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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实施“镇选村培”发展党员新模式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王
博）10月 8日，嵩县集中开工投产25个重大项目，开工
仪式在洛阳市中医药学校新校区建设项目现场举行。

据悉，此次集中开工的重大项目，总投资 51.67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17.86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达20
个，涵盖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新型城
镇化、社会民生、灾后重建等领域。其中，洛阳市中医
药学校新校区建设项目，总投资 2.5 亿元，占地面积
133亩，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教学楼、实
训楼、综合楼、学生公寓楼、餐厅、教师公寓、附属用房、
运动场及相关配套设施，预计 2022年年底前建成投
用，届时可容纳4500名在校生。

嵩县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这些项目集中
开工建设，将对加快推进嵩县“一三四五”总体布局起
到重要支撑作用，对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打
造产业集群、做大经济总量有着重要推动作用。7

嵩县 25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51.67亿元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尤
鹏飞 陈恬恬）10月 8日，栾川县“开工一批”项目集中
开工仪式在蓝城·春风江南项目建设现场举行。

此次集中开工重大项目 13个，总投资 52.3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14.5亿元。包括蓝城·春风江南项目、
洛阳鑫曙公司对外合作项目、巨丰公司多金属综合回
收技改及尾矿库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恒裕公司选矿厂
节能优化建设项目、高山核桃产业扶贫项目、栾川乡环
境提升整治建设工程等。

据介绍，今年以来，栾川县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硬支
撑、硬任务、硬抓手，全县项目建设呈现出提速、提质、提
效的良好态势。前三季度，全县87个重点项目累计完成
投资127.8亿元，占年度目标的99.5%，初步谋划2022年
重点项目 212 个，总投资 523.7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11.5亿元，在项目总量和质量上实现“双提升”。7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葛
超 程都）10月 8日，西工区2021年第二期“开工一批”
重点项目开工仪式举行，15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据悉，此次集中开工的15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70
亿元，包括中鑫电机磁悬浮高速电机、中科生物试剂检测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等，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生态环
保等多个领域，其中创新型产业项目12个，占比80%。

今年西工区谋划240个重大项目，总投资超1769
亿元，其中百亿元以上项目4个。目前已开工158个，
开工率达 85%，完成总投资 223亿元，呈现出“续建项
目进展顺利、新建项目加速建设”的良好局面。

西工区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下一步，将谋划布局生物
医药、智能科技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实施高新技术企
业倍增行动、研发平台扩量提质行动、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行动等，把创新真正落实到产业上，不断激活经济发展原
动力，彰显“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的西工担当。7

西工区 15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超70亿元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范坤鹏 通讯员 吴
永亮）10月 8日，涧西区 2021年第二期“三个一批”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该区信息技术产业园标准化厂
房项目现场举行。

此次该区集中开工重大项目 9个，总投资 59.7亿
元。其中围绕提升产业水平、打造优势产业集群，谋划
开工了总投资 20亿元的涧西区信息技术产业园标准
化厂房、总投资 10.5亿元的三谊国际酒店等 5个总投
资 50.5亿元的重大项目。据悉，2021年第二期，该区
储备签约项目8个，总投资74.1亿元，其中纳入全省第
二期“签约一批”项目3个，总投资33.8亿元；计划投产
项目9个，总投资45.8亿元，其中纳入全省第二期“投产
一批”项目2个，总投资23.2亿元。

“涧西区将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结果导向’工作理
念，推动全区重大项目建设实现有序接替，以优异成绩
迎接省第十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涧西区委主要负责人
表示。7

涧西区 9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59.7亿元

栾川县 13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52.3亿元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张
瑜）“在洛阳市税务局、高新区税务局的协调和帮助下，
我们反映的涉税问题已顺利解决。”洛阳国宏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负责人兴奋地说，“急企业所急，想企业所想，

‘万人助万企’真是助到我们心窝里啦！”
为扎实有效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进一步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及“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
风行动”。日前，洛阳市税务局、洛阳高新区税务局以
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为契机，着力提升服务质效，为
企业发展提供更多动力，在企业减负上更用心，助力企
业持续健康发展。

洛阳国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因上游企业走逃失
联，将直接关系到该企业的生存发展。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市区两级税局多次组织内部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解决方案，并将问题逐级反映至河南省税务局征求解
决意见。同时，他们就公司涉税问题跨省区外调、取
证，还原事实真相，用实际行动为企业撑腰。洛阳市税
务局还优化出口退税办理流程，以最快的速度为国宏
公司退税115万余元。7

洛阳市税务局

助企有力度 税务有温度
节会效应显著
抢占文旅融合“新风口”

9月 29日，第四届中原国际文化
旅游产业博览会暨 2021河洛文化旅
游节在国庆节前夕盛大开幕。以“新
户外、新消费、新生活”为主题的本届
博览会搭建文旅产业发展高端平台，
汇集 17个国家和地区近 300家企业
万余种展品参展，齐聚四大户外潮流
板块，沉浸式、场景化的布展形式引领
国内旅游产业新潮流，充分体现了“国
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的导向，激发文
旅市场消费潜力。短短 4天时间，博
览会共接待游客8.69万人次，实现总
交易8350万元；投融资洽谈会现场签
约18个重大文旅项目，涉及投资总额
126亿元，推动文旅产业升级。

同时，本届河洛文化节还心动策
划安排“行走洛阳读懂历史”宣传推
广活动、“国民度假地最美伏牛山”山
水康养之旅、黄河流域非遗国际创意
周、“根在河洛”客家文化交流活动、

“古都新生活享游洛阳城”休闲乐购
活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9月 30日至 10月 7日，黄河非遗
国际创意周闪亮登场，其重头板块黄
河非遗创意展将黄河流域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一展打尽”，非遗美食、非
遗表演、传统工艺令人流连忘返，给
广大游客和市民提供高质量文化体
验，用创意抢占文旅融合“新风口”。

国潮国风吸粉强劲。国庆假期，
龙门石窟景区结合《龙门金刚》“出
圈”热度，推出“金刚奇妙游”，以新潮
的游玩方式结合传统文化的深度体
验，让游客走进景区，相约卢舍那，品
龙门夜象。景区内，2台娇憨可人、涂
装生动的“无人驾驶车”带领体验者

尝“鲜”一场奇妙的古今穿越之旅，领
略景区传统画卷与数字科技完美结
合的新景色，率先在全省实现 5G 技
术在景区的应用落地。

叫响城市“IP”
塑造洛阳特色文化品牌

品牌就是品质品位，就是吸引力
竞争力。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必须从
全国大格局、以国际大视野审视洛阳
文旅产业，凸显特色优势，加强区域
协作，着力打造一批立得住、叫得响、
传得开的知名品牌，形成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文旅品牌矩阵。

今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七夕奇
妙游》《中秋奇妙游》《登场了！洛阳》
等节目的热播，河洛文化频频“出
圈”，洛阳城市“IP”深入人心，年轻
化、视频化的生动展示，不断推动洛
阳的城市气质朝着更加青春、活力的
方向发展。古都洛阳对全国游客尤
其是青年游客的吸引力明显增强。

这 个 假 期 ，特 色 活 动 异 彩 纷
呈。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开展

“登场了，隋唐洛阳城”系列活动，沉
浸式演艺《唐宫乐宴》让游客通过角
色扮演，开启着唐装、画黛眉、品唐
茶、登阙楼的体验；《九洲诗会》上执
笔成诗，抒情言志，让游客感受古时
文人雅士之风采；《天堂茶宴》活动可
沉浸式感受古人品茶赏乐的惬意；文
创店内，考古盲盒吸引众多游客“考
古挖宝”。

老城区推出首届老城演艺文化
艺术节等特色活动，将丽景门—西大
街—十字街—东大街—民主街—洛
邑古城通过演艺活动有机串联起来，
提高游客游览体验度，着力打好“盛
世隋唐”牌。

刚刚闭幕的洛阳市十二次党代
会明确提出，下一步，洛阳将充分发
掘利用洛阳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打好“盛世隋唐”

“黄河文化”“伏牛山水”“国花牡丹”
“工业遗产”五张牌；强化创意引领、
发挥市场作用、提升传播能力，用创
意抢占文旅融合“新风口”，推动文旅
产业实现“井喷式”增长，将洛阳建设
成全国重要的文旅产业高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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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歌
本报通讯员 李冰 李雅娟

洛阳市跻身中国文旅产

业指数研究院发布的国庆热

门旅游目的地城市20强榜单，

龙门石窟登顶携程发布的河南

省热门景区排行榜榜首，央视、

新华社等主流媒体频频关注洛

阳……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

洛阳文旅市场持续火热。

统计数据显示，10月 1日

至 7 日，洛阳市共接待游客

623.63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51.67亿元。

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洛阳正着力

把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通过影视 IP开发赋能洛阳

文旅产业发展，以年轻视角、多

元形式、海量资源培育“行走洛

阳、读懂历史”的文化品牌，积

极打造青年友好型城市，让洛

阳成为大家津津乐道、心驰神

往，游人络绎不绝、流连忘返的

文化旅游“打卡地”。

本报讯（记者 郭歌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谢芳）新
奇有趣的沉浸式国风集市、市民同乐
的非遗嘉年华、文化合作社群众表演
走上舞台……今年“十一”假期，洛龙
区创新形式，以传承体验、沉浸互动、
全民参与为主题，组织了非遗畅享文
化节、乡村（社区）文化合作社展演活
动，受到了市民游客的喜爱和欢迎。

国庆期间，洛龙区在文化双创产
业园为全区文化合作社的文艺文化
团队搭建属于群众自己的舞台，组织
开展 20余场乡村（社区）文化合作社
文艺节目展演。

作为活跃基层文化活动的重要
抓手，洛龙区乡村（社区）文化合作社
将有文艺爱好的人组织起来，并通过
组织展演、比赛等方式搭建交流展示
平台，增加群众文化获得感和幸福
感。目前，该区已搭建区、镇（街道）、
村（社区）三级架构，270余支各具特
色的文化志愿服务队伍积极活跃，蕴
藏在群众中的文化创造热情被逐步
激发，基层文化更具生机活力。

为了让游客近距离体验非遗魅
力，国庆期间，洛龙文化双创产业园
推出“10 元体验”非遗项目和产品，
不少市民群众通过兑换体验券，品味

非遗美食、体验传承千年的珍贵技
艺。

国庆期间，洛阳12支非遗团队也
为群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非遗展
演邀请赛，热热闹闹的曹屯排鼓、大
里王狮舞等知名非遗表演点燃了现
场的火热气氛。复古潮流古今碰撞，
非遗传承人同台“PK”，为非遗文化传
承和保护搭建了全新的展示平台。

洛龙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
洛龙区将不断激发文旅消费潜能，培
育文旅消费热点，持续提升公共文化
服务水平，推动“文旅文创成支柱”，
助力洛阳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7

本报讯（记者 郭歌 通讯员 田义伟）10
月 11日晚 8时，洛阳市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
三届全民健身大会在宜阳县体育中心隆重开
幕。河洛健儿齐聚一堂、意气风发，共赴一场
激情飞扬、筑梦远方的体育盛会。

洛阳市运会四年一届,本届共设 26个项
目，吸引近6000人参加比赛。在项目设置上
除传统竞技类项目外，还将广大群众喜闻乐见
的全民健身项目纳入其中。

据悉，本届市运会部分项目已于6月份先
期开赛。目前，赛艇皮划艇、排球、武术散打、毽
球等10个项目已经完成比赛，太极拳、足球、空
手道、自行车、武术套路等项目正在进行激烈角
逐，整体赛事活动将于10月19日落幕。

近年来，洛阳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全面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
动体育产业和体育事业联动发展，创新全民
健身服务方式，扩大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构建

了“15分钟健身圈”，建成了全省首家体育博
物馆，吸引了众多省级、国家级乃至国际比赛
在洛举办，形成具有洛阳特色的全民运动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和产业链、生态圈，人民群众
体质和健康水平全面提高。7

▲开幕式现场，宜阳县体育中心星光璀
璨。7 仝少飞 摄

▶文体表演节目——河洛大鼓《千年古
都展新颜》。7 李卫超 摄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王国辉

10 月 8日，记者从洛阳市委组
织部获悉，洛阳市出台《关于在全市
农村建立“镇选村培”发展党员工作
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全面强化乡
镇党委在党员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不断提高农村党员发展质量。

“镇选村培”发展党员是指由乡
镇党委具体负责，在调查摸底的基
础上研究提出发展党员培养人选，
由村党组织按照程序进行重点培
养、乡镇党委全程指导和把关，形成
党委主导、上下联动、共同培养的工
作机制。

根据“镇选村培”发展党员工作
机制，乡镇党委书记亲自统筹谋划

发展党员工作，全面排查确定发展
党员的重点培养人选，把村里的致
富能手、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军人、
产业工人，尤其是对 35岁以下青年
致富能手、外出经商务工返乡创业
人员作为培养人选。同时，乡镇党
委组织委员指导村党组织在开展

“双推双评”的基础上，会同包村党
员干部、第一书记等商议确定培养
对象和发展对象，分类开展跟踪培
养。对于特别优秀，符合当地急需
特殊人才的培养对象，乡镇党委还
要指定包村党员干部或其他乡镇党
员干部进行重点联络培养。对于主
动为家乡提供信息、技术等服务的
培养对象，优先确定为发展对象。

据悉，此前，洛阳市委组织部指
导汝阳县先行先试、积极探索“镇选

村培”农村发展党员新模式，先后召
开“镇选村培”发展党员暨乡贤返乡
创业座谈会两次，共摸排出汝阳籍
在外乡贤 524人，择优纳入“农村发
展党员优秀人才库”80人，由所在村
党支部重点跟踪培养。

“洛阳将确保每个村每两年至
少发展一名党员，各乡镇每年发展
35 岁以下党员数量占发展党员的
50%以上。”洛阳市委组织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镇选村培”是对农村发
展党员工作机制的创新，将有效破
解农村发展党员存在的发展人选质
量不高、程序不规范、个别县乡镇党
委对发展党员不够重视等问题。实
施该工作机制后，将会不断提高农
村党员发展质量，为推动乡村振兴
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7

洛龙区

创意合作 打造基层文化新体验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通
讯员 范进通）开辟打击和整治
两个战场，全面挤压犯罪活动空
间；划分 5大片区，掀起破案竞
赛比拼；建立工作实绩正负面清
单，激发全警最强斗志……10
月 9日，洛阳市公安局召开全市
公安机关秋冬打击整治“亮剑”
百日会战誓师动员大会。

据介绍，全市公安机关从
即日起至 2022年 1月 20日，将
开展为期 100天的打击整治行
动，切实推动更高水平的平安
洛阳建设。开展此次百日会战，
是洛阳公安局顺应洛阳经济社
会发展新开局、新形势，落实“进
攻是最好的防守、打击是最好的

防范”理念的具体实践。旨在通
过严厉打击，让犯罪分子无处遁
形；通过强力整治，让风险隐患
见底清零，使全市人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

洛阳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
表示，洛阳公安将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
以创新引领发展，以更高标准、
更严要求、更强措施、更实作
风，不断推进“主动警务”新模
式，全面推动洛阳公安工作提
档升级，在建强副中心、形成增
长极，推进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重振洛阳辉煌中贡献公安力
量，努力增色添彩。7

激情飞激情飞扬扬 筑梦远方筑梦远方
——洛阳市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三洛阳市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三届全民健身大会开幕届全民健身大会开幕

洛阳公安机关

开展打击整治“百日会战”

建强副中心 形成增长极

身着古装
的小姐姐参观
第四届中原国
际文化旅游产
业博览会。7
洛阳旅法集团
供图

黄河非遗国际创意周上的古装复
原秀演出。7 洛阳文保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