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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乡农村版

■河洛论坛宜阳县乡村生态休闲游渐入佳境
□本报通讯员宋会杰张珂

本报记者黄红立

“这是洛阳的牡丹籽油。”5月24日上午，洛阳红牡丹产业研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永庆（右）正在向泰国亲王素博·巴莫介绍该公司的牡丹籽油。洛阳红牡

丹产业研发有限公司是一家围绕牡丹产业发展，从事集科学种植、新产品研发、

名优产品加工、大网络销售平台于一体的创新型公司。 记者卢班摄

爱心帮扶留守儿童
图③5月30日，国网河南宜阳县供电公司组织

党员服务队到盐镇乡张沟村小学和贫困户家里，对

山区留守儿童进行爱心帮扶，赠送了学习文具、文

体用品和慰问金，以做促学，丰富充实“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内容。图为党员服务队成员和留守儿童

的合影。 王朝良摄

心手相牵共同成长
图②“谢谢你们！有了你们的陪伴和礼物，有

了你们的相伴我不再感到孤单……”5月28日，在

宜阳县程子村小学，洛阳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工作

人员和该校留守儿童共庆“六一”。 陶军摄

水泉的杏熟了
图①漫山杏果橙黄如金，十里果香脆甜引人。

5月30日，洛阳市伊滨区寇店镇水泉村2组的谢平

亮正在杏园采摘，只见红杏、黄杏缀满枝头，甜香四

溢。20世纪90年代水泉村村民响应国家号召退耕

还林，很多村民像谢平亮一样种了杏树。目前寇店

镇水泉村的杏林面积已达150余亩。

苗君甫任宜彬摄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

郑战波）近日，在河南省企业联合

会、企业家协会联合发布的“2015

河南企业100强”榜单中，位于孟津

县空港产业集聚区的洛阳隆华传热

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凭借12.45亿元

的年营业收入列第91位，实现了该

县省百强企业零的突破，并跻身省

“成长型高新技术企业”之列。目

前，该公司80%以上的高层管理人

员、60%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都是

从科研院所、国家大中型企业引进

的优秀人才。

以高精尖新科技项目为载体

“引”人才。孟津县空港产业集聚区

瞄准高精尖科技项目，引进一流的

专家人才和一流的核心技术，使企

业自主研发能力大幅提升，创新发

展激情高涨，转型升级势头强劲。

隆华节能公司在集聚全国几十名制

冷设备专家成功研制出高复合型冷

却器的基础上，又以“三顾茅庐”的

诚心，打动了中船重工725所原所

长孙建科，并由他带领一批科技人

才加盟，实现了公司跨越式发展。

依靠这些优秀人才，该公司已有

100多项科研成果获国家发明及实

用新型专利，20多项科研成果获国

家科技进步奖。目前，该集聚区科

技型企业共引进中高级专业人才

1500多名，有2个产品被评为中国

名牌产品，9个产品被评为河南省名

牌产品，成为全省拥有省级以上名

牌产品最多的集聚区。

以传统产业改造项目为载体

“聚”人才。孟津县空港产业集聚区

紧紧围绕发展高端、终端产品，以传

统产业升级改造和提高经济增长质

量为发展目标，大力推进“聚才计

划”，以产业链打造人才链、以产业

集群催生人才集群，为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该集

聚区按照请专家“会诊”—选准高起

点技改项目—按项目需求引进人才

的程序，对传统产业的半成品向终

端产品延伸进行升级，新上高端技

改项目12个，引进各类专业人才

800多名，使集聚区形成了从铸造、

锻造到农用机械、工程机械、矿山设

备零部件深加工，以及大型农机、工

程机械、矿山设备、数控机床、发电

设备、制冷设备组装等较为完整的

产业链，生产一台压路机、挖掘机、

拖拉机等除发动机外，全部零件都

能在园区15公里经济圈内找到。

以产学研一体化项目为载体

“联”人才。孟津县空港产业集聚区

积极为高校、科研单位与企业对接

搭建平台，力促院企、科企“联姻登

高”，强力推进产品研发和技术攻关，

先后完成洛阳鸿元轴承有限公司与

洛阳市科学技术局、洛阳鸿元轴承有

限公司与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洛阳国润管业有限公司与上海化

工研究院、河南省耿力工程设备有限

公司与中南大学等7个产学研合作

项目。其中，洛阳鸿元轴承有限公司

与河南科技大学合作开展的高精度

系列化转台轴承项目，被评为洛阳市

2015年重大科技专项，荣获市科技

局150万元资金支持。目前，该集聚

区60%以上的企业均采取委托开发、

技术入股等手段，建立厂外专家网

络，从中选定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向

企业提供技术服务，从而“联”住了一

大批“操盘手”技术人才。

本报讯（通讯员李艳吴钧君）近日，

“中国深呼吸小城”联盟系列活动在信阳

市举办，栾川以“中原肺叶”的美誉入选

“中国深呼吸小城100佳”，自此，栾川县连

续两年获此殊荣。

“中国深呼吸小城”是指空气新鲜、适

合“避霾旅游”的县及县级市，由中国国土

经济学会主持调研评选。其评价指标包

括“五高一低”，即森林与植被覆盖率高、

历史年度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高、旅居

活动区域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主要景观

区绿色度舒适度美感度高、生态文明建设

与低碳发展推动力度高，全境范围灰霾灾

害天气影响低。

栾川县作为全国生态县、全国旅游强

县，生态环境优势明显，生活环境舒适宜

人，得到了相关专家的一致好评，连续两

年成功入选“中国深呼吸小城100佳”，成

为洛阳市唯一入选县。

本报讯（通讯员张随法梁文元）“这

个编钟太美了，还能奏出悦耳的声音呢！”

“这些青铜器都是真的吗？”5月10日，在

第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

易会上，参观者对洛阳烟云涧青铜工艺博

物馆展出的青铜工艺品称赞不已，不时询

问青铜文化知识和铸造技艺。

第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

览交易会是目前我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国

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已成

为展示我国文化改革发展成果，促进中外

文化交流合作的靓丽名片。

“洛阳烟云涧青铜工艺博物馆的工艺

产品仿真度高，做旧工艺水平高，具有较高

的收藏价值。”中国文物收藏家、鉴定家、财

富艺术馆馆长黄天亮说。“我们不仅给一些

企业、个人制作青铜器工艺品，一些博物馆

也请我们按照青铜器文物制作复制品作为

文物的替代品进行展出，以便更好地保护

文物。”洛阳烟云涧青铜工艺博物馆馆长、

“烟云涧青铜器制作技艺”传承人方长站说。

瀍河区：把监督执纪问责做深做细做实

纪检监察队伍如何趋于公正化
□张娅敏

孟津县空港产业集聚区

“招才引智”挺起工业脊梁

泰国客人考察洛阳企业

栾川

再次入选“中国深呼吸
小城100佳”

伊川

“烟云涧”青铜器
亮相文博会

5月，穿行在洛阳市宜阳的山岭沟岔，在

一片浓绿底色上，点缀着红砖黛瓦的农家饭

店和宾馆，殷红酒幌格外鲜艳……

近年，宜阳县以打造“灵山秀水，锦绣宜

阳”为核心，以丰富旅游业态为主线，确定了

建设洛河宜阳段61公里滨河生态景观带、灵

山文化旅游区和三乡汉唐文化风情园、韩城

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柳泉河洛文化体验园、

花果山乡土生态旅游风情园、莲庄七彩花海

观光园“一带一区五园二主题”的发展战略。

蓝图已绘就，乡村先行动。目前，全县

新兴乡村旅游主体大大小小近百家，其中10

多个村已渐渐成为旅游明星村。

留住乡愁，勾勒乡土民俗游

马灯、牛车、藤茶壶、罗圈椅、织布机……

在花果山乡关庄村民俗博物馆里，城里来的

小游客们正好奇地看着他们从未见过的“土

物件”，大人们也被古老村落里的土坯墙、瓦

房顶勾起了浓浓的乡愁。

“不仅有保存完好的古村落，而且有原

始的生产模式，甚至阳光、蓝天、白云、溪

水、森林、新鲜空气，都为我们打造乡土民

俗游奠定了良好基础。”花果山乡党委副

书记陈建峰说。通过定向招商，花果山乡

引来岳顶山旅游开发公司，从关庄村着

手，全力打造独具传统文化特色的综合型

民俗旅游村，主打“生态观光+民俗体验+

休闲采摘+运动娱乐”的多元化旅游业态

组合牌。

未来，宜阳将倾力打造花果山西游文化

产业园，激发古老山村的魅力；以汉唐古镇、

驿站文化和李贺诗词为内涵，建设三乡汉唐

文化风情园，让千年古镇风华重现；保护性

修复张坞镇苏羊古村落，让人们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文化领航，让土地流金淌银

雪白的墙壁上画着水墨桃花，农家饭

店里炉火正旺，香味儿飘散……说起第一

届“美丽上观”桃园文化节的画面，梨树沟

村村民霍合交笑得合不拢嘴：“不到半个

月，俺挣了近一万块钱，以前做梦都不敢

想。”

近年来，地处宜阳西南山区的上观乡，

发展4000余亩水蜜桃和6500亩优质核桃、

1000亩油用牡丹。今年，借助桃园文化节

“领航”破冰，上观整合生态休闲和林果采摘

特色资源，配套建设了水蜜桃文化广场，改

造提升12家农家乐，配套建设田间道路、停

车场、公共厕所等旅游设施，初步具备了旅

游接待能力。

如今的宜阳，春天到柳泉摘草莓、打樱

桃；夏天到韩城摘葡萄，去盐镇摘桑葚、品紫

酒；秋天到锦屏品尝软籽石榴。条条采摘游

路线，都能将您引入百花深处、果香源头。

体育带动，多元业态谱新篇

一边徜徉在“天然氧吧”，看花浪如雪、

鹿散林中，如置身人间仙境；一边引弓射箭、

举枪瞄准，观赏越野摩托车飞驰而过……一

次槐花节，唤醒了寂静的山岭。

目前，宜阳县正积极探索“文化+体育+

商业+旅游”融合发展新路径。其中，县城有

皮划艇比赛，凤凰岭生态体育公园有望成为

国家级射击训练基地；香鹿山镇龙王渔村招

来了省、市、国家级垂钓赛，盐镇乡后河漂流

项目已于今年“五一”迎客。

赛事搭台，旅游唱戏。在槐花节及各项

比赛期间，借助游乡村、展特产、品美食等活

动，当地农民或在各基地找到工作，或开起

农家乐、卖起土特产，为传统乡村游注入了

新内涵。

人民法院要想在司法改革和为

民服务的大潮中站位高端，必须尽快

建设一支勇于担当、忠诚干净、公心在

握的法官队伍。而法院系统的纪检监

察干部的职责所在，恰是首当其冲地

顺应了时代发展和内部运转的真正需

求，因为，在反腐的高压态势下，法院

的队伍建设，首先应是纪检监察干部

日趋纯净化、公正化的高度聚合。

首先，要尽快因地制宜、因人而

异地从现有队伍中严格筛选“精兵强

将”，构成组建这一坚强堡垒的强有

力的纪检监察队伍。对那些政治坚

定、立场鲜明、业务娴熟、敢说敢干、

正义担当的优秀干部，应在寄予厚望

的同时，充分考虑他们的实际处境，

切实为他们即将或正在从事的“高危

作业”提供良好的生存和优化环境。

任何脱离现实，不负责任的敷衍塞责

与轻视忽略，都会影响其正常工作。

其次，营造干事创业、公平公正

的高涨氛围，使纪检监察干部打心眼

里对自己的“主业”充满无限尊崇和

爱戴，充满立志要干一番前所未有的

事业的信心和勇力，进而怀着为民司

法的广阔胸怀与操守廉洁的精准底

线，在日常工作中摸索探求通往公正

的阳光大道，并通过践履过程中的点

滴体悟，赢得一个不徇私情、不计个

人得失、以大局为重的全新自我。

再次，纪检监察队伍需根据形

势的发展和具体的难易程度倾心打

造并不断锤炼。人情是随时会熏染

和袭击这支敏感队伍的。随着环境

的嬗变和自身抵御能力的意外衰

减，我们不敢保证他们始终是“清一

色”的，而领导的独到慧眼和缜密暗

察，以及周围人员的日常监督，却是

随机“清洗疗治”的良方妙药。只有

保证时时“镜检”，才确然是趋于公

正化的根本途径。

最后，纪检监察队伍是一个非

常特殊的集体方阵。它既要不失时

机、大刀阔斧地纠错戡乱，还要无奈忍

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误解，甚至谩

骂与攻击。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无

私无畏精神，没有深厚的政治理论研

究水平和业务钻研技能，终究也是会

被时代淘汰与耻笑的。而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对于纪检监察干部来讲，是

最基本的公正化的“聚力”。

总之，法院的队伍建设始终是

广大法官履职尽责所从事的各项担

当中最首要的长远之计；纪检监察

队伍更是这支队伍角色占位的最廉

正、最给力的“旗手”。如何乐于排

难，甘于受苦，勇于奉献，洁身自律，

挺纪法前，是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的

纵深课题。当前，改革攻坚和事业

发展的大局已经形成，横在我们面

前的困难、荆棘跌宕丛生，新的挑战

复杂而又迷乱，但只要我们坚定正

确的政治方向，确信司法的春天必

然绚烂多彩，怀揣为民服务的宏大

理念，并时刻加强自身综合素质的

渐进提升，就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

改革赋予我们的崇高使命。

（作者单位：洛宁县人民法院）

本报讯（通讯员苗雯）今年以来，洛阳

市瀍河区纪委聚焦主业主责，坚守责任担当，

准确把握运用“四种形态”，坚持把纪律规矩

挺在前面，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常“治未

病”“正歪树”“治病树”“拔烂树”，延伸监督触

角，着力把执纪监督问责做深、做细、做实。

强化批评教育“修岔树”。对不明白纪

律有哪些、规矩是什么而行为涣散、履职不

力的党员干部，区纪委及早提醒，加强教育，

防患未然。以“学党章学准则学条例”主题

教育活动为载体，开展“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

面”专题培训；邀请专家作“全面从严治党”专

题辅导，围绕《准则》《条例》等内容，进行党章

党规党纪知识测试；组织开展科级领导干部

及家属到法院“零距离”旁听庭审活动；开办

廉政警示教育夜校，设立“四风”和腐败问题

曝光台；推行班子成员定期听取分管单位领

导班子负责人述责述廉制度，派员指导召开

了各单位红脸出汗的党风廉政专题民主生活

会，通过经常性的咬耳扯袖、监督提醒，让党

员干部在红脸出汗中不犯错或少犯错。

突出抓早抓小“正歪树”。对自律不严、

常态化监督不力而触碰纪律和规矩“底线”

的党员干部，区纪委抓早抓小、动辄则咎，

从重点查“违法”向重点盯“违纪”转变。注

重强化日常监督。坚持不定时间、不打招

呼，每周对辖区单位开展2~3次明察暗访，

利用电子监察系统加强窗口工作人员作风

纪律实时监控，整合乡办纪（工）委力量，把

监督检查向乡办、村、社区拓展和深化，充

分运用常规巡察、派驻监督、专项检查、经

济审计、舆论监督等手段，使党员干部感受

到监督检查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强化不敢、

知止的氛围；及时处置存在的问题。对收集

和掌握的党员干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积

极运用约谈、函询、诫勉谈话、责令作出书面

检查、通报批评等多种方式，及时发声，督促

被反映干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切实将问

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充

分发挥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在责任追究中的

重要作用，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坚持从严

从快处理，及时通报曝光，并会同组织人事

部门，用好调离、免职等组织处理手段。截

至目前已廉政约谈18人，诫勉谈话3人，通

报批评1人。

加大审查力度“治病树”。对严重违纪

但不足以沦为“阶下囚”的党员干部，区纪委

出重拳、下猛药，当头棒喝、治病救人。一是

整合委局机关、派驻机构力量，成立三个办

案协作区，集中兵力，紧紧盯住科级干部特

别是一把手这个关键，深挖细排，努力提升纪

律审查的精准度和命中率，做到力度不减、震

慑常在。二是加强与司法机关、执法机关的

沟通联系，建立健全信息通报和线索移送制

度，严格按照拟立案、初核、谈话函询、暂存、

了结五类标准分类处理问题线索，强化问题

线索规范化管理。三是突出打早打小，快查

快结，对不守纪律、不讲规矩的人和事发现一

起严肃查处一起。今年以来，共处置问题线

索27件，谈话函询、了结22件，党政纪处分5

人，持续释放了执纪必严的强烈信号。

坚持严惩腐败“拔烂树”。对那些纪律

处分已达不到惩戒目的的党员干部，区纪委

坚决追究法律责任，及时清除党内毒瘤，保

持肌体健康。一是借力反腐败协调小组，加

强成员单位之间协同办案、线索移交、案情

通报力度，坚持每季度不少于一次到审计、

公安、法院收集案源线索，不定期从各单位

案件抄报和线索排查通报中发现问题，适时

商请检察机关协助办案，及时查处。二是继

续把查处心存侥幸、以身试险，不收敛不收

手的问题党员干部作为纪律审查的重中之

重，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

题。三是分级分批公开曝光典型案件，让那

些明知故犯、劣迹斑斑的腐败分子付出沉重

代价。2015年至今，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

和公安、司法机关直接作出刑事处罚后交区

纪委作开除党籍处分的3人。

“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要慎

用、少用双规，在坚决‘拔烂树’的同时，把更

多的精力放在‘修岔树’‘正歪树’和‘治病

树’上，用纪律规矩管住大多数，才是真正意

义上的全面从严治党。”瀍河区纪委书记周

勇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