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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王鹏杰

国庆中秋长假，孟津县上梭椤沟村，改
造提升后的婚纱摄影基地内游客纷至沓来；
洛宁豫西苹果谷数万亩优质苹果硕果满枝，

“金果小镇”展露新颜……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沿黄河各地区要积极
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作
为黄河流域重要节点城市，“十三五”以来，洛阳
市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立足“五山四岭一
分川”的地势山貌，结合沟域资源禀赋，坚持“一
沟一产业、一域一特色”，着力打造53个沟域经
济示范带。

在沟域经济发展中，洛阳市坚持以财政
资金为引导、社会资本为主体，着力构建财
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
的多元投入格局，让昔日穷山沟变成“聚宝
盆”，让青山绿水“流金淌银”，为推进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吃下“定心丸”
沟域经济提质扩面

“一亩园十亩田，从过去拿着补贴干，到
现在抢着干。”忙完今年的孟津梨采摘节，会盟
镇铁炉村村民杨随柱算了一笔账，种一亩梨、
毛利7000元，年过七旬再就业，收入真可观。

杨随柱的梨园位于同盟山沟域经济示范
带，是洛阳大力发展的沟域经济示范带之一。

“沟域支撑流域，把沟域生态保护好，就
是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好。”洛阳市委主要领
导表示，要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企业有赚
头、村集体有收益、农民有收入，充分激发各
方参与沟域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按照部署要求，洛阳市财政局及时会同市
农业农村部门制定印发市级沟域经济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对纳入年度建设规划的沟域
给予普惠性支持，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年度
沟域经济发展成效显著的给予奖励性支持。

洛阳市、县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通
过政策性银行融资贷款，整合“三农”项目资
金等方式，打捆支持沟域经济发展。各级财
政资金的持续稳定投入，为社会资本投入吃
下“定心丸”。近年来，洛阳市累计吸纳各类

社会资金63.14亿元支持沟域经济发展。
政府牵线，金融倾斜。新安县积极做好

政银企高效对接，吸纳社会资本12.5亿元向
沟域经济项目倾斜；栾川县通过“普惠金融”
为发展乡村游的农户提供无息贷款，争取国
开行贷款 6亿元；汝阳县通过PPP模式吸引
社会资金3亿元参与沟域基础设施建设。

依靠财政资金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持续注
入，洛阳“发展山区特色产业，建设豫西山区沟
域经济示范区”重大专项顺利推进，53个“沟谷
文旅业、半坡林果业、山顶生态林”的全景化立
体式沟域经济带（区）呈现在绿水青山之间。

精细化“理财”
“四两拨千斤”效能显现

“发展沟域经济是洛阳丘陵山区加快脱
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的重大举措，是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财政部门主动担当作为，强化统筹整合，
深刻践行精细化财政管理理念，让有限的财
政资金发挥出‘四两拨千斤’效能。”洛阳市
财政局局长王国辉表示。

洛阳市通过建章立制，从资金的分配拨
付、使用范围、使用及项目管理和责任追究
等方面对沟域经济专项资金进行规范管
理。市级在分配资金时，加强沟域经济奖补
资金分配与任务清单的衔接匹配；以沟域经

济奖补资金大专项为单位，实现涉农资金和
任务清单集中同步下达。

放管结合，有扶有控，在沟域经济建设
项目上，洛阳市财政深入推进涉农领域“放
管服”改革，依法依规推动市级审批权下放，
赋予县级政府必要的统筹涉农资金的自主
权，激励县级政府积极主动作为。新安县制
定沟域经济示范区建设评定考核办法，县财
政每年拿出3000万元对发展成效显著的沟
域经济项目给予奖补，县四大班子领导及各
乡镇书记严格督导考核、现场观摩点评、当
场公布结果，财政根据考核结果落实奖励。
今年，该县已发放奖补资金580万元。

洛阳市结合各沟域自然条件和产业基
础，采用精细化、差别化的财政管理，重点区
分奖惩标准和奖惩力度，建立更加精准的有
针对性的激励约束机制。

如今，该市探索出“农业+园区”“农业+
旅游”“农业+互联网”等新模式，催生了乡
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
和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沟
域+”开始展现出“点石成金”的力量。

突出群众主体
聚焦惠民富民

“老屯老井老缸，新村墅院老汤，沟里院
里村上。熙熙攘攘，山村里笑声扬。”“双节”

期间，位于宜阳香鹿山香谷沟域经济示范带
的赵老屯村，一个昔日人口外流的空心村，
如今俨然是热闹景点。

在沟域经济建设中，赵老屯村围绕迷迭香
种植打造“寻香之旅”，相继开发迷迭香茶、迷迭
香化妆品等系列产品，年产值3000多万元。

沟域经济，让群众受益是根本。洛阳
市始终把农民参与、农民受益作为发展沟
域经济的出发点，不断完善参与机制、利益
联结机制和就业创业支持机制，走出一条
生态良好、沟域繁荣、农民富裕的可持续发
展之路。

自 2016年以来，洛阳市共筹措各类扶
贫资金 134.83亿元，挖掘沟域资源禀赋、发
展带贫产业，41个市级沟域经济示范带带
动 8.6万贫困人口稳定增收。同时，该市还
将发展沟域经济与加强山区基础设施建
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一体谋划、统筹推
进。市县财政累计投入 31.51亿元，用于推
进普惠性、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把基础设
施提升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相结合，持续
抓好“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

如今，新安樱桃谷、洛宁苹果谷、孟津
图河谷的特色林果业，栾川伊源康养谷、嵩
县龙潭沟的乡村旅游等各具特色、初具规
模 ，已 经 成 为 当 地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聚 宝
盆”。7

上图 风景如画的春山溪谷。7李峰 摄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苟华云 张俊望

10月 18日，位于洛阳市洛龙区伊河八
里堂段的伊水湿地游园，绿树掩映，碧水环
绕。野鸭、白鹭等水鸟不时掠过水面，在湖
上、林中翩翩飞翔。

恰逢周末，偌大的伊水湿地游园里人流
涌动，或健步健身，或在水边嬉戏、拍照，或
在长廊下聊天小憩，一派悠然闲适的气息。

“这湿地游园老美了，我每天都要来一
两回。”正看着孙子和外孙女在游园里玩耍
的市民周大妈感慨地说，“以前这里是烂河
滩、垃圾场，臭气熏天。现在空气清新，环境
优美，政府真是办了一件大好事！”

伊水湿地游园“前世今生”的极速嬗变，
是洛龙区不惜巨资，全力实施全域生态环境
治理工程取得的诸多喜人成效之一。

近年来，洛龙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
“四水同治”与市委、市政府“四河同治五渠
联动”部署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
水而定，量水而行，陆续实施了伊水湿地建设、
廊道绿化提升、城区游园建设、水系改造提升
等一系列重点工程，全力提升城市生态。

坚持科学谋划，绘制新蓝图。洛龙区伊、
洛河河岸线共81公里，境内有河渠19条、总
长219公里，有湖面9处、总面积210万平方
米。该区按照“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近年来，共实施

“四水同治”项目92个，总投资20亿元，目前
已全部完成，基本实现综合治理、系统治理、
源头治理，促进了全流域的高质量发展。

坚持林水和谐，修复水生态。洛龙区着
眼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着力推进全域
水生态治理，对南部山区持续绿化，山区林
草面积 3万亩，植被覆盖达 95%；加快沿河
生态廊道建设，高标准实施伊、洛河堤坝堤

岸绿化工程，沿河植树造林 13000亩，形成
30公里伊河生态廊道和50公里洛河生态廊
道；大力实施涵养水源工程，推广喷灌、滴灌
等节水技术，建成高标准农田4500亩；对辖
区湖渠清淤除藻160万平方米，保持水体生
态优良；积极开展河流湿地水生态修复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使水生态进入良性循环。

坚持城乡一体，治理水环境。洛龙区聚
焦“水清、岸绿、路畅、惠民”，围绕河湖渠增绿
量、织绿带、添花景；建成积翠湖、凝碧湖、通
济渠等12条70余公里亲水乐道；开元游园、
入苑游园等水系游园5处，临水城市书屋25
座、健身设施12处，全区河湖水系有颜值、有
气质。对全区64个村实施全域污水治理，建
设污水处理站12座，实现区域内排污口动态
清零；对沿伊河、洛河的22个村庄进行水冲
式厕所改造，沿河改厕率达到100%；全面落
实河长制，深入开展全民爱河护河行动。

坚持提标提质，谋划建湿地。洛龙区伊

河段全长15公里，该区从2018年初开始谋划
实施伊水游园生态湿地保护建设。先后分八
里堂、李楼、唐韵三期实施。目前，伊水游园生
态湿地保护建设工程已经基本完成。林木森
森、小溪潺潺、蒹葭苍苍、荷叶田田的生态美景
初现，吸引白鹭、灰鹭、野鸭等30余种鸟类振
翅翔集，遨游嬉戏。如诗如画的伊河湿地已
筑成洛阳城区新的生态屏障。同时，45公里
长的健身乐道、城市书屋、儿童乐园、生活驿站
等点缀其间，成为市民休闲观光的乐园。

洛龙区区委书记张玉杰表示，下一步将
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进一步
强化落实力执行力穿透力，坚持综合施治，
兼顾城乡一体，扎实做好水生态保护治理工
作，为建设副中心、打造增长极，推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出洛龙应有的
贡献。7

洛阳正式加入
中德工业城市联盟

洛阳大力发展沟域经济

让青山绿水“流金淌银”

洛龙区 全域水生态治理 提升城市颜值品质

本报讯（记者 郭歌 李宗宽）10月 16日，洛阳市应
邀参加在广东省佛山市举办的 2020年中德工业城市联
盟第九次全体会议暨“新入盟成员城市”授牌仪式，正式
成为中德工业城市联盟成员城市。

中德工业城市联盟于2016年 4月正式成立，是由中
德两国主要工业城市组建的城市联盟组织，目前共有47
家正式成员，中方成员27家，德方20家。该联盟以服务
中德工业城市间互补发展、创新融合为使命，推动中德城
市间的经贸往来和企业合作，力促两国在技术、市场、资
本的有效对接，实现联盟城市协同发展。

通过此次活动平台，洛阳与其他联盟成员加强交流
合作，共商新阶段联盟工作计划，进一步开拓了与德国的
合作渠道。为加快中欧（洛阳）科创国际合作产业园、中
德产业园建设，引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企业，洛阳市于
去年 7月启动申请加入中德工业城市联盟的工作，洛阳
的工业基础、经济发展水平等，获得联盟一致好评。

洛阳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洛阳将以此
为契机，肩负起向海外传递洛阳良好投资政策环境、产业
方向等信息使命，为洛阳企业“走出去”和高质量外资“引
进来”搭建平台，为中德经贸合作打下良好基础，打造内
陆地区双向开放新高地。7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刘小江

10月 14日，从山西回新安探亲的王先生准备返程，
他在县城超市里购买的石磨面、三黄鸡、手工粉条等，塞
满了汽车后备厢。“这可都是老家的味道啊，以前想买齐
这些得跑好几个村，现在超市里一次搞定，太方便了。”

王先生惦记的老家味道，都是当地的扶贫产品，也是让
群众致富的“宝贝”。该县开展的“扶贫产品进商超”活动，
让朝天椒、红薯、枣夹核桃、石磨面等特色产品进入商超，不
仅方便了消费者，也实现了扶贫企业、商超共赢的效果。

据介绍，为有效解决扶贫产品“卖难”问题，新安县创
新工作思路与方法，抢抓直播经济发展机遇，多途径拉动
全县扶贫产品的销售。

“石井石榴颜值高，营养丰富味更妙。”国庆假期，该
县石井镇元古洞村第一书记王亚飞面对直播镜头侃侃而
谈，向消费者推荐镇上种植的突尼斯软籽石榴。据了解，
新安县从 4万名贫困人口中选拔直播员进行培训，网上
销售，第一书记助阵直播，将藏在深山中的柴鸡蛋、山野
菜、土蜂蜜、桑叶茶等山货通过直播变成硬通货。

该县与鲤鱼视频合作培育的“新安县消费扶贫馆”抖
音直播账号拥有20多万粉丝，自主设计的新安“惠同城”
社区消费平台，解决了小批量生鲜、水果、农产品的销售
问题。今年 5月，新安“惠同城”社区消费平台一次活动
帮助贫困户销售土鸡蛋、蜂蜜、石磨面、水果等农副产品
17000多元。

新安县在推进消费扶贫过程中，注重打造品牌，帮助
农产品从“路边摊”走进“精品屋”，提升档次，提高附加
值。石井镇三村联建旅游民宿、北冶镇八村联建菇类项
目、五头镇七村联建肉鸡养殖项目等一批大规模大项目
效益喜人，全县菇类规模达5000万余袋。

据统计，截至今年9月底，新安县认定扶贫供应商36
个，扶贫产品53种，产品总价值超过7亿元；线上、线下设置
扶贫产品专馆或者专区共22个，全县设置直播间15个，打
造石井镇电商直播小镇，组织消费扶贫献爱心行动9次，参
与人数6095人次，扶贫产品销售额累计8621万元。7

消费扶贫有办法
直播带货真给力

近日，洛阳市瀍河区纪委监委党员干部到金家街社区
参观家风馆，重温历久弥新的家风余响，感受修身齐家的
清廉家风。大家表示今后要将家风建设贯彻到日常行为
中去，以良好家风涵养清正党风、清廉政风，争当勤勉务
实、崇德向善、作风正派的好党员。7 张海龙 郭庆 摄

图片新闻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沈若宸 通讯员 赵
普）10月 15日，乘风破浪，砥砺前行——中国（洛阳）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首届跨境电商高峰论坛暨亚马逊
河南省跨境电商高峰会议启动仪式在洛阳市西工区举
行，来自跨境电商行业的专家、企业家共聚一堂，共论洛
阳跨境电商发展之道。

本次论坛由洛阳市商务局、西工区人民政府主办，旨
在通过整合跨境电商平台、产品供应、邮政物流多方资
源，搭建平台与企业的桥梁，促进传统外贸企业转型升
级，打造新的外贸增长点，共同加快推动中国（洛阳）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助力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

会上，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
过打造邮政+政府、邮政+平台、邮政+海关等一系列措
施，构建跨境电商产业链，将助推跨境电商繁荣发展。

据悉，今年 7月跨境电商通关平台 9710、9810模式
首单申报成功，标志着西工区跨境电商正式迈入出口
业务全模式。“本次会议将有助于扩大跨境电商的应用
范围，提高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对洛阳和西工区
外向型经济将产生积极影响。”西工区人民政府相关负
责人说。7

中国（洛阳）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首届跨境电商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
娜 通讯员 郑占波）“色有浓有淡，墨有湿
有枯，形有疏有密，每一笔看似随意，却都
蕴含章法……”10月 18日，在孟津县平乐
镇中国牡丹画创意园区，农民画师正网络
直播画牡丹，说话间手腕轻动，笔下牡丹点
点绽放。

平乐村有一道别样风景——农民放下
锄头，拿起画笔画牡丹。小小的牡丹画产
业带来乡村“蝶变”，凭借“互联网+”的东
风，通过“政府+服务商”模式，平乐牡丹画
淘宝村“红”了。2018年，以平乐村为核心
的1000多名平乐镇农民画师们，销售牡丹
画40余万幅、综合收益达1亿元。画师们
的笔下画出了“金山银山”。

今年，为减轻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该镇积极引导创意园区转变
经营模式，通过现场直播画牡
丹、绣牡丹、唱牡丹等形式，全
方位宣传牡丹文化，让广大网
友、客户，足不出户“云”赏平乐
牡丹画。同时，平乐牡丹画开
启“云端”销售新模式，利用网
上直播、微拍堂等形式，拓展多
种线上销售渠道。据悉，今年
前三季度园区网销牡丹画约15
万幅，销售额达千万元。7

“云”赏牡丹
花开满屏

▲通过网络直播推介文创产品。7 郑占波 摄
◀平乐牡丹画开启“云端”销售新模式。7 郑占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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