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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水水、沟沟坎坎，是千

百年来山区农民世代生存的故

土家园，承载着追寻小康生活的

梦想。

迈进新时代，河洛起宏图，

梦想成现实——

“洛阳沟域生态经济是把绿

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重要

平台和载体，其模式是贯彻‘两

山’理论的成功实践。”

“洛阳沟域生态经济为探索

富有流域特色的黄河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路子，提供了一个

借鉴。”

“发展沟域生态经济对于脱

贫攻坚，尤其是对下一步乡村振

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有着重要

的意义和作用。”

……

在 12月 25日—26日举行

的中国（洛阳）沟域生态经济发

展论坛上，国内“三农”和区域经

济研究领域专家学者汇聚洛阳，

通过实地考察和论坛交流，触摸

洛阳沟域生态经济的温度与质

感，纷纷点赞洛阳沟域生态经济

的模式创新，探寻洛阳沟域生态

经济之于全国丘陵山区转型发

展的典型价值。

“五山四岭一分川”，曾被视

为洛阳山区发展的瓶颈和劣势。

“十三五”以来，洛阳践行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中央和

省部署要求，创新探索发展沟域

生态经济，统筹做好产业、特色、

生态、融合“四篇文章”，将沟谷

这一地理和发展上的“洼地”，打

造成生态和经济上的“宝地”，成

为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绘就了加

快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出彩新

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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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就乡村振兴出彩新画卷
——中国（洛阳）沟域生态经济发展论坛综述

第一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名单公布

洛阳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 祁思元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通

讯员 周亚伟）12月 29日，文化和旅游部召开推动文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电视电话会议，会上公布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
范城市 15个、试点城市 60个。洛阳市成为第一批国家文化
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是河南省唯一的示范城市，实现了由
试点到示范的飞跃。

自2016年成为第一批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以来，洛阳
市创新丰富产品供给，做强业态，做优产品，活化资源，促进
文旅消费；唱响文旅消费四季歌，擦亮“两节一会一论坛”品
牌，建设提升文旅特色街区，举办“古都夜八点”“古都新生
活”文旅促消费活动，持续扩大有效需求，营造消费场景，初
步形成了供需匹配的场景打造模式。

据悉，今年以来，洛阳市深入推进夜间文旅市场发展，促
进文旅消费升级，加快消费回暖复苏，自 5月初启动实施了

“古都夜八点相约洛阳城”促文旅消费活动。围绕“吃、住、
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洛阳持续推动夜间旅游、演艺
与购物、餐饮与娱乐等相融相加，激发消费活力。6

□本报记者 郭歌 李宗宽

一圈诗画山水，荡起时代春潮。站在
新的历史节点，河南省委、省政府印发实施
《洛阳都市圈发展规划（2020—2035年）》
（以下简称“《发展规划》”），标志着洛阳都
市圈建设全面启动，洛阳、平顶山、焦作、三
门峡、济源五城协同发展开启新格局。

12月28日至29日，为整体提高洛阳都
市圈媒体发展水平，加强区域间媒体协同合
作，“洛阳都市圈 聚力共出彩”主题宣传活
动在洛阳举行，省级媒体和洛阳都市圈五城
媒体记者代表赴洛阳市规划馆、清华大学高
端装备院洛阳基地、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
吉利黄河湿地公园、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等地进行集中采访，充分营造正向舆论环
境，在都市圈时代场景中彰显媒体担当。

城市建设，规划先行。采访团首站来
到洛阳市规划馆，总揽洛阳的历史、现在和
未来。

“在规划馆里既品味了河洛历史的醇
香，又憧憬了洛阳的美好未来，相信五城联
动的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焦作日报社记
者赵改玲表示。

清凌凌的黄河水缓缓流淌，岸边树木
挺立，芦荻摇曳，草木金黄。在吉利黄河湿
地公园，媒体代表们直观感受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图景。

在《发展规划》中，厚植“一河两山”生
态优势，协同推进黄河南北岸生态廊道建
设，成为实施生态修复和魅力塑造行动的
重要内容。

三门峡广播电视台记者辛强说：“三门

峡是黄河进入河南的第一站，希望借助洛
阳都市圈建设重大机遇，进一步加强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聚焦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实施产业创
新升级行动，是洛阳都市圈建设的重点内
容之一。

采访团分别走进清华大学高端装备院
洛阳基地（以下简称“清洛基地”）和洛阳石
化炼油结构调整项目，感受洛阳实施通过
创新加快都市圈建设的生动实践。

清洛基地里种种“黑科技”让采访团成

员纷纷点赞。今年 6月，由清洛基地发起
建设的清研鲁山科创中心在鲁山县启动试
运营。“在都市圈建设中搭建这样的新型平
台很有必要，也希望未来清洛基地能够继
续引来好项目，为区域产业联动升级牵线
搭桥。”鲁山县广电局党组成员、融媒体中
心副主任荆利表示。

依托物联网等智能制造技术使洛阳石化
全厂区数十套系统摆脱了“各自为战”的历
史。“切实理解了智能化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
对未来洛阳和济源、焦作在高端石化产业上
的联动更加期待。”焦作日报社记者吉亚南说。

《发展规划》提出“三区一中心一枢纽”
的战略定位，其中打造文化保护传承弘扬
核心区、国际人文交往中心是重要内容。

从明堂、天堂、应天门隋唐洛阳城遗址
公园，到“最早的中国”二里头夏都遗址博
物馆，文化保护展示项目让文物的生命力
得以延续，丰厚的历史遗存再现辉煌。

媒体记者纷纷表示，期待洛阳都市圈
实施文化繁荣兴盛行动，让更多历史文化
遗产得到研究保护、传承和弘扬，让更多文
化遗产“化身”为讲述华夏历史、传播中华
文明的重要阵地与窗口。

快门声此起彼伏，“长枪短炮”各显神
通，“云端”开启在线直播，采访团推出了一
大批现场感强、鲜活生动的新闻作品，奏响
洛阳都市圈媒体联动的“最强音”。

河南省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
闻媒体要紧扣加快建设洛阳都市圈的时与
势，唱响主旋律、提振精气神，为洛阳都市
圈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力量和
舆论支持。6

本报讯（记者 郭歌 通讯员 全璞）12月 26日至 27日，第
六届中国“当日”艺术展暨中国“当日”艺术节在洛阳举行，来
自全国各地的百余位艺术家用画笔描绘洛阳，用艺术奉献爱
心，共同助力洛阳“艺术扶贫”和乡村振兴。

本届艺术展的主题为“艺术扶贫 美育中国”，12月 26日
在洛阳师范学院开幕。当天还举办了“当日”论坛、洛宁县第
三届剪纸艺术展、“当日”美育大讲堂等丰富的艺术活动。

12月 27日，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中国美术家协会分
党组书记徐里等向活动捐献画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一君、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郭爱和等 30余位艺术家来到洛宁县爱和
小镇，在梯田里、古树下、山坡上架起画板现场创作，作品当天
展览当天拍卖，所筹 30万元善款全部捐赠给洛宁县人民政
府，用于该县 100多所中小学校发展美育教育。当天下午还
举行了“当日”美育奖学金发放仪式。

据了解，中国“当日”艺术展已连续举办6届，是中国艺术
教育史上第一个公益“快闪”活动。2015年至今，参加“当日”
艺术展的艺术家由首届的23位增加到本届的100位，共募集
爱心款项124.8万元，为当地86所学校建起了美育教室，惠及
7万多名中小学生。6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柳承志
廉珂）12月 24日，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洛阳市公共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深化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

据介绍，此次签约，既是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相互支持、
融合发展的重要尝试，更是推动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助力
智慧洛阳建设发展的创新之举。

洛阳银行副行长李新建介绍，洛阳银行始终牢记“服务地
方经济、服务中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初心，突出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心，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重点支持关系社会
民生的重大项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企业及小微企业、

“三农”、脱贫攻坚等重点领域和金融服务薄弱环节，连续多年
被洛阳市委、市政府评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先进单位。

洛阳市公交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保东介绍，面对洛
阳加快副中心城市建设的发展机遇，国家、省、市一系列的扶持
政策和具体措施为洛阳公共交通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前景，
洛阳公共交通集团当前正承担着推进“公交都市”创建重任。

据悉，借力合作平台，洛阳银行与洛阳市公交集团将在
车辆应用场景及乘客资源、运营数据、集团金融及相关运维
服务、公交员工金融服务、公交乘客金融服务、持卡客户公
交金融服务等全方面开展合作，为加快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
和洛阳都市圈建设作出更大贡献。6

本报讯（记者 祁思元 通讯员 陈聚涛）“看到刘庆林、杜
万江走向贪腐的经历，听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忏悔，我深受教
育。这些身边的案例，时刻警示我们，清正廉洁才是党员干
部的立身之本。”12月 25日，洛阳市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深化以案促改工作会议上，洛宁县纪检监察干部李俞
欣在观看违纪违法案件警示教育片后感触颇深。

近年来，洛阳市纪委监委认真落实中央、省委部署要求，
抓惩治，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抓制度，扎牢不能腐的笼子；抓
教育，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持续深化以案促改工作。自 2017
年开展以案促改工作以来，洛阳市各级各单位通过以案促改
查摆问题 5225个，排查风险点 5723个，修订完善制度 4830
个，较好地把权力关进了制度“笼子”。

洛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保国表示，下一
步，将持续推动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强化查处一案、警示一
片、规范一方的治本作用，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6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刘飞）12月
16日，洛阳市举行住房网签即时备案系统启动仪式。即日起，
商品房合同网签即时备案，由原来网签之后30个工作日备案调
整为同步备案。这是洛阳市继“交房即交证”后，服务效能的再
优化。

洛阳市住房中心副主任毛伟介绍，实施网签即时备案，
旨在推进房地产领域“放管服”改革，提高房屋交易管理服务
效能，为各类房地产市场主体提供规范化、标准化、便捷化的服
务，营造稳定、透明、安全的市场环境。商品房合同网签即时备
案实行后，只需要在网络系统上操作即可完成备案，合同封面会
自动生成备案二维码，减轻了企业负担，避免一房两卖等现象，
保护群众合法权益。

“启动网签即时备案，标志着洛阳市商品房合同网签备
案工作迈出了稳健的第一步。”洛阳市住建局副局长陈兴忠
表示，将加快落实网签即时备案全覆盖，持续改善市场环境，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服务洛阳经济高质量发展。6

持续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

洛阳启动“网签即时备案”

洛阳银行与公交集团签订深化合作协议

银企携手助力智慧洛阳建设

洛宁县

用爱和艺术助力乡村振兴

媒体“大合唱”奏响洛阳都市圈“最强音”

▼

采访团在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观
看演出。6 张怡熙 摄▼

采访团在清洛基地观看智能轮椅
演示。6 张怡熙 摄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在孟津图河沟域生态经济示范带，沟
域内聚集农业种植园区 25家，发展温室大
棚 4000余座，主导产业种植规模达 1.8 万
亩，形成草莓、小西瓜等为主的省级果蔬产
业集群，带动周边 21个村庄 3.9 万人实现
持续增收。

“沟流金、谷淌银、湾聚财、川招宝”。
统计显示，2017—2020 年，洛阳市建成市
级沟域生态经济示范带 53 个，着力打造

“沟谷文旅业、半坡林果业、坡顶生态林”全
景式市级沟域生态经济示范带，累计完成
投资 146.2 亿元，实现年产值 33.5亿元，带
动10.5万人脱贫致富。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农业农村
部原常务副部长尹成杰在题为《山区沟域
经济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主旨发
言中指出，洛阳沟域生态经济是把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创
造的发展模式是贯彻“两山”理论的成功实
践，在我国广大山区丘陵地区具有重要的
推广和复制价值。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洛阳沟域生态经
济的创新，既是贯彻“两山”理论的成功实
践，又是山区发展方式的重大变革，突破老
思路，摆脱老套路，让山区天然资源优势得
到充分发挥，很好践行了新发展理念。

发展沟域生态经济，成色在生态、基础
在产业、落点在农民。

在沟域生态经济发展中，洛阳市根据沟
域资源禀赋、群众意愿、市场需求，积极培育
发展特色种养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
等，实现“一沟一产业、一沟一亮点、沟沟有
支撑”。

“丘陵山区的发展，是一篇大文章。总
体来看，洛阳的沟域生态经济，是一种带有
全局性影响的丘陵山区发展的特殊经济类
型，已经走出了一条新路子。”全国政协农业

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陈晓华说，从洛阳的实
践和探索来看，发展沟域生态经济对于脱贫
攻坚，尤其是下一步对巩固脱贫成果、对乡
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等都有着重要的
意义和作用。

陈晓华认为，洛阳发展沟域生态经济，
对其他地方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主要
表现在以下五点：一是以生态保护为前提，
统筹做好村庄绿化和人居环境整治；二是以
科学规划为前提，将沟域规划融入“十四五”
整体规划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规划。三是以特色产业发展为支撑。四
是以改善山区基础设施为条件。五是以政
策扶持为保证，发挥政府的引导、推动作用。

“洛阳沟域生态经济的实践，告诉我们，
沟域不再是穷乡僻壤，是今后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重大潜力和空间所在。”在研讨中，专家
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较之于平原地区，山
区沟域内绿色生态、现代农业、文化康养等
新业态的立体发展，连接城乡消费，拉动城
乡融合，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

新安黄河神仙湾沟域生态经济示范带，
绿化荒山5000多亩，种植樱桃、冬桃、桂花
等各类果树苗木 70余万棵，昔日的荒山荒
滩，成为群众休闲度假好去处。

洛阳深入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把沟域生态经济和沟域
生态统筹起来，一体谋划、一体推进，着力把
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研究员、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专家鲍
淑君指出，洛阳发展沟域生态经济，是顺应
农业农村发展新特征，顺应乡村振兴新趋
势，顺应黄河流域治水兴水规律，是洛阳遵
循规律、因地制宜的创新之举，并且已经在
河洛大地形成了生动的实践。

鲍淑君建议，发展沟域生态经济，必须
提高产业发展的门槛，强化绿色发展的导
向，重点推动产业的绿色化转型和竞争力的
提升。同时，通过模式创新、科技创新和服
务平台的创新，提升洛阳在黄河流域产业发
展中的系统性和协调性。洛阳的苹果、草

莓、樱桃等优质林果要对标国际市场，打出
品牌，提升在国际上的知名度、附加值和品
牌溢价效益。

此次论坛还邀请了来自浙江、北京、四
川等地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荟萃了山
区沟域发展的不同路径，也为洛阳丰富沟域
生态经济内涵提供了借鉴。

浙江是“两山”理论的诞生地。在介绍
山区“蝶变”的浙江经验时，浙江省乡村振兴
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余振波表示，“两山”理论
培育了美丽经济的新业态，激活乡村旅游、
养生养老、运动健康、文化创意等新业态，多
渠道打开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
变“种种砍砍”为“走走看看”，让农民吃上

“生态饭”“美丽饭”。
丘陵山区织锦绣、乡村振兴谋新篇。
洛阳市委负责同志表示，下一步，洛阳

市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将沟域生态经济发展与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相结合，不断提高贫困人口收入水平；与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不断提高乡

村魅力和吸引力；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相结合，不断提高丘陵山区生态承
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与洛阳都市圈建设
相结合，不断提高城乡互促互补和协调发展
的黏合力，真正把沟域生态经济示范区打造
成为乡村振兴先行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用沟域生态经济的蓬勃
发展，唱响山区群众的幸福歌，展现乡村繁
荣的新画卷。6

贯彻“两山”理论的成功实践

构建乡村振兴与双循环新格局

擦亮生态底色，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栾川沟域生态经济示范区 6 本报
资料图片

▼▼黄河黄河““红色渡口红色渡口””变成沟域变成沟域
生态经济示范带生态经济示范带 66 冯华冯华 摄摄

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陈
晓华发表主旨演讲 6 王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