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击疫情 守护家园

自新安县 1月 3日报告最后一例病例以来，洛阳市已连续 10天无新发

病例报告。洛阳市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部署要

求，以快、准、有效措施，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网，圈住封死不外溢，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硬仗。

1月 9日，洛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召开。会议强调，着力

让基层动起来，做好实战准备。疫情防控作为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

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志愿者群体可谓是“中坚力量”。

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洛阳志愿者们发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者精神，他们身着红马甲，坚守一线岗位，一点一滴构筑成疫情防控的

“铜墙铁壁”，用暖心的行动和坚定的信心守望“云开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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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歌 本报通讯员 李雅娟

“《风起洛阳》通过剧集、游戏、综艺、舞台
剧、纪录片、衍生品、全感 VR等 12个产品模
式，实现了‘一鱼十二吃’的商业模式，打造

‘华夏古城宇宙’之洛阳 IP。”
1月7日，在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的

网络剧《风起洛阳》研讨会上，该剧出品方代表、
主创代表和业内专家围绕《风起洛阳》展开研讨
交流，为推出更多精品力作提供有益借鉴。

《风起洛阳》开播后。“一部剧带火一座
城”的社交模式在年轻人中风靡蔓延。截至
发稿前，《风起洛阳》播放平台巅峰热度值突
破9000，获赞超过500万，#风起洛阳#微博主
话题词阅读量 43.8 亿，讨论量 1004.4 万，在
《全国重点旅游城市政务新媒体传播影响力》
榜单中，洛阳借势斩获第一。

打造城市 IP 赋能文旅文创产业

当前，文旅消费已成为普遍需求，呈现出
不断升级态势，文旅文创产业发展潜力巨
大。洛阳此次借势《风起洛阳》实现文旅和影
视“双向奔赴”，打造出独属于洛阳的城市 IP，

从而形成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的“流量”，吸引
更多“留量”，为产业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路径。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把文旅文创
融合作为锚定“两个确保”十大战略之一，洛
阳市委主要领导要求，深入研究新阶段新业
态新需求，把握文旅产业新变化，充分发掘利
用文化资源和文旅 IP，着力打造具有颠覆性
创意、沉浸式体验、年轻化消费的文旅新业
态，真正把历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文
创产业高质量发展优势。

在塑造城市品格与文化品牌的大命题下，
基于“文化自信+创意表达+文旅融汇”的思路，
洛阳紧紧围绕地方文化的传承打造文创旅矩

阵平台，让沉睡的文化“活”起来、靓起来，无疑
对于打造“在洛阳，正青春”的城市形象、构建
青年友好型城市有着积极且深远的意义。

据悉，洛阳将与《风起洛阳》合力打造洛
邑古城《风起洛阳》主题酒店、大型沉浸式剧
本杀，以及VR全感电影。日后再来洛阳，你
可以喝一碗热腾腾的《风起洛阳》同款羊肉
汤；也可以“穿越”到《风起洛阳》的故事中，住
进主题酒店，成为剧情的亲历者。

创新表达方式 做好洛阳品牌

传统文化和影视作品的全新联动，引领历
史与新潮碰撞出“国潮美学”，让“新”人爱上老

传统，让老城总有新故事可以说。“高龄”洛阳
正持续寻找与年轻人的对话方式和潮流标签。

高分收官的综艺《登场了！洛阳》从最早
的中国、洛神赋图与东方美学、根在河洛等 8
个主题，用青春视角向广大年轻观众展现了
洛阳文化的魅力。

“洛阳元素”频频出圈，归根结底是有着
坚实的文化历史作为依托。在尊重历史文化
的基础上，实现了历史与艺术传播的结合，不
断激发观众内心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敬畏。

为了全方位展示古都洛阳的恢宏大气，
《风起洛阳》在拍摄期间置景4万多平方米，复
原场景 100多个，服装、造型各 5000多件，美
术道具1.5万多个。城建布局上，剧组对大量
城市地标进行复刻还原。

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该剧创制阶段，
就通过组织专家座谈，梳理洛阳文旅资源，在关
键剧情中植入洛阳文旅元素，在新媒体引发话题
讨论，推动洛阳文化品牌向年轻群体输出。该
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大鹏表示，下一步，将强化
城市运营思维，找准运营方向，更好适应文化消
费和社会发展新趋势，提高文旅融合发展水平，
向世界讲好洛阳故事、传递洛阳声音。7

一部剧何以带火一座城

筑牢筑牢““铜墙铁壁铜墙铁壁””守望守望““云开月明云开月明””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范坤鹏 通讯员

闫琳）“去年，洛阳市优良天数达到247天，完成年度
目标。”1 月 11 日，洛阳市环委办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2021 年，洛阳市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67.67%；
PM10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77 微克，同比下降
10.5%；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43微克，同比
下降15.7%，均超额完成省定年度目标。

2021年，洛阳市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
抓手，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统筹污染治理、
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工作，各项重点攻坚任务
取得明显成效。

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方面，洛阳市去年累计完
成70家高排放企业退城搬迁改造，淘汰112台套落
后产能设备，停运大唐双源 3台共 40.5万千瓦煤电
机组，停用3台共535蒸吨工业燃煤锅炉。

在调整优化能源结构方面，严控煤炭消费，截至
去年11月底全市规上工业煤炭消费总量约1690万
吨，同比下降2.0%；新增集中供热面积577万㎡，主
城区集中供热普及率达到95.08%；新增可再生能源
发电装机13.5万千瓦，新增地热供暖面积17万㎡等。

在调整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方面，积极推动铁路
专用线建设和多式联运，建成中储、伊电、万基 3条
大宗货物运输铁路专用线，多式联运集装箱吞吐量
达 2.44万标箱；累计注销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
柴油货车11271辆，推广应用新能源车辆22760辆，
中心城区4227辆出租车全部更新为新能源等。

在调整优化用地和农业投入结构方面，深入实
施国土绿化，新增造林32.6万亩、森林抚育10万亩，
新增城市建成区绿化面积 561公顷；强化工地扬尘
污染监管，全市累计行政处罚 672.2万元，约谈 129
个项目负责人；加强餐饮油烟监管，在线监控大型餐
饮服务单位432家，覆盖率100%等。7

2021年洛阳市
优良天数达247天

河科大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学院

成功入选国家首批现代产业学院

洛阳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

已追讨工资2500余万元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从事刑侦工作 38年来，
始终拼搏在案件侦办一线；带领和参与侦破涉毒案
件 1100起，收缴毒品 1.4公斤；自学快板书，将反诈
内容与喜闻乐见的快板结合起来，为辖区居民、学生
普及防诈识诈知识……为迎接第二个中国人民警察
节，1月 9日，2021年洛阳公安“十大最美民警”“十
大最美辅警”评选结果揭晓。其中，宗存生、赵林燕、
李静等 10人被评为 2021年洛阳公安“十大最美民
警”；田军军、胡江涛、张凯等10人被评为2021年洛
阳公安“十大最美辅警”。

据介绍，洛阳市公安局结合 2021年“最美洛阳
人”系列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以“政治坚定、实绩突出、
爱岗敬业、作风过硬、群众认可”为标准，经初审、集中
评审、网络投票和党委会研究，最终评选出2021年洛
阳公安“十大最美民警”和“十大最美辅警”。

据了解，这是洛阳市公安局第二次开展“十大最
美民警”“十大最美辅警”评选活动。7

洛阳公安2021年度
“十大最美民警·辅警”揭晓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范坤鹏
本报通讯员 郭建立 李朝丽

“城里城外你最忙，街道小区及村庄；抗
击疫情冲在前，红色马甲最闪亮……”近日，
这条由新安县退休干部编写的打油诗在全县
微信圈疯传。打油诗不长，却道出群众对万
余名志愿者筑起疫情防控暖心防线的赞佩。

去年年底疫情发生后，洛阳市、新安县两
级迅速启动疫情应对机制，坚定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采取迅速封控、
精准流调、应隔尽隔等措施，从严从细从实抓
好疫情防控。自 1月 3日报告最后一例病例
至 10日，该县已连续 7天无新发病例报告，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作为全国文明城市，在合力抗疫的阻击战、
歼灭战中，新安的志愿者们闻令而动，承担起

“守门员、宣传员、服务员、监督员、劝导员”的职
责，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辐射到全县每个角落。

依托三级联动，设置防范卡点。社区是
联防联控第一线，事关疫情防控大局。根据
疫情防控形势，该县把创建机制引入疫情防
控，实行县、镇、村三级联动，在小区门口、镇
区街头及村道路口设置卡点4500余个，全部
由志愿者值守，当好居民的贴心人、守关人。

强化宣传引导 凝聚防控共识。该县依托
县、镇、村（社区）三级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积
极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全县城乡志愿者通过小
喇叭播放、微信群发消息、发放宣传页等形式，
向群众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并进行逐户逐人排
查，确保防疫宣传全方位，人员排查全覆盖。

浓浓爱心汇聚，彰显大爱情怀。新安县通
过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积极倡议，县内机关、企
业及爱心人士纷纷通过捐物资、送爱心餐等方
式助力疫情防控。截至目前，累计收到捐款500
余万元，医用外科口罩2.1万只，N95口罩1200
只，以及方便面、鲜奶、面包、爱心套餐等，让社会
浓浓的爱永远传递下去。

1月 4日下午，天降大雪，新安县志愿服
务联合会发布公告，在新安东西口的洛新、洪
阳设置两个防疫卡点，帮助外地家长给在校
寄宿的学子运送物资2000余件；7日，国网新
安县供电公司志愿者服务队90分钟完成疫情
管控区供电增容；8日以来，新安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开通线上服务，招录心理咨询师，对
学生们进行心理辅导、缓解压力……此般种
种举措，让疫情防控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新安县城绿苑社区和谐苑小区楼院长郭
强，是一位拄着拐杖、单腿行走的残疾人。疫
情发生后，他积极报名参加社区志愿服务，每
次在现场一守就是十几个小时。问他为什么
这么“拼”，他说：“抗疫是战场，战场就没有旁
观者。相信我们一定能早日战胜疫情！”

美丽的“志愿红”闪耀在寒冷的冬日，成
为河洛大地最亮丽的色彩，也汇聚起新安全
面打赢疫情防控战的磅礴力量。7

□文/田宜龙 李宗宽 图/张莹川

飞翔、捕食、休憩……1月 9日，嵩县陆浑湖国家湿
地公园，成群在此越冬的中华秋沙鸭、白鹭、骨顶鸡、红
嘴鸥等珍稀鸟类，引得众人纷纷驻足拍照留念。

“鸟类习惯在电力铁塔上的关键部位上筑巢，不仅
会造成自身的意外伤害，也给电网带来运行风险。”国
网嵩县供电公司输电班班长党政强介绍，“以前，我们

的解决办法就是‘驱鸟’。”随着嵩县生态环境越来越
好，去铁塔筑巢的鸟类越来越多，他们的“驱鸟”任务越
来越繁重。

今年以来，嵩县电力部门实施“共建线·鸟和谐环
境”项目，积极探索电力线路和鸟类和谐共生之路，通
过给鸟类搭窝安家，实现从“驱鸟人”到“护鸟者”的转
变。他们还邀请当地宣传、林业、湿地管理等部门组
建“嵩县鸟类保护联盟”，开展鸟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宣传。
截至目前，已经有78只人工鸟巢分别被安置在铁

塔、灌木丛、湖边等安全位置。“计划到今年三四月份鸟
类繁殖高峰期到来之前，实现人工鸟巢总数突破 200
个。”如今成了“护鸟专家”的党政强说。

夕阳西下之时，陆浑水库波光粼粼。鸟儿们或在
空中翱翔，或在水中觅食。岸边，电力职工与珍稀候鸟
的故事还在继续……7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范
坤鹏 通讯员 丁雯雯）近日，教育部公示全国首批
50家现代产业学院名单。河南科技大学申报的智
能装备制造产业学院成功入选，为我省唯一。

据了解，按照教育部规划，现代产业学院建设
以区域产业发展急需为牵引，面向行业特色鲜明、
与产业联系紧密的高校，重点是应用型高校。河
南科技大学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学院成立于 2019
年 12 月。该院以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需求为牵引，
依托机电工程学院的国家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联
合中国一拖、中信重工、洛阳 LYC、中机十院和洛
阳轴研所等科学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深入开展校企

“协作平台、共建课程、协同育人、资源共享”合作
模式。该院去年 4月获批我省首批重点现代产业
学院。

据河南科技大学有关负责人介绍，智能装备制
造产业学院的成功入选，将为河科大打造中原地区
高端智能装备制造技术创新高地和人才培养基地，
快速推进“双一流”大学创建，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
高水平综合性大学提供坚实支撑。7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范
坤鹏 通讯员 李帆）1月 6日，记者从洛阳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目前洛阳市正在开展“根治欠
薪冬季专项行动”，自去年 11月以来，通过行政协
调、立案查处等方式，已帮助 2100余名劳动者讨回
工资2539.5万元。

“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由洛阳市人社、住建、
交通、水利等部门联合开展，重点对工程建设、房地
产开发等行业进行全面排查。

“处置欠薪问题时，我们以‘让农民工拿到工资’
为目标，行业部门能协调的积极协调，协调不成的由
人社部门立案查处。”洛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有关负责人说，处置工作注重发挥信用惩戒和刑事
打击作用，对符合列入“黑名单”的应列尽列，对查实
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

据了解，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有2家用人单
位被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另有 2家用人
单位相关责任人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移送
公安机关处理。7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姚嘉慧 崔璨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在洛阳市深入开
展，市县辖区各乡镇（街道）等积极响应开
展行动，在一线防控岗位上，汇聚而来的志
愿者成为抗疫工作中的“硬核力量”。

老党员的“请战书”

近日，洛龙区古城街道东方今典社区党
总支副书记彭少辉深夜收到一条长微信。

“我报名参加防疫志愿者……我是党
员，我要上战场！”这是社区老党员司根岭
的“请战书”。“‘请战书’字字铿锵，老党员
的热心与执着让我们深受感动。”彭少辉
说，“他是我们年轻一代的榜样！”

72岁的司根岭有着52年的党龄，早在
2020年初，他就率先申请成为辖区疫情防控

志愿者，在小区卡点协助工作人员登记测温、
开展防疫信息宣传等。每天的工作很烦琐、
也很辛苦，老人却做得很认真。女儿担心他
的身体受不了，老人总是摆摆手，说自己“没
问题”。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义不容辞。”这次
“请战”，司根岭老人依然态度坚决。

“小仙女”喊你戴口罩

“疫情防控很重要，仙女也要戴口罩！”
近日，精彩洛龙抖音、视频号上，一条来自
开元路街道大学生志愿者们录制的短视频
人气颇高。诙谐幽默的防疫短语让两位大
学生志愿者走进大家的视野——天元社区
大学生志愿者吕静宜、喻祉祺。

吕静宜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的大一学生，1
月1日，看到社区的志愿者招募令，她立即报
名。“我有经验，去年高考结束后，我就参加了社

区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活动。”说起自己的志愿
“首秀”，小吕有点得意，“现在的任务是每天接
听问询电话、核查流调信息、接待群众来访。”

喻祉祺是个留学生，刚刚拿到硕士学
位。她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平时就热
心公益，这次更是积极参与社区志愿者活
动。冬日严寒，每天7个小时的执勤，喻祉
祺从不叫苦，“我并不觉得累，就当是个挑
战吧。社区工作的姐姐们更辛苦。”她说。

一“老”一“少”齐上阵，万众一心战
“疫”情。据悉，自元旦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以来，洛龙区 12个镇、街道共有 1700余名
志愿者参与一线防控工作。

“疫”线必定有“我”。在河洛大地，活跃着
众多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志愿者。他们有着
千万张不同的面孔，怀揣着同样的热情和决心，
汇聚成一条条严寒冬日的滚滚热流，最终凝聚
成一道道一线防控的“铜墙铁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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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人员在商量鸟巢安置位置。 陆浑湖国家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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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惧风雪，坚守抗疫一线。 新安县文明办供图
▶大学生志愿者喻祉祺在视频中宣传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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