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育壮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支柱产业
锦屏镇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锦屏镇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项目建设把项目建设

作为核心作为核心，，加快产业集聚加快产业集聚，，推动了工业经济转型推动了工业经济转型
升级升级、、总量扩张总量扩张。。培育壮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支柱产业，，拉长产业拉长产业
链条链条。。合理利用合理利用66186618 仓库仓库，，引进洛阳恒澍商贸引进洛阳恒澍商贸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积极发展物流积极发展物流、、仓储仓储、、酒店等相关产酒店等相关产
业业。。碧桂园碧桂园、、湖滨美院湖滨美院、、绿城桃花源等房地产项绿城桃花源等房地产项
目建设稳步推进目建设稳步推进。。

现代农业活力释放现代农业活力释放
锦屏镇坚持推进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锦屏镇坚持推进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集约集约

化发展化发展，，促进农业增产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农村发展。。持持
续调优种植结构续调优种植结构，，减少玉米种植面积减少玉米种植面积。。建成马窑建成马窑
村花椒深加工基地村花椒深加工基地，，在深加工上下功夫在深加工上下功夫，，增加产增加产
品附加值品附加值，，““马窑花椒马窑花椒””品牌效应初步显现品牌效应初步显现，，并进并进
一步带动马庄一步带动马庄、、大雨淋大雨淋、、流水沟花椒种植流水沟花椒种植。。在河在河
下下、、铁炉寿安山生态园继续发展黄金梨铁炉寿安山生态园继续发展黄金梨、、软籽石软籽石
榴榴、、秋彤桃等特色林果业种植秋彤桃等特色林果业种植。。充分发挥南部山充分发挥南部山
区各村人少地多区各村人少地多、、荒坡荒草资源丰富的优势荒坡荒草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大
力发展生态养殖力发展生态养殖，，形成规模效应形成规模效应。。

城乡建设品质提升城乡建设品质提升
锦屏镇以完善城市功能锦屏镇以完善城市功能、、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为重点为重点，，先后配合完成宜东新区建设先后配合完成宜东新区建设、、灵龙大桥灵龙大桥
续建续建、、锦屏山四期绿化锦屏山四期绿化、、““河下水街河下水街””、、““南环路提南环路提
升改造升改造””、、““洛阳绿色铸造产业园洛阳绿色铸造产业园””、、一场两馆建一场两馆建
设设、、新汽车站建设新汽车站建设、、灵山景区开发等重点工程灵山景区开发等重点工程。。
逐年扩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给逐年扩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给，，有力地推动城有力地推动城
乡一体发展乡一体发展。。

经济发展态势喜人经济发展态势喜人
锦屏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发展锦屏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发展，，在县财在县财

政的大力支持下政的大力支持下，，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
扎扎实推进实推进““稳增长稳增长、、促改革促改革、、调结构调结构、、惠民生惠民生、、防防
风风险险””工作工作。。

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该镇统筹推进疫情该镇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积积
极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极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实施实施““点对点点对点””农民农民工就工就
业输出服务业输出服务，，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20202020 年年完完
成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成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22..0303 亿元亿元，，实现经济高质实现经济高质
量发展量发展。。

牢记初心使命牢记初心使命 加快发展步伐加快发展步伐 建设经济强镇建设经济强镇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宜阳县锦屏镇组织拍摄了《锦屏心向党》专题纪录
片，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展现发展成就，抒发满怀豪情，表达对
党的无限热爱和美好祝愿。

锦屏镇位于宜阳县宜东新区，南依锦屏山，北临洛河水，东
接洛阳新区，是宜阳县城区三镇之一，区位优势明显。洛宜快速
通道、安虎线、八官线、宜白路穿境而过，交通极为便利。辖区内
有被誉为白马寺“姊妹寺”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灵山寺和省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虎头寺，文化积淀深厚。境内矿产资源丰
富，工业基础雄厚。镇域面积 90 平方公里，下辖 23 个行政村，
195个村民组，常住人口7.8万，有34个党支部，2个党总支，党员
1466名，耕地面积18000余亩。现为宜阳县经济强镇、工业强镇，
洛阳市文明单位、河南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近年，锦屏镇在宜阳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结合实际，
确定了“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分类区划指导”的工作思路，围绕
配合县重大项目建设、城中村改造、脱贫攻坚、环境整治、美丽乡
村建设等重点工作，以“抓党建、促班子、带队伍”为抓手，抓住新
机遇，明确新任务，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全镇经济、社会事业得到
了全面快速发展。 扫一扫，观看《锦屏

心向党》专题纪录片

稳定就业助农增收稳定就业助农增收
锦屏镇始终以农民增收为目标锦屏镇始终以农民增收为目标，，以服务群众为宗以服务群众为宗

旨旨，，严格执行惠农政策严格执行惠农政策，，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以产业促以产业促
就业就业，，积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积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做好劳务输出工作做好劳务输出工作，，搭搭
建就业服务平台建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动农民工外出务工持续推动农民工外出务工。。20202020 年年
该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该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576215762 元元,,较较 20122012 年增长年增长
167167..4242%%。。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锦屏镇坚持把锦屏镇坚持把““五个一批五个一批”“”“六个六个

精准精准””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聚焦聚焦““两不愁三保障两不愁三保障””攻攻
坚坚，，着力打好产业扶贫着力打好产业扶贫、、就业创业扶贫就业创业扶贫、、生态扶贫生态扶贫、、金融扶金融扶
贫贫““四场硬仗四场硬仗””，，着力开展健康扶贫着力开展健康扶贫、、教育扶贫教育扶贫、、扶贫助残扶贫助残、、
危房改造危房改造、、扶贫扶志扶贫扶志““五大行动五大行动””，，着力实施交通扶贫着力实施交通扶贫、、水水
利扶贫利扶贫、、电网升级和网络扶贫电网升级和网络扶贫、、环境整治环境整治““四项工程四项工程””，，在在
镇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镇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镇上下勠力同心全镇上下勠力同心，，实现了实现了
2323个行政村个行政村715715户户26952695人全部脱贫人全部脱贫。。

走进新时代走进新时代，，挑战蕴含机遇挑战蕴含机遇；；站在新起点站在新起点，，压力催生压力催生
动力动力。。接下来接下来，，锦屏镇将立足资源禀锦屏镇将立足资源禀
赋赋，，全镇全域统筹规划全镇全域统筹规划，，将城镇划分为将城镇划分为
康养康养、、旅游旅游、、服务服务、、产业产业、、美丽乡村美丽乡村、、工工
业六大板块业六大板块，，通过实施产业项目引领通过实施产业项目引领、、
农村升级改造农村升级改造、、基础设施配套基础设施配套、、绿化提绿化提
升四大工程升四大工程，，努力把锦屏镇建设成为努力把锦屏镇建设成为
经济强经济强、、环境优环境优、、乡村美乡村美、、产业旺的特产业旺的特
色乡镇色乡镇。。 （（赵珊珊）

宜阳县锦屏镇以发展新成效庆祝建党百年宜阳县锦屏镇以发展新成效庆祝建党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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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洛阳抗战纪念馆在西工兵营开馆，面向社会免费开
放。同时，馆内主题展览“豫西烽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洛阳抗战”也正式开展。（如图）

洛阳抗战纪念馆位于西工区中州中路与解放路交叉口东
南角，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工兵营筹建而成，是一家
集中宣传和展示洛阳抗战英烈事迹的纪念馆。市文物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洛阳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一个缩影，为
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市委、市政府做出了建设洛阳
抗战纪念馆的工作部署，该纪念馆将充分发挥自身在党史学
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让
参观者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

“豫西烽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洛阳抗战”展览分为
“力挽狂澜、抵御强虏”“中流砥柱、抗战中坚”“勇往直前、挺进
豫西”“正义必胜、走向复兴”四个部分，通过展出一批具有重
要历史价值的照片、文物，运用图板、图表、雕塑、电子地图、场
景复原和半景画、幻影成像等多媒体展示手段，鲜活生动地展
现了中国共产党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动员河洛
儿女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艰辛历程。

“展览首次集中反映了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及后来
成立的河南人民抗日军等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抗战并建立豫
西抗日根据地的过程。”洛阳抗战纪念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展
览得到多个抗战纪念地、抗战遗迹所在地村镇，抗战老战士、
经历者及其后代还有广大市民的热心帮助，收到多件社会各
界捐赠的珍贵物品，每件展品的背后都藏着一段动人的故事，
欢迎大家到现场参观。

记者 智慧 通讯员 李文艳/文 记者 李卫超 通讯员
张玉鲁/图

洛阳抗战纪念馆开馆指导工人运动，派人来洛指导陇海铁路大罢工，介绍中共洛阳组
主要创始人游天洋入党——

李大钊与中共洛阳组
在中共洛阳组纪念馆宣誓大厅里，有这

样一座浮雕：一位戴眼镜的男子在前方领誓，
三位男子举起右拳庄严宣誓，在他们的身后，
一位蓄着胡须的男子目光坚定地注视着他
们。（如图）

这座浮雕艺术再现了中共洛阳组成立时
的场景。戴眼镜的男子为罗章龙（北京早期
党组织成员），三名宣誓者为中共洛阳组成员
游天洋、白眉珊、王福顺，站在他们身后的是
李大钊。

其实，在中共洛阳组成立时，李大钊并未在
场。为何浮雕中要出现李大钊的身影？这是一
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
主 义 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一直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
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邓中夏等十几人在北
京最先成立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同年，中共洛阳组主要创始人游天洋参
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一名会员。”市委
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胡纳伟介绍，游天洋在这个
时期，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世界革命
的消息。“可以说，正是在李大钊倡导成立的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大力宣传下，游天洋才逐渐
形成了革命思想。”胡纳伟表示。1920年年底，
游天洋来到洛阳陇海路局任员司（相当于工
程师）。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通过的《中国
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确定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
产业工会，开展工人运动。同年，中共北京地方
委员会成立，李大钊任书记，还成立了中国劳动
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

李大钊认为，在产业落后的中国，交通工
人尤其是铁路工人是革命的生力军。中共北
京地委将工作重点放在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
方面，先后派出邓中夏等人到北方各地开展
工作。

当时，陇海、京汉两条铁路在河南境内交
会，在郑州、洛阳等地有大量的铁路工人。工人
集中便于组织开展工人运动，郑州、洛阳等地成
为早期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开展工人运动
的理想之地。

1921 年年初，京汉铁路工人职工学校成
立，由于只是在晚上授课，这里也被称为“夜
校”。这年3月，李大钊亲自到郑州工人夜校授
课，向郑州工人介绍了俄国工人解放的情况，还
勉励工人们“要好好学习文化，学技术”。

他在黑板上写了个“工”字，又在“工”字下
面紧接着写了个“人”字，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
一个“天”字。“你们要好好努力，工人的前途远
大得很呀！”

“他用这种浅显生动的语言启发工人的觉
悟，点燃了中原革命的火种。”胡纳伟表示，作为
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优秀代表，李大钊比较早地
认识到中原大地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地
位，认识到发动工人的重要性，他的先进思想深
刻地影响了陇海铁路工人，为开展工人运动奠
定了思想基础。

1921 年，洛阳工人运动形式发
生了变化。此时，游天洋尚未入党，
只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
知识分子。他利用工作关系，经常
到工人中去，谈家常、问疾苦，向工
人兄弟传播进步思想，启发工人群
众的阶级觉悟，团结了一批工人群
众。游天洋还与白眉珊等先进分子
一起，成立了洛阳陇海路同人俱乐
部，将工人组织起来。这些都对提
高工人阶级觉悟，团结工人阶级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游天洋是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会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刊物

《劳动周刊》和《工人周刊》在洛阳
设立了发行站，游天洋担任发行员
和特约通讯员。他经常组织工人
学习《工人周刊》上的文章，利用

《工人周刊》宣传革命思想，为后来

的罢工运动做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
准备。

当时的陇海铁路是民族矛盾和
阶级矛盾非常尖锐、非常突出的地
方。陇海铁路工人长期受帝国主
义、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具有强烈的
反帝反侵略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
悟，容易接受革命思想。1921年11
月17日，比利时人狄孟欺压工人，爆
发了“西厂挂牌事件”。愤怒的工人
们忍无可忍，集体离厂而去。游天
洋等人成立“罢工委员会”，并派人
赴北京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
分部取得联系，请求指导。

11月20日，陇海全路工人发表
了《敬告全国各路同胞同业弟兄们
恳乞救援》宣言书，一时间，工人们
纷纷奋起反抗，震惊中外的陇海铁
路大罢工爆发了。

陇海铁路工人罢工的消息传来
之后，李大钊当即主持召开地委紧急
会议，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
部名义派罗章龙前往洛阳，对罢工给
予全力帮助，同时会上还决定设法筹
建北方铁路沿线各车站、矿山、城市
党与团的组织。

罗章龙到达洛阳后当晚会见游
天洋。在随后召开的罢工骨干会议
上，罗章龙当场表态，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北方分部决心全力作陇海铁
路工人的后盾，并动员全国各路工
人进行援助。最后，会议通过了“坚
持罢工，争取胜利”的决议。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
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实现了一线有
难、各线支援并最终取得罢工胜利
的结果，展示了工人阶级强大的社
会力量。

日前，我市首家中小学校内党建馆——花儿向阳党建馆
投用，正式对少年儿童开放。该馆位于市实验小学凯旋校区
内，总面积近300平方米，是全市少年儿童学习党史、接受思
想道德教育的“第二课堂”。馆内通过光电声影、图文模型全
方位呈现党的光荣历史、奋斗历程和辉煌成就。

记者 郭学锋 摄

我市首家中小学校内党建馆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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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在河南铁路工人中
传播先进思想

关键时刻派人指导工人罢工

陇海铁路大罢工爆发于中国共
产党成立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是
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的大
规模罢工斗争，参加人数多、影响范
围广、斗争规模大，在中国工人运动
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陈独秀对此给予高度评价：“陇
海罢工，捷报先传……这是我党初
显身手的重大事件。”

这次罢工使河南工人队伍进一
步得到了锻炼和考验，一些优秀工
人领袖已具备了入党的条件。“游天
洋表达了自己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的强烈心愿，随后经北京地委批准，
游天洋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加入
中国共产党。”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编
科副科长贾巍丽介绍。

1921年12月，中共洛阳组成立，
成员有游天洋、白眉珊、王福顺。“这
是中国共产党在河南创建的第一个
党组织，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北
方地区最早发展的4个党支部、党小
组之一，在河南党史和中共党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贾巍丽说，中共洛
阳组诞生后，点燃了中原地区的革
命火种，革命火种开始在中原大地

播撒、壮大。这些都与李大钊最早
的思想启蒙、关键时刻的指导和帮
助密不可分。

从中共洛阳组成立至 1922 年
年底，中国共产党抓住陇海铁路
工人大罢工胜利的有利时机，在
京汉、陇海铁路河南沿线的主要
城镇，或建立了基层党组织，或派
党员开展活动。河南工人运动掀
开了崭新的一页。

本报记者 孙小蕊 文/图
（市委党史研究室为本文提供

相关材料）

经历革命考验，中共洛阳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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