子。

“真是没想到，巡察巡出了一
个美丽乡村。”现任村党支部书记
柴正君动情地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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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文旅融合有了新体验

洛阳财政多措并举促就业创业

汝阳村居巡察巡出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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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时下洛阳，伊洛河畔，水清岸绿、路
畅景美。小游园、城市书房星罗棋布，
花香书香溢满洛城。

华灯初上，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
“古都夜八点”文旅活动，拉开夜游、夜
购、夜宵、夜娱的序幕，让游客流连忘
返。

一座座立交桥通达四方、一条条快
速路连接县区城乡，市民享受着半小时
交通圈、经济圈、生态圈、生活圈带来的
便利，路畅心情更舒畅……

传统与现代辉映，古韵与新风交
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洛阳这座千年古都不断
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规划引领，组团发展提
升辐射力

当前随着中国城市发展转型，城市
空间风貌的塑造、特色的展示、环境品
质与内涵的提升将逐渐成为城市发展
的重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察一个城
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
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
是最大的忌讳”。

省委省政府加快洛阳副中心城市
建设工作推进会提出，要突出城市特
色，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发掘利用的关
系，处理好规划建设与管理的关系，处
理好硬件设施与人文环境的关系，建设
世界历史文化名城。

走进洛阳城市规划馆，洛阳历史、
现代、未来3个城市轴线，清晰可见、特
色鲜明。一座座地标性建筑，点缀在三
个轴线上，一个错落
有致、疏密有度、古今
辉映、山环水润，具有
洛阳特色的城市格局
跃然而现。

洛 阳 市 委 主 要
领导表示，洛阳市深
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国际视野、国内
一流、洛阳特色，坚
持“多规合一”，确保

“一张图纸管全域”
“一张蓝图绘到底”，
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洛阳发挥规划引
领作用。

立足于“五山环抱”“四水润城”和
大遗址保护、生态保护等自然条件，“十
三五”以来，洛阳市不走“摊大饼”式城
市扩张模式，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实施

“一中心六组团”城市发展战略，加快中
心城区与六县区组团的“产业承接、交
通连接、生态对接”。

近日，随着中心城区至偃师、孟津、
新安等六组团的快速通道网已基本构
建完善，洛阳综合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
作用得到进一步提升。

下一步，洛阳市将坚持优中心、
强组团、提南部、联周边，实施基建提
级行动、都市圈提速行动，推动城市
内涵式发展，在区域辐射带动作用提

升上奋勇争先。

文化为魂，建设世界历
史文化名城

如果说城市规划如一部交响乐，那
么特色就是这座城市最美妙的音符。

特色是一个城市主打的品牌、传递
的价值，也是一个城市的底蕴所聚、魅
力所在。千年古都洛阳最有吸引力、最
具竞争力的，无疑是历史文化特色。

洛阳是文化遗产高度富集区域，遗
址区和历史街区保护面积占城市建成
区面积的52%。

春之缤纷，夏之盎然，秋之静美，冬
之苍茫。一年四季，闲暇时刻，从隋唐
洛阳城定鼎门遗址博物馆出发，穿越绿

意萦绕的天街，登临应天门、明堂、天
堂，徜徉九洲池，那份美妙自不待言。

“十三五”以来，洛阳市坚持保护
优先，按照“保护固态、传承活态、发展
业态”要求，科学推进遗址遗迹、民俗
文化、古城古镇等保护利用，让记载于
典籍中的河洛文化“走出来”，让承载
着历史记忆的文化遗址“活起来”，真
正使古老历史文脉成为流淌着的现代
城市魂脉。

受疫情影响，洛阳牡丹文化节期间
推出“云赏牡丹 花开满屏”大型线上直
播活动。洛阳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
博物馆等在线直播，为游客提供“云游”
体验，展示了古今辉映洛阳城的魅力。

作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城市，洛阳建
国初期兴建的大企业厂区，是一个时代
的记忆，也是文化名片。

“留住老洛阳的底片，建好新洛阳
的客厅”。洛阳天心文化产业园，利用
旧厂区内工业建筑作为文化元素符号，
打造成新型文创商业聚集区，已成为洛
阳“夜经济”的一处新地标。

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人
表示，洛阳市将推进“全域游”，唱响“四
季歌”，提升“老三篇”，打造“新三篇”，
加快构建文化传承创新体系，着力打造
国际人文交往中心和国际文化旅游名
城，在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上奋勇争先。

生态打底，利民惠民提
升城市“温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指
出，“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
良好环境，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为人
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

“十三五”以来，洛阳市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树立以人
为核心的城市观，深入实施蓝天、碧
水、净土、国土绿化、生态修复“五大行
动”，统筹推进“四河同治、三渠联动”
综合治理，加快构建生态环境建设体
系，真正实现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
态为民。

梁思成说：“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
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
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

洛阳市着力做好规划、建设、管理
三篇文章，用善治呵护城市的风景，提
升城市的温度，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坚持“规划见绿、见缝插绿、提质优
绿、协力植绿”，洛阳建成了 40余公里
洛浦公园滨河风光带、30公里伊水游
园滨河风光带、100公里河流生态廊道

和 100 公里生态景观水
系，城区水景区辐射范围
达80%。

“修路先保通”，既保
城建重点工程，又减少交
通拥堵；“七策治堵”持续
推进，“智慧城市”加快建
设，背街小巷和老旧小区
旧貌换新颜……日新月
异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让
洛阳城有“颜值”更有“气
质”、温度。

短短几年间，洛阳小
游园、城市书房、“洛阳乐道”和“乐养
居”等，已成为社会各界有口皆碑的“惠
民名片”。15分钟“阅读圈、休闲圈、健
身圈、就医圈”成为百姓家门口的福利。

“居者心怡、来者心悦”。匠心的规
划、“诗意”的栖居，和着百姓不断提升
的幸福指数，一曲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美
妙和谐乐章在河洛大地上奏响。洛阳
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路子必将能走
稳走实走好。6

重渡沟周边民宿成为游客消暑度夏好去处6 赵树龄 摄

▲小游园里绿意浓6 曾宪平 摄

◀隋唐园立交桥6 曾宪平 摄

▼宜人坊城市书房6 刘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