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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洛阳城市建设捷报频

传：周山森林公园乐道、洛浦公园休

闲乐道等 30 项 360 公里城市乐道

建成惠民；17个城市公共停车场、15

个城市小游园项目全部投入使用；南

苑立交、古城快速路东延等 21项道

路桥梁工程建成通车……

今年4月下旬以来，洛阳市启动

城建重点项目“双月攻坚”行动，城建

系统着力克服自满、等靠、安逸“三种

心态”，强化进取、拼抢、攻坚“三种精

神”，日夜奋战、持续攻坚，确保了

119项既定城建项目按期建成惠民。

一个个民生工程的完工，让洛阳

市民切身感受到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

一项项城建重点项目的建设，实

现了路网联通全面提质、城市生态大

幅改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民生福祉

持续提升、发展空间不断拓展，让洛阳

的吸引力、承载力、竞争力持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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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宁建设特色文旅小镇

“五朵金花”别样红
在如期完成119个城建项目后，洛阳又启动城建“百日攻坚”行动

城市提质 利民惠民

加快建设副中心、致力打造增长
极，需要一批重点项目作支撑，更需要
强化逆水行舟、滚石上山的劲头，一个
节点一个节点抓。

着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质、打造
小游园、城市书房、“洛阳乐道”、“乐养
居”等城建惠民的洛阳品牌……6月 28
日，洛阳市召开全市中心城区重点项目
观摩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会，对做强
做优中心城区、提升中心城区首位度进
行全面部署。

加快重点工程建设。加快新伊高
速和洛新、洛偃快速通道等项目建设，

年底前地铁 1 号线联调联试、2 号线实
现轨通，9 月底前龙门综合交通枢纽换
乘中心完工，新建 32个公共停车场，新
增集中供热 200 万平方米以上，供热率
达到 90%，打造 5G 应用示范城市和云
服务创新基地。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推动豫西公共
卫生中心项目及早开工，加快谷水西等
4个市场疏解外迁，年内新增 22所公办
幼儿园、新建和改扩建 50个“乐养居”。

强化水环境治理，深化拓展“四河
三渠”综合治理，10 月底前全面完成入
河排污口整治，年底前实现城市建成区

污水管网全覆盖，完成雨污分流改造。
抓好黄河湿地生态保护和修复，加快金
水河等 9处湿地公园建设。

……
“持续强化攻坚精神，持续掀起攻坚

高潮。”洛阳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下
一步，洛阳市将接续开展“百日攻坚”“年
终冲刺”，明确重点项目进度表，把“三种
精神”转化为持续加快城市提质的不竭
动力，高质量完成 2020年 6大类 583项
重点项目，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不断
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为建设副
中心、打造增长极提供有力保障。8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张华伟

“加快建设副中心、致力打造增长极
是省委省政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站位国
家战略和全省大局，对洛阳的再谋划、再
部署。”洛阳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
王瑞说，面对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发改委
作为牵头部门，责任重大、义不容辞，必须
抱着对党无限忠诚、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
度，扛牢责任担当，以新状态、新标准、新
作风，着力推动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

王瑞表示，发改委按照洛阳市委“强
使命、找差距、明举措、勇担当”集中学习
研讨活动要求，努力克服“三种心态”、强
化“三种精神”，超前谋划、主动作为，为
副中心城市建设争取更多政策红利和资
金支持；紧盯群众最盼、最急、最忧的突
出问题，找准突破口、聚焦发力点，推动
一批大事难事有效解决。

王瑞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强
产业是支撑。我们将重点推动建设豫西
北特色产业带，打造以经济为纽带、跨行
政区的全省发展新增长极。以产业链共
建共延为抓手，推动建设洛济高端石化、
洛汝新材料和新型建材、洛巩新能源和

装备制造、洛渑新材料 4条产业带，辐射
带动洛阳都市圈发展。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放通道是关
键。我们将加快推进铁路、机场、轨道交
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高效连接重
要经济区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在高
铁建设方面，推进呼南高铁豫西通道前期
工作，争取尽快纳入国家“十四五”铁路网
规划。同时积极谋划建设上海经洛阳到
银川的“沪洛银”高铁，打通与东部发达地
区和西部革命老区的陆桥新通道。在航
空方面，全力推动洛阳机场三期工程建
设。在轨道交通方面，将加大向上对接力
度，争取轨道交通二期尽快报批。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重大项目是保
障。在项目谋划方面，抢抓国家、省重大
政策机遇，再谋划梳理一批符合条件的重
大项目，争取列入国家、省盘子。在资金
争取方面，在认真做好已上报项目资金争
取的基础上，紧盯国家最新政策动向，积
极申报、扩大战果。在项目服务方面，以
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施行项目进度月通
报、季度集中开工、全市观摩督导等措施，
加快推进隋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综保
区、大数据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建设。8

□本报记者 李宗宽 本报通讯员 高健

“加快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对伊川
既是历史机遇，更是重大责任。”伊川县委
书记李新红表示。

他介绍说，作为洛阳市的工业大县、
农业大县、历史文化资源大县和交通枢
纽，伊川有决心、有信心在建设副中心、打
造增长极、形成新引擎上奋勇争先，作出
应有贡献。

强化项目带动，打造千亿级绿色新
材料产业基地。强力推进忠旺集团一
期 43万吨高端挤压材项目，依托华晟国
际物流港建设，打造全国重要的高端铝
材加工基地和交易交割中心。加快中
钢洛耐、北京利尔、国机精工项目建设，
打造全国一流的高端耐火材料、磨料磨
具、金刚石产业基地。强化创新驱动，
加大开放招商力度，促进北航科技园智
能装备基地快速发展，增强县域经济发
展后劲。

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宜居宜业魅力
新伊川。着力构建以县城为中心、三个
中心镇为节点、其他镇区和美丽乡村为
支撑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在城市建

设上，加快环城高速和快速路建设，促进
各片区协调发展；与省豫资公司开展战
略合作，以一流理念推动伊东新区开
发。在镇村建设上，以“四好农村路”为
纽带，优先实施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建
设，统筹推进镇区提升和农村人居环境
综合整治。

规划实施沟域经济产业带，整区域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加快建业绿色
基地、蓝城康养小镇等重点项目建设，全
面规划实施万安山、龙凤山、伊河沿岸等
三条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带。以国储林、东
西干渠沿线生态调蓄工程和旅游通道建
设为牵引，不断厚植生态基底和发展优
势。依托 50万亩天然富硒土壤，大力发
展富硒功能农业、高端养殖业，促进乡村
全面振兴。

营造干事创业浓厚氛围，积极创优发
展环境。围绕“伊川要发展，我能做什么”
主题，在全县上下深入开展思想大讨论活
动，正视问题，统一思想，增强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决心信心。把营商环境作为发展
的“命门之穴”，引导全县干部转变工作作
风、提升工作质效，以良好营商环境提升
伊川形象和竞争力。8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赵笑菊 杨慧怡）“竹梦小
镇依托兴华镇地域特色和竹林资源，规划建设百花园、百草
园、奇石园等，将青山、绿水、竹溪与时蔬采摘田园生活相融
合。”7月 2日，在洛宁县举行的重点项目观摩中，竹梦小镇园
区项目负责人介绍，豆腐宴餐饮区主体已经建成，工人们正
在忙碌地加紧推进园区休闲观光竹林小径、水系景观池塘、
休闲凉亭等基础设施建设。

这是洛宁县深化文旅融合、发展沟域经济、打造特色小
镇的缩影。

文化塑魂，打造玄沪河洛书小镇

近年来，该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坚持文化塑魂、产业筑基，发挥农村山、水、田、林、文化等特
色优势，积极探索“一乡一产业”“一域一特色”的农文旅融合
发展新路子，打造玄沪河洛书小镇、三彩陶艺小镇、金果小
镇、竹梦小镇、牡丹康养小镇等 5个沟域经济特色小镇，成为
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五朵金花”。

讲理村是洛宁县规划建设的特色文化村，也是玄沪河洛
书小镇项目的建设重点。目前，该村建设了新讲理堂、农耕
文化展示厅、讲理村大食堂等。

为了弘扬和保护洛书文化，讲好“黄河故事”，洛宁县根据
史料恢复部分古代丝绸之路驿道，并以洛书文化元素点缀，将
大豫山、讲理特色文化村、洛书院、香楸湾山居等洛书文化核心
区域串联起来，规划建设玄沪河洛书小镇项目，打造集文化研
学体验、田园休闲养生、文化创意产业等于一体的文旅品牌。

田园山色，“五朵金花”璀璨绽放

在赵村牡丹康养小镇，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建设灌溉水
渠、铺设道路等。

依托北京强佑集团在洛宁打造的油用牡丹全产业链条，
该县开发牡丹花海健康生态游，在赵村镇投资 3000余万元
建设豫西地区最大的万亩牡丹花海观赏园，并围绕牡丹产业
发展原生态特色窑洞酒店、牡丹山珍餐饮，形成以牡丹为主
题的吃、住、游等多元经济模式的产业园。

罗岭乡的三彩陶艺小镇利用乡村原风貌，将扶贫、旅游、
文化、传统工艺相结合，囊括了三彩艺、窑洞、土屋、红灯笼等
中国味道，用艺术展厅、露天观景台、“缸文化”小径构建了现
代艺术元素，成为洛阳文旅一张名片。

上戈镇推广种植苹果特色果业，引进海升、众森等龙头
企业，高起点规划建设集苹果产业、乡村观光、休闲度假等为
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项目，加快金果小镇建设，着力打造
市级沟域经济示范区豫西苹果谷。

洛宁特色小镇引领文化旅游与农业、生态、体育、工业等
深度融合发展。今年该县积极谋划 5大类 38个重点文化旅
游项目。其中，规划建设洛宁县博物馆、洛书博物馆、三彩博
物馆等 10个，融入全市“博物馆之都”建设的总体布局；发展
禹门河民宿、花树凹民宿等6个。

洛宁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下一步，洛宁将进一步解
放思想，跳出洛宁看洛宁，走出大山看大山，依托好山好水好
风光，在谋划、策划、规划上下更大功夫，加快文旅产业发展，
打造“沟谷文旅业、半坡林果业、山顶生态林”的全景化立体
式沟域经济发展模式，培育“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产品
变商品、劳作变体验”的休闲农业新业态，为洛阳副中心城市
建设助力添彩。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沈若宸 通讯员 安蒙召）7月
1日，栾川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性教育馆在伏牛山乡村振
兴人才学院揭牌。参加活动的全体人员作为第一批参观者进馆
参观，在解说员的引领下，重温党的历史，接受党性洗礼。

据了解，作为该县向建党 99周年的献礼工程，“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党性教育馆从2019年开工，经过近一年的紧张
建设、布展，于6月底落成。

教育馆位于伏牛山乡村振兴人才学院，总面积2500余平
方米，总体布展分为展览区、宣誓区、电教区三个部分，通过
文字、图片、音像等形式，全方位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从无到
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光辉历程，浓墨重彩描绘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生动展现了不同
时期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以及洛阳市、栾川县深入贯
彻新发展理念的实践探索等内容。

同时，馆内还设置了重温党史、入党誓词，及观看影片一套
流程，让每一名参观者都能接受深刻的党性洗礼和锤炼。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新安 通讯员 刘营梅）
7月 2日一上班，洛龙区纪委监委的李文霞就打开电脑上的谐
农三资电子监察管理系统，看到“农村集体‘三资’动态监管
图”上的大额支出报警红点在不断闪烁，她赶忙打开仔细查
看。第一条记账凭证显示支付平整河滩及垃圾清理费用
39300元；第二条记账凭证显示该区某村支付大会议室安装
窗帘款 650元，但未上传相关附件；一条一条看下去，她将相
关预警信息归类、整理、核实，并将问题线索转入相关科室。

这是洛龙区探索建立的党风廉政监督平台。该平台运用
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信息化手段，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惠民
资金发放、惠民政策公开、村级三务公开、脱贫攻坚、诚信建设、
党纪法规等涉及基层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统一纳入平台管理。

平台通过数据公示和比对分析，强化对相关资金动态监
管，实现不同部门的信息资源共享，形成线上线下监督同向
发力，使基层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开启党风廉政监督的
新途径。监督平台采用“一网多端”的模式，按照前端展现、
后台管理、过程监督三大部分进行监管。

据介绍，该平台有效地堵塞农村“三资”管理漏洞，实现
底数清、情况明，确保各项资产安全；拓宽民生诉求和举报、
监督渠道，化解农村矛盾，推动基层干部转变作风，提升服务
管理水平，密切干群关系，促进基层治理和谐稳定。

同时，该平台的建立也为洛龙区纪委监委及农业农村局
等有关部门对基层事务的监管提供快速便捷的通道，使“小
微”权力监督不再难。据悉，2019年，洛龙区纪委监委共受理
群众来信、来访和举报 222件次，信访总量与 2018年相比下
降52.5%。8

栾川县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党性教育馆建成投用

洛龙区建立党风廉政监督平台

“小微”权力监督不再难
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访洛阳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王瑞

在加快副中心城市建设中奋勇争先
——访伊川县委书记李新红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城建交通设施一头连着发展，一头
连着民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
撑。

洛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城市
建设管理。洛阳市委主要领导在调研
城建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时要求，要认
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洛阳副中
心城市建设的部署要求，强化“三种精
神”，紧盯节点，确保既定城建重点项
目按期建成投用，实现惠民利民。

按照洛阳市委、市政府部署，在如
期完成 119 项“双月攻坚”项目建设任
务后，洛阳市又接续启动城建重点项目

“百日攻坚”行动，确保今年“十一”前完
成 12类 269项城建项目。

同时，高标准新开工建设 6类 51项
城建项目，加大力度推进接续的 7类 70
项工程进度，持续掀起城建项目建设热
潮，为建设副中心、打造增长极、形成新
引擎提供更有力支撑。

洛阳市住建局负责人介绍，作为推
动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牵头部门，住
建部门按照洛阳市“一中心六组团”城市
发展战略，围绕城镇化率和城市品位“双
提升”，加快重点城建项目建设，直面完
善基础设施、优化路网结构、推进城市更
新、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遇到的难点、痛
点和堵点，不断强化落实力、执行力、穿
透力，抓紧抓实重点项目建设等各项工
作，为副中心城市建设添彩助力。

“跑都不行，感觉每天都在冲刺！”
这是承担聂泰路南段改造提升工程的
洛阳腾飞市政集团建设者刘阳博的切
身体会。

作为贯穿南北的城市要道，该道路
改造提升工程全长1.1公里，把原先26米
宽的道路加宽至 40米，施工的最大难题
是工期紧张，断行施工给市民通行带来
较大影响。

按照洛阳市委、市政府要求，该工

程施工期仅有 50 天，而类似工程量的
常规作业时间一般在 150 天左右。施
工期间，工人们的脚步都是急促的：早
晨 6点半准时出现在工地，几乎每天都
要忙到次日凌晨 2 点多……刘阳博说，
他微信上的计步数据显示，平均每天要
走 4万步左右。

据悉，“双月攻坚”期间，洛阳市城
建项目建设指挥部每周召开工作例会，
协调解决问题，推进项目建设。督察组

每天现场督导、调度项目建设进展情
况。对特殊难点问题，洛阳市政府不定
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推进办法。

“指挥部‘戴着口罩抓项目’，坚持将
办公室设在施工一线，强化进取、拼抢、
攻坚精神，坚持每天对城建项目督导进
度、协调问题，全面督导项目建设进度、
扬尘管控和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全
力推进城建项目加快施工。”洛阳市住
建局负责人介绍。

强化进取精神，不断强化落实力、执行力、穿透力

强化拼抢精神，推进城市建设“早建成”“早惠民”

强化攻坚精神，以项目建设提升副中心城市承载力

伊水游园内的“洛阳乐道”

翠云峰立交施工中

提升后的关提升后的关林路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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