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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外慧中建设幸福城
街头游园缔造宜居城

新安
宜阳
本报讯 （通讯员郭建立 许金安 本报记者
黄红立）华灯初上，新安县体育中心运动场上聚
满了前来休闲健身的人们。
“每天晚上俺都要来
这儿，散散步、跳跳舞，既锻炼了身体，心情也特
别好，可比憋在家里舒坦，这船形体育馆看着都
得劲！”绿苑社区 50 多岁的高金婷大姐难掩喜
悦。
近年来，新安县按照“3A 乡镇、4A 县城”理
念，提升城镇建设标准，完善城市内涵，形成了
“框架为骨，绿色为衣，文化为脉，文明为魂”的
城市格局，使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攀升。
拉大框架，撑起城市强壮骨骼。该县在城
北新区约 10 平方公里范围内，
“依山就势、山城
融合、街路分离、森林城市”建设“城北山城”；在
县城以南按照“一心两带三轴、水网纵横、依山
傍水”的空间格局，推动滨水产业建设，着力将 8
平方公里区域打造成为山水相依、生态宜居的
“新安水城”；依托 5 平方公里的函谷关遗址保护
区，建设“汉关古城”。同时，去年率先在全省实
施公厕革命、
“三水”改造，高标准建设公厕 390
余座，对 10 条城市道路进行雨污分流和全面整
治。
绿色是城市的外衣。该县重点打造了绿
苑、世纪广场、西湖公园、地质广场、世纪公园、
慕容山公园等，环县城建设了翠屏山森林公园、
郁山国家森林公园、城北森林公园、西区工业隔
离带、东区防护林带等一批城郊公园。同时，该
县还开展了“拆墙透绿，见缝插绿”行动，做到应

绿尽绿，县城主干道沿街拆墙透绿单位比例达
98%，居民出门平均 300 米就能到达休闲绿地、
公园或广场；该县获得了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全国绿色模范县等称号，前不久又顺利通过国
家园林县城复验。
文化是城市的血脉。该县以创建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县为目标，实施了面积达
2.3 万余平方米，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盲人
阅览室于一体的县文化中心建设，11 个乡镇全
部建成了独立院所的综合文化站，306 个村和社
区全部建成村级文化活动中心，建成县、乡、村
三级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站 318 个，覆盖
率 100%。每年坚持 100 天的大型广场文化活
动“河洛欢歌·唱响新安”已连续举办 11 年，受惠
群众 500 余万人次。
“物质富裕了，脑袋不能空虚”、
“要做书生，
不当‘土豪’”成为新安崭新的理念。为此，该县
以文明为魂，着力创建国家文明县城。截至目
前，该县建立志愿服务站 90 余个，各类学雷锋志
愿服务组织 285 个，志愿云注册人数达 3.2 万人，
组织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900 余次。去年，该县顺
利通过全国文明建设创建年度测评。
按照规划，
“十三五”末，新安县将按照“依
山就势、山城融合、街路分离、森林城市”的理
念，构筑一个“人在园中，园在城中，城在林中，
林在水中”的更加宜居的城市，届时，该县城镇
人口将达 27 万人以上，城镇化率可达 55%左右。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宋会
杰 李炳辉）家住在洛阳市宜阳县红旗社
区的周英大妈每天早晨 6 点都会准时来
到滨河公园，20 分钟的绕场步行让老太
太神清气爽，随后，她就和 30 多个同龄
人，有板有眼地舞起太极扇。
“修建街头游园广场真是给老百姓
办了一件大好事。现在，到处是广场、到
处是游园，每天到这里锻炼身体的人特
别多!”周大妈对记者说。
近年来，宜阳县利用山水优势，突出
山水特色，因地制宜建设街头游园，丰富
山体自然景观，拓展公园绿地，打造生态
宜居城。目前，城区共建成 20 余处城市
公园绿地为群众免费开放，绿化覆盖面
积 达 到 713.9 公 顷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39.66%；绿地面积达到 614.16 公顷，绿
地 率 达 34.12% ；公 共 绿 地 面 积 达 到
130.68 公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 10.38
平方米。
总投资 10.5 亿元的滨河公园，以突
出宜阳地域文化特色、体现现代园林风
格的规划设计理念，先后在公园内建成
了李贺文化广场、韩都广场等一批景观
设施，引进种植了榆叶梅、樱花、龙柏、红
叶石楠等名优苗木 170 多种，绿化面积
144 万平方米。滨河公园沿河风光带初
步建成，形成了灵山至洛阳市区 25 公里

长，拥有 8 级橡胶坝、5 座大桥、1.1 万亩水
系、5400 亩绿地的生态景观长廊，与市区
洛浦公园实现了无缝对接，再现水在城
中流，城在水中走的盛景，形成了一道亮
丽的洛河风光带。
总面积 21800 亩的香鹿山省级森林
公园，栽植侧柏、刺槐、女贞、五角枫、雪
松等 60 余个树种、230 余万株，形成了长
达 15 公里的绿色长廊，是目前我省面积
最大的县级城郊森林公园。
正在建设的锦屏山地质公园，位于
宜阳县城南，有生态修复区、生态休闲
区、文化景观区、老年活动区、儿童游乐
区等五大功能区。
目前，宜阳县北有香鹿山城市森林
公园、南有锦屏山地质文化公园、东有迎
宾公园、西有莲花公园、中有滨河公园五
大综合型城市公园，城区已建成红旗广
场、召伯文化广场、香鹿山滨河文化广
场、牌窑文化广场、锦屏生态文化广场、
西庄休闲广场、法治广场、文兴广场等 10
多处。
绿地处处葱茏，景观小品秩序井然，
四季皆有鲜花妆点……蓝天下，碧水旁，
一处处美丽的公园、广场、小游园遍布城
市。在宜阳，老百姓开窗就能见绿色，出
门就能进游园。走进宜阳，到处是一幅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画卷。

洛宁县

产业扶贫铺就致富路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
曲焕平 张光杰）8 月 14 日，在洛宁
县马店镇关庙村绿意盎然的果园
里，一串串金珠沙梨果挂满了枝
头。正在果园忙碌的村民郑元治
喜不自禁地说：
“种了果树，俺脱贫
有望了。”
郑元治是该县“金果”扶贫的
受益者之一。由于他常年有病，又
没有手艺，种植小麦、玉米等传统
农作物年收入微薄，遇到干旱绝
收，甚至连种子和化肥钱都顾不
住，一家人过得紧巴巴的，是村里
有名的“漏斗户”。今年，按照全县
“金果”扶贫计划，该镇鼓励贫困户
发展金珠沙梨果产业，贫困户种植
金珠沙梨果 5 亩以上给予 4000 元
补贴，并建立了村电子商务点，提
前培育营销市场。目前，该镇已发
展金珠沙梨果面积达 5000 亩。
“实施精准扶贫，不仅要为贫
困户输好血，还要增强他们的‘造
血’功能。”洛宁县委书记张献宇
说，今年，该县财政投入 2000 万
元，用于补贴贫困户种植苹果、金
珠沙梨果。目前全县新发展水果
面积 1.8 万亩，将通过土地流转、种
植水果，带动贫困户 815 户 2960
人脱贫。
洛宁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2011 年被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
区秦巴山片区。全县现有 98 个扶
贫开发重点村，3.5 万贫困人口。
近年来，该县依托烟叶、林果、畜牧
等产业优势，大力实施产业扶贫工
程，通过发展脱贫产业，增强内生
动力，实现“三年脱贫、五年小康”
的目标。
今年初，该县与北京德青源农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在全省
率先探索实施金鸡产业扶贫模式，
由德青源公司出资 1.13 亿元，洛宁
县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以财政扶贫
资金作为资本金向农发行申请贷
款 2.5 亿元，在河底镇贫困村建设
年存栏 240 万只的标准化生态蛋
鸡养殖场，其获得的利润将为建档
立卡的贫困户分红。该项目建成
投产后，可解决 1000 人就业，并辐
射带动河底、东宋、小界 3 个乡镇
26 个贫困村 969 户 3489 人脱贫。
洛宁是崤山牌优质烤烟主产
区，该县以县烟草公司为龙头，今
年发展现代烟草农业 10 万亩左
右，预计可增加群众收入 2 亿元以
上，带动 1206 户、4185 人贫困群众
实现脱贫。洛宁饲草资源丰富，地
域面积广阔，发展养殖业得天独
厚。该县把肉牛、肉鸭、肉鸡养殖
作为发展重点，今年新建以贫困村
为主的养殖场区 10 个，将辐身带
动 2000 户贫困群众发展特色养殖
产业。
该县还积极探索开展“保险+
扶贫”新模式，与中原农业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合作，为发展种植业、
养殖业等贫困户购买农业保险。
同时，积极实施互助资金扩容项
目，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实行贷款免
息扶持。目前实现了全县 98 个贫
困村全覆盖，为贫困群众发放贷款
2000 余万元。
洛宁县长周东柯对记者说，今
年该县将投入资金2200余万元，
发
放小额贴息贷款5000余万元，
实施
92 个产业扶贫项目，扶持 4000 户
贫困户发展特色产业，
确保2018年
在全省率先实现整体脱贫。

孟津供电公司

“对症下药”
开展精准扶贫
廉政建设看洛阳

▲8 月 11 日至 12 日，新编廉政历史剧《九品巡检暴式昭》在伊川县宣
传文化中心精彩上演。
《九品巡检暴式昭》是由省纪委、省委宣传部等单位
联合打造的一部廉政题材的精品剧目。伊川县两千多名党员干部观看了
演出，感受颇深，纷纷表示要在今后的工作中，树立“以廉为荣，以贪为耻”
的理念，恪守清正廉洁。
王雪凌 摄
◀洛阳市民政局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明和谐家风，开展了
以“廉洁家风 清风民政”为主题的好家风好家训书画、征文活动，引导民
政系统党员干部以良好家风助推党风廉政建设。图为该局党员干部在
观看书画展。
高燕福 摄

洛阳市庞村镇是闻名全国的钢制家具产销基地。目前，该镇钢制家具企业有 516 家，销售网点遍布全国，销售额超过全国市场的
50%，
其中办公家具销售额占全国同类产品销售额的 80%。在这 516 家企业中，
洛阳花都家具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洛阳花都集团）始终
是一只领头羊，
在目前大多传统制造性企业陷入低谷的形势下，
洛阳花都集团却在逆势中飞扬崛起。日前，
记者走进洛阳花都集团——

洛阳花都用
“互联网+”逆势飞扬

洛阳花都家具集团公司的全自动送料激光切割机，不用人工上料，不用人工下料，只需
按照设定程序，切割精准度可以达到 0.1 毫米的误差。
田宏周 摄
□本报记者 卢班 通讯员 田宏周
第 31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在巴西
的里约热内卢热闹举行。里约热内卢是奥运
史上首个主办奥运会的南美洲城市，同时也
是首个主办奥运会的葡萄牙语城市，世人瞩
目。
这样的世界级盛会中，不仅中国的运动
健儿们备受人们关注，一个个中国元素也备
受业界关注，在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比赛场
馆，就有河南洛阳的元素，那就是洛阳花都集
团生产的更衣柜和文件柜。
洛阳花都集团总经理周旭光告诉记者，
今年 7 月初，巴西里约热内卢经销商马克·阿
尔马拉兹兴奋地打电话告诉他，巴西奥运会
的官方采购人员经过多次慎重考察，最终选
中由洛阳花都集团生产的“HDF”牌六门更

衣柜、双门文件柜，数量总计 45 台，而这些产
品将使用在巴西奥运会比赛场馆。
洛阳花都集团的产品被巴西奥运会选用
绝非偶然。经销商马克·阿尔马拉兹说：
“我
经销洛阳花都集团的钢制办公家具产品已经
5 年了，该集团产品不仅设计新颖，更重要的
是质量过硬，在巴西深受欢迎。”

全国首台全自动送料激光切割
机落户花都
在洛阳花都集团，切割精准度可以达到
0.1 毫米误差的全自动送料激光切割机有四
台。
“该切割机不用人工上料，不用人工下
料，只需按照设定程序，精准切割。”洛阳花都
集团总经理周旭光说，
“全国第一台全自动送
料激光切割机就落户在我们企业。”

在洛阳花都集团还有很多第一和领先同
行业的地方。2013 年末，企业投资 600 万元
建成了目前国内最先进的全长 400 米的自动
化喷涂线，该设备可使钢板充分磷化、去除表
面杂质，粉末得到充分的化学反应，确保工件
表面的喷塑效果达到最优；在庞村镇钢制办
公产业集聚区，唯一拥有“中国名牌”和“中国
驰名商标”两项无形资产的企业，唯一拥有独
立“企业技术中心”和研发大楼的企业，技术
中心由来自河南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
多所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成立，为企业
提供最新的前沿信息和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一年研发投入占销售额比重的 5.2%；2002
年，企业获得了进出口贸易权；数年来，在河
南省同行业中，销售额、出口额、纳税额均稳
居首位。
如今的洛阳花都集团已发展成一家集开
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现
代化集团公司。

通过
“互联网+”
实现
“智能制造”
近两年，洛阳花都集团相继获得了河南
省标准化良好行为 AAA 企业、河南省名牌
产品、河南省国际知名品牌、河南省质量诚信
A 企业、河南省科技型企业、河南省政府办公
家具定点采购单位、洛阳市小巨人企业等含
金量较高的荣誉。然而，对于这些荣誉，花都
人并没有沾沾自喜。
面对“互联网+”时代，传统制造企业长
期以来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源等方面的低成
本优势，通过规模化生产，创造了巨大的竞争
优势，但其路径依赖导致企业步入困境和低
谷。与互联网崛起相伴随，中国制造业进入
了一个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并存的时代。一
方面，大量商品卖不出去；另一方面，人们到

处寻找高品质商品。究竟中国制造该怎么
办？是制造业向互联网转变，还是互联网向
制造业转变？是他们互相合作，还是互相“竞
争”恶性循环？如何通过“互联网+”来实现
向“智能制造”的转型呢？洛阳花都集团走出
了自己的“互联网+”。
洛阳花都集团董事长周克俭说：
“传统企
业要想转型成功，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商业
社会的要求，绝非淘宝上开个店或者做个微
博营销那么简单，这些都是转型的‘皮’而
已。互联网思维，是传统企业转型的制胜之
道。互联网思维的关键是‘以用户为中心’。”
“我们的产品不是普通的民用产品，经过
反复的研讨、论证，认为不适合上淘宝平台。”
洛阳花都集团总经理周旭光说，
“企业组建了
十几个人的专职网络营销队伍，完善网站内
容，注册各类社交网站、论坛，在网上做推广，
我们的核心是一切以用户为中心，从产品设
计、生产流程、物流、售后服务等，让身处任何
一个地方的客户都可以直观地看到，参与
到。”
“产品生产在网上，销售在网上，现在，我
们企业原来的业务员主要是跟单服务，做好
售后服务。”周旭光说，
“自从傍上‘互联网+’，
我们的产品就像装上了腾飞的翅膀，这几年，
国内市场低迷，而我们的产品在南美、东南
亚、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销量非常
好，外贸额占销售总额的 60%以上。”
数字是最好的说明，业绩是最好的风向
标。1 月至 7 月，洛阳花都集团实现销售收入
1.2 亿元，比去年同期翻了两番。7 月，洛阳花
都集团通过“互联网+”接到了企业建厂以来
最大的单笔业务——6 万多台柜子的出口大
单。目前已生产出 1.7 万台，12 月底将全部
交付，洛阳“花都”将再次扬名世界。

8 月 8 日，从孟津县供电公司
了解到，该公司经过前期调查和了
解，已确定对口帮扶村游王村 6 户
养殖户、5 户种植户为第一批贫困
户，利用已争取到的 20 万元扶贫
资金对症下药开展精准扶贫。
孟津供电公司高度重视精准
扶贫工作，及时全面传达上级相关
要求，安排第一书记负责扶贫工
作，并从各部门挑选 24 人分包各
贫困户。从扶贫工作开始以来，第
一书记及各班子成员加班加点放
弃周末休息时间，带领包户成员 24
人到村入户了解情况，每到一户，

都认真了解家庭成员健康状况、收
入情况，每年收入及支出情况，向
贫困户介绍上级扶贫政策，与贫困
户进行深度交流，并根据每户实际
情况提出脱扶建议。其间，共走访
270 余户，经过建档立卡“回头看”，
由 139 户核实贫困户 89 户，贫困人
口 283 人。贫困户确定后，扶贫人
员根据贫困户身体情况、个人特
长、个人意愿对症下药，对贫困户
进行特色种植及特色养殖扶贫，力
争 2018 年年底前对所有贫困户完
成脱贫帮扶工作。
（许延灵）

定点帮扶学习

为学习借鉴登封市定点帮扶工作的先进经验和做法，8 月 11 日，洛
阳市扶贫办组织全市 13 个县（市）区扶贫办主管副主任等人赴登封市石
道乡西窑村学习考察定点帮扶工作。图为在贫困户家中学习精准扶贫
时的情景。
刘剑松 摄

加快网改 保障供电

7 月 31 日，国网河南宜阳县供电公司员工不畏烈日酷暑，加快电网
改造步伐，为香鹿山镇崔洼村新建低压配电台区一个，新增配电容量 315
千伏安，保障了全村群众用电无忧。
王朝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