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社长：张留东 总编辑：李勇 执行总编辑：郑征 ● 本期总值班：周延超 编辑：郭晓明 版式统筹：闵敏 茜文 校对：贺心海 组版：杨燕 ● 社址：洛阳市开元大道218号 邮政编码：471023 电话：0379-66778866
● 印刷：报业印刷公司（定鼎南路22号） ●新闻热线、报纸预订、便民服务：66778866（百姓一线通） ●洛阳网：http://www.lyd.com.cn ● 广告许可：洛龙市监广发字（2019）001号 全年定价：408元 单月定价：34元 零售价：1.50元

LUOYANG DAILY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1—0004 总第16775期 今日8版

中共洛阳市委主管主办
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农历辛丑年
正月十二

2021年2月
星期二 23日

中共洛阳市委机关报

凡人民所需者，莫不全力而为。
——1948年4月9日本报发刊词

报头题字：

全国百强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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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市印发《关于深化提升党建
引领、“四治”并进、服务进村（社区）推进

“河洛党建计划”全面过硬年的实施方
案》（下称《方案》），推出30条措施，构建
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群团组织助
推、社会组织协同、人民群众参与”的基层
治理机制，不断织密筑牢基层组织体系、
健全完善基层治理体系、优化拓展基层服
务体系，推动各领域基层党建全面过硬，
促进基层治理和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突出抓好政治建设
推动政治领导力全面过硬
《方案》指出，要全面强化政治引领、

突出政治功能、强化理论武装、持续涵养
政治生态、压实政治责任，推动政治领导
力全面过硬。

要旗帜鲜明地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
首要位置，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的科学内涵和“五个抓好”基本要求，
健全基层理论武装工作体系，组织开展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以实际
行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
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涵
养风清气正、实干担当的政治生态。

要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工作责任制，
党委（党组）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
职责，示范带动其他县处级以上党员领
导干部结合分管工作，开展“包村联居抓
支部”行动。

持续建强基层组织
推动组织动员力全面过硬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
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
力的基础。

《方案》提出，要全面提升基层党组
织的覆盖质量，农村要加大在农村社区、
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重点领域中建立党支
部的力度，城市社区要织密“社区党组
织+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
户”覆盖网络，巩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
社会组织“两个覆盖”质量提升专项行动
成果，推动党组织应建尽建和党的工作
全覆盖。

要持续开展示范培育，年内培育10
个左右省级基层党建示范村（社区）、20
个左右市级标杆式示范点、100个左右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示范村（社区）、100个
左右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示范点、
1000个左右“五星支部”，全面排查各领
域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实现动态清
零。以村（社区）“两委”换届为契机，全
面优化队伍结构，持续实施“头雁工程”，
努力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干部队伍。

持续强化党员教育，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 2021年党
员教育培训重点任务，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党史学习
教育的重要内容，引导党员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积极为群众
排忧解难。

持续强化驻村帮扶，全面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实现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脱贫后的过渡
期内，坚持队伍不撤、投入不减、管理不松、要求不降。

（下转02版）

“十四五”时期，我市共谋划 4543
个、总投资3.68万亿元的重大项目，将
牢牢扭住项目建设“牛鼻子”，奋力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新征程。

4543个重大项目描绘
“十四五”发展蓝图

“十四五”时期，我市将深化提升
“9+2”工作布局，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洛
阳都市圈，努力实现“四强两优三争先”
奋斗目标。记者从市发改委获悉，围绕
这一目标，我市共谋划了4543个、总投
资 3.68 万亿元的重大项目，其中投资
100 亿元以上项目 28 个、投资 50 亿元
以上项目62个。按照目前规划，“十四
五”时期计划完成投资2.03万亿元。

围绕构建“755”现代产业体系、打
造万亿级先进制造业基地，我市谋划了
933个、总投资7440 亿元的重大项目，
有投资 240 亿元的百万吨乙烯、投资
210 亿元的忠旺铝精深加工、投资 150

亿元的凯盛新洛玻、投资 90 亿元的中
原节能环保产业园、投资 80 亿元的航
空航天产业园等。

围绕打造中西部科技创新高地，我
市谋划了324个、总投资2651亿元的重
大项目，有投资80亿元的周山科创新城、
投资65亿元的洛阳北斗智慧港、投资60
亿元的新材料与智能装备科创小镇等。

围绕打造全国重要综合交通枢纽，
我市谋划了 1229 个、总投资 1.45 万亿
元的重大项目，有投资204亿元的呼南
高铁豫西通道，投资400亿元的轨道交
通二期、投资117亿元的机场三期及枢
纽等。

围绕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
我市谋划了431个、总投资1870亿元的

重大项目，有投资81亿元的故县水库灌
区工程、投资45亿元的前坪水库灌区工
程、投资27亿元的沿黄生态廊道等。

围绕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和国
际人文交往中心，我市谋划了 572 个、
总投资 5314 亿元的重大项目，有投资
77亿元的隋唐洛阳城九洲池遗址保护
二期和应天门南广场三期、投资 33 亿
元的全国石窟寺保护研究基地、投资30
亿元的正平坊文旅综合体、投资8亿元
的汉魏洛阳故城考古遗址公园等。

围绕建设幸福美好家园，我市谋划
了 395 个、总投资 1364 亿元的重大项
目，有投资 131 亿元的科技馆新馆、奥
体中心、国际会议中心、文化艺术中心

“一馆三中心”，省第二儿童医院等6所

医院，以及洛阳职业技术学院二期、郑
州大学研究生院等。

“97193”合理有效投资
行动计划按下高质量发展
“快进键”

今年，我市将实施“97193”合理有
效投资行动计划，也就是围绕 9 大体
系近 70 个重大专项，推进实施 1080
个、总投资 9987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3323亿元的重大项目。其中，投资100
亿元以上项目16个、投资50亿元以上
项目38个。

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完善机制，
加快进度，优化服务，全力以赴推进项
目建设，按下高质量发展“快进键”。

抓机制、聚合力。认真落实领导分
包、联审联批、项目例会、观摩督导等行
之有效的推进机制，持续开展“联企入
企惠企助企”活动，形成推进项目建设
的强大合力。 （下转02版）

“十四五”时期，我市共谋划4543个、总投资3.68万亿元的重大项目

扭住项目建设“牛鼻子”
按下高质量发展“快进键”

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

让革命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08版

勇攀科技高峰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强调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活动

昨日上午，记者在孟津黄河湿地看到数十只白天鹅时
而戏水、时而高飞的喜人景象。

近日，随着气温上升，天鹅开始向北迁徙。生态环境
优良的孟津黄河湿地成为天鹅迁徙途中的重要“驿站”。
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孟津管理中心鸟类监测
员马朝红2月19日12时观测的数据显示，当时有105只大、
小天鹅混群栖息于此。

目前，我市正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
家战略机遇，加快黄河湿地保护治理与生态修复工作，厚
植生态底色。洛阳沿黄生态旅游公路计划于3月底建成通
车，将作为治黄生态廊道的一部分，把山水林田湖草沙有
机融为一体，让沿黄生态廊道成为以黄河干流为经脉、以
山水林田湖草沙为有机整体的生态廊道、文化廊道、致富
廊道、幸福廊道。 记者 曾宪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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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主创新 引来订单不断
▶▶ 02版

洛阳催花牡丹
步入提质发展“快车道”
▶▶ 04版

习近平分别同吉尔吉斯斯坦
总统、埃及总统通电话

实施城市有机更新和老旧小区改
造，洛阳按下“快进键”！

21 日召开的洛阳城市有机更新暨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推进会，认真落实
中央、省、市部署要求，对全市实施城市
有机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进行再
部署再推动。市委书记李亚强调，这项
工作既是民生工程也是发展需要，既是
政治任务也是时代使命，各地各部门要

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紧
抓好。

做好有机更新，城市更有活力，生
活更有品质。当前，洛阳城市建设正由
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改造与
增量结构调整并重，正由补短板、强弱
项向提品质、惠民生转变。实施城市有
机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正是顺应这一
趋势的体现，正是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化解交通拥堵等现代城市病、
老旧小区基础设施不完善等群众烦心
事的体现，正是不断画好画精画美城市
建设“工笔画”、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的体现。

站在建设现代化强市的高度审视，
实施城市有机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更
显重要和迫切。说重要，是因其有利于
扩大合理有效投资，有利于催生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有利于吸引人才等要素
聚集，有助于加速洛阳高质量发展；说
紧迫，是因全市还有1850个小区需要改
造，涉及居民20余万户，城市治理上还
面临着老旧小区普遍“脏乱差”等老大
难问题，我们要创造高品质生活、推动
高效能治理，就不能让老旧小区成为

“被遗忘的角落”，必须跑出更新改造加
速度。 （下转03版）

——一论实施城市有机更新、加快老旧小区改造

不断画好画精画美城市建设“工笔画”
洛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