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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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7日
应约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去年我们多次沟通，为中德、中欧关
系发展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中德、中欧加强合作，
能够办成有意义的大事。希望德方、欧方同中方一
道作出积极努力，维护和推动中德、中欧合作健康
稳定发展，为这个多变的世界增添更多确定性和稳
定性。

习近平指出，中德务实合作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及其他因素干扰，稳中有进，中国连续5年成为德国
全球最大贸易伙伴，体现了中德合作的韧性和潜力。
希望双方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精神，统筹推进中德
各领域合作，这有助于为中欧合作和重振世界经济增
添信心和动力。中国正在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在依

靠自身力量发展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
分工合作。中方愿同包括德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共
享中国新一轮开放发展带来的机遇。希望德方保持开
放，为两国企业扩大互利合作创造更多便利。双方应
以明年中德建交50周年和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推进科
技、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交流。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欧关系面临新的发展契机，
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关键是要从战略高度牢牢把握中
欧关系发展大方向和主基调，相互尊重，排除干扰。
中国发展对欧盟是机遇，希望欧盟独立作出正确判断，
真正实现战略自主。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努力，协商办
好下阶段一系列重要政治议程，深化和拓展各领域务
实合作，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上加强沟通，共同
践行多边主义。 （下转08版）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乡村振兴，规划先行。从焕然一新
的乡村面貌，到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
美丽乡村建设让老百姓有了看得见、摸
得着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近日，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获悉，我市积极推进“多规合一”村庄规
划编制工作，全市村庄规划编制完成率
97%，基本做到全市乡村地区规划全覆
盖，初步形成“规划一张图”，规划整体
进度和质量均位居全省第一。

先规划后建设，推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

坚持先规划后建设，乡村建设才能
少走弯路、不走错路。

记者站在位于新安县仓头镇王村

的观景台上遥望，只见黄河之水波光粼
粼，与头顶的蓝天交相辉映。不远处的
空地上，挖掘机正在紧张作业。村庄的
道路两侧，白皮松、雪松等树整齐排列，
绿意盎然。

新安县境内黄河生态廊道道路起点
就位于王村与孟津的交界处。按照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新安
县王村村庄规划》编制完成，为实施乡村
建设行动提供具体依循。眼下，村里正

在进行基础设施提升、村居改造等一系
列工程，宜居宜游的美丽乡村雏形已现。

近年，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以规划
为引领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实
施乡村规划全覆盖攻坚重大专项”列为城
乡融合发展行动的“第一仗”专班推进。

位于宜阳县香鹿山镇东北部的赵老
屯村属丘陵山区，以前村民只能靠种几
亩田糊口。该村围绕“特色种植业、乡村
休闲游、人居环境好、集体经济强”四篇

文章，大力发展迷迭香种植，讲好乡村文
化故事，提升群众素养，培育良好乡风，
按照村庄规划全力打造“豫西传统民居
小镇”，实现“屯”香兴旺产业、“屯”绿提
升生态、“屯”文留住乡愁，为美丽乡村建
设、休闲旅游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为了避免千村一面、万户一色，近
日出台的《洛阳市村庄规划导则》通盘
考虑农村发展目标和定位、村域空间
布局、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整治、耕地
与基本农田保护、产业发展、居民点布
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历史文
化和特色风貌保护、近期行动计划等
九大方面，统筹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
建设，农业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布局持续优化。 （下转04版）

我市积极推进“多规合一”村庄规划编制工作，规划整体进度和质量均居全省第一

，让美丽乡村建设“留住乡愁”

昨日，在洛阳中国国花园里，牡丹花开正艳，众多游人在花
海中流连忘返。 记者 梅占国 通讯员 杨春芳 摄牡丹飘香醉游人

本报讯 （《河南日报》
记者 李铮 冯芸）为深入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
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
精神，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近日进驻河南省
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4 月 7 日，督察进驻动员会
在郑州召开，督察组组长
杨松、副组长张雪樵就做好
督察工作分别作了讲话，省
委书记王国生作动员讲话，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凯主
持。

杨松指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将
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部署、亲自指导推
动，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战
略新举措，形成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成为全党全国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的根
本遵循。2020年以来，面对
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
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
冲击，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
系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在赴地方考察，以
及出席国内外重大会议时，
反复强调要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并
向国际社会作出了二氧化碳
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
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
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这充
分体现了党中央坚持新发展
理念的战略定力和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是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重要的政治任务。深入领会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关键在于准确把握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和战略考量，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的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要充分认识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的引导和倒逼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杨松强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制度安排，这一批
督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的首批督察，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立足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坚持系统观
念，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把握好督察方
向和重点。将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有关生
态环境保护重要指示批示件的办理情况；河南省推动高质量
发展情况，特别是严格控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以及去产能

“回头看”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战略部署贯彻落
实情况；重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生态环境风险及处理情况；
第一轮督察及“回头看”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人民群众反
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立行立改情况；生态环境保护思想认
识、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实情况等。（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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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东慧 白云飞）
昨日，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场域载体
工作推进会召开，认真落实国家、省有
关部署要求，动员全市上下把优化营商
环境、建设场域载体作为推动洛阳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一招，以抓铁有痕、踏石
留印的劲头，打造全国一流、全省领先
的营商环境，构建中西部地区场域载体

“强磁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市、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洛阳
绚丽篇章提供有力保障。

市委书记李亚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长刘宛康总结有关工作，对下步工作
进行安排。市委副书记赵会生宣读了
市委市政府关于通报表扬 2019 年度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先进县区的决定。
吴中阳、杨炳旭等市级领导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营商环境是高质量发展
的“命门之穴”，场域载体是高质量发展

的强力支撑。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场域
载体，是发展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对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对发展规律的
准确把握、对发展需要的精准应对，是
洛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长远之策。近
年来，我们把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场域
载体作为大事要事来抓，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正加快构建，场域
载体“强磁场”效应初步形成。同时也
要看到，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
足。各级各部门要着眼发展大局，充
分认识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场域载体
的重要性紧迫性，以更大力度和更实
举措，真抓实做、奋勇争先，加快打造
更优质更高效的营商环境、更多更具
吸引力的场域载体，更好地解放生产
力、提升竞争力、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
活力。（相关报道见02版）

会议强调，要紧盯省委省政府提出
的“打造优化营商环境的综合性标杆城
市”要求，切实抓住重点任务，着力打造
全国一流、全省领先的营商环境。要打
造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进一步改进
行政审批，持续减少审批事项、规范审
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进一步加强公
正监管，健全新型监管机制，对不同领
域有针对性地创新监管方式；进一步优
化政府服务，多站在企业和群众的角度
想问题、办事情，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平
可及、优质高效的服务；进一步减轻企
业负担，把阶段性措施和制度性安排结
合起来，用降本减负的“减法”换来企业
发展的“加法”。

要打造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进
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以实行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制度为基础，以清除各种隐性限
制为重点，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

破解“准入不准营”问题，让各类市场主
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持续推进要素市
场化配置，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持续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
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让守信者一路畅
通、失信者寸步难行。

要打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法治
宣传进企业、进社区、进机关、进学校，
在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
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
围；优化法治服务，用好由警官、法官、
检察官和法律服务官组成的法治服务
队伍，为企业和群众提供窗口化、综合
性、一站式法治服务；保护合法权益，以
提高企业获得感安全感为导向，依法保
护各类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权、财产
权、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下转02版）

李亚、刘宛康出席会议并讲话

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场域载体工作推进会召开

打造全国一流全省领先的营商环境
构建中西部地区场域载体“强磁场”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
2021年4月7日至5月7日进驻河南省开展督察。现将《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纪律规定》公开，欢迎社会参与监督。如发
现督察组及其成员存在违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纪律规
定》的情形，可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生态环境部纪检监察组
和生态环境部机关纪委反映。电子邮箱为：jb@mee.gov.cn；
信箱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2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驻生态环境部纪检监察组办公室，邮编：100006。（《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纪律规定》详见02版）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2021年4月7日

关于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作风纪律监督举报方式的公告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规规划划 图图一一张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