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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偃师区顾县镇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完成60亿元，同比增长40%，营业
收入完成59亿元，同比增长40%；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11.4亿元，同比增长190%；税收完
成6443万元，其中工商税收完成5400万元，
占比83.8%，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呈现两位数
增长；仅用20天时间就完成省重点项目——
占地5523亩的中原节能环保产业园项目一

期征迁任务……翻开偃师区顾县镇上半年工
作台账，一项项成绩十分“耀眼”。

“ 能 够 取 得 这 样 的 成
绩，关键就在于我们结合
正 在 开 展 的 党 史 学 习 教
育，扎实推动基层党建全
面提质，让党员的先锋模
范 带 头 作 用 得 到 充 分 发
挥，让基层党组织成为披
荆斩棘、攻坚克难的战斗
堡垒，以党的建设高质量
引领经济发展高质量。”顾

县镇党委主要负责人说。
党建引领促发展，“头雁”带动支部强。

近年来，顾县镇党委狠抓基层党支部规范化
建设，扎实做好组织阵地提标改造，完成所
有村党群服务中心建设任务，同步推进党建
广场、便民服务室、党建一条街改扩建工程；
以党支部书记、村级干部、骨干党员三支队
伍建设为着力点，推进党支部书记“头雁”工
程，通过党委书记抓党支部书记压实党支部
书记主体责任，激发党支部书记干事创业的
主动性；将村级干部工作成效与绩效工资挂
钩，对所有村干部逐一进行谈心谈话，督促

其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全面加强党员日常
学习教育管理，通过建立流动党员微信群等
形式实现流动党员“一对一”连心结对，拧成
共促发展“一股绳”。

党史学习增动力，党群齐心奔小康。自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该镇提出了“办好实
事惠民生、凝心聚力促发展”的总体目标，将
重点工作任务细化为 5 个方面 17 项具体措
施，对镇直机关支部、农村支部、非公企业支
部分别列出具体实事项目清单，指导其拿出
具体措施、明确目标成效，让基层支部学有所
依、干有方向。镇党政班子成员放弃休息时

间，主动深入分包村群众家中，深入田间地头
和企业车间，征求党员群众意见建议，截至目
前已入户走访1000余户，聚焦群众出行、环
境整治、镇区管理等热点问题明确专人压实
责任，解决了一批群众“烦心事、揪心事、操心
事”；通过对各村支部进行分类，结合五星支
部创建活动，重点打造李湾村党支部等5个
基层示范点，形成以深入一线“访民意”、两委
公开“亮承诺”、党群携手“齐参与”、服务群众

“零距离”为主要特点的为民服务“李湾模
式”，真正把学党史用党史转化为推动新一轮
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

以目标化、项目化、具体化为着力点，以
办实事、惠民生、开新局为切入点，以聚人心、
增合力、促发展为落脚点……偃师区顾县镇
正在高质量党建“红引擎”的强力驱动下奋力
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张一鸣 文/图

偃师区顾县镇：

党建提质开新局 学史力行惠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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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虽已过了樱桃成熟季，但沿
着新安县磁五仓公路边走边看，万亩
樱桃园郁郁葱葱，窑洞宾馆、农家乐点
缀其中，游客络绎不绝。

樱桃是我市特色农业发展重点品
种之一，经过多年发展，其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日渐凸显。春天赏花采果，
夏天休闲纳凉，秋看乡村美景，冬品农
家菜肴，樱桃经济由“一月红”变为如
今的“四季火”，“一颗樱桃”激活了乡
村振兴、农民增收的“大产业”。

育优种、延周期，樱桃更“红”
“今年我们的优质大樱桃和樱桃

树苗供销两旺，前来购买的人排起了
长队……”说起今年的销售情况，洛阳
市易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金
练乐得合不拢嘴。

总长近 17 公里的新安樱桃沟是
豫西地区最大樱桃基地，现有千年樱
桃树 30 多棵、百年以上樱桃树 3200
多棵。虽然樱桃市场一直很火,但由
于传统樱桃采摘期短、品种老化，“果
丰伤农”“提篮叫卖”曾是常态。

近年来，我市把发展水果业作为
产业振兴的优先任务，樱桃被列入调
整种植结构的重要内容。以新安樱桃
沟、西工樱桃沟为主力的樱桃种植区，
纷纷聘请行业专家，引导群众改良品
种，推广销路好、产量高、耐储存的新
品种，按照绿色、有机的管理要求，实
行标准化生产，提高樱桃的品质。

2015年，在外地做水果销售生意
的张金练敏锐发现樱桃商机，回到家
乡新安樱桃沟，干起了优质大樱桃的
种植和苗木繁育工作，在推广优质种
苗和先进管理技术的同时，直接带动
近百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经过多年发展，我市樱桃由单一
品种发展到红灯、红艳、乌克兰、拉宾
斯、澳红等10多个品种，成熟期早、采
果期长，占尽市场先机，是名副其实的

“春来第一果”。拿澳红樱桃来说，其
色泽鲜艳、口感甘甜、果实硕大，每公
斤售价高达百元，依然供不应求。

樱桃好吃树难栽，说的正是樱桃
种植的田间管理、树木防病等至关重
要。市园艺工作站站长田玉广介绍，
为突破樱桃产业发展瓶颈，我市发挥
科研院所优势，专家进樱桃园、到老乡
家传经授艺，培养了一大批“乡土专
家”“明白人”；同时大力推广果园生草
与覆盖还田和滴灌、喷灌等旱作节水
技术，在提高科学管理水平的同时，提
高了樱桃种植效益。

树品牌、促融合，势头正劲
“大樱桃是我市水果产业中的主要

树种之一。目前，全市樱桃种植面积

10.8万亩，年产量约6万吨、产值10.5亿
元。”田玉广说，新安、孟津、洛宁、西工、
洛龙等樱桃生产采摘基地搞得风生水
起，我市樱桃产业发展走在了全省前列。

酒好也怕巷子深。仅有好的产品
不行，还必须培育樱桃品牌，开辟广阔
的销售渠道。

为打造樱桃品牌，新安县发挥全
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优势，通过
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网点，实现樱
桃从地头到餐桌无缝衔接。该县还打
造出 3D 樱桃谷画廊、天兴生态园、林
山溪谷度假村等10余个旅游新亮点，
成功举办骑行赛、樱桃节等旅游文化
系列活动，让新安樱桃品牌更加响亮，
为樱桃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

新安县五头镇地处洛阳樱桃谷沟
域经济示范带核心区，全镇樱桃种植
面积3万余亩。去年，该镇16个核心
种植基地联合成立了众赢樱桃合作联
社，实现保鲜冷库、分拣车间等资源共
享，产业发展的“拳头”攥得更紧。

五头镇党委书记高贻介绍，依托
樱桃特色资源优势，该镇通过观光农
业、电商销售、苗木组培、育苗等多
种模式，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全域旅
游，形成了接待、客运、导游、采摘、

餐饮一条龙服务，实现了“一产”直接
到“三产”的跨越，推动樱桃产业提质
发展。

优布局、兴产业，助力振兴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基础。“小樱

桃”带火了乡村游，带火了乡亲们的日
子，吸引着各类优质资源向乡村聚集。

走进西工区樱桃沟村的天井窑院
“卧龙居”，青砖灰瓦、古色古香，让人
眼前一亮。这些由废弃土窑院改建的
窑洞民宿，已成为当地农家宾馆的招
牌店。不远处，主打农家饭的食坊街
车水马龙，食客围坐在老式餐桌前，欢
声笑语此消彼长。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近
年来，我市持续发力樱桃特色产业，在
扩大樱桃优势区域规模、提高优质樱
桃总量供给的基础上，深挖区域内自
然、生态、环境、历史、文化潜力，打造
集樱桃生产、旅游、餐饮娱乐、农耕文
化、体验于一体的多业态融合发展模
式，培植龙头企业通过经营特色产业构
筑产业振兴基础，初步实现了“一颗樱
桃”带动多产业、多业态高度融合发展。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优化樱桃种
植布局，加快技术体系建设和实用新
技术推广，不断提升樱桃特色产业的
优势和影响力，推动樱桃产业提质增
效，为乡村产业兴旺和实现农业现代
化提供有效载体和动力源泉。

本报记者 郭学锋 通讯员 郭建立

我市樱桃种植面积10.8万亩，催生乡村游、生态游、健康养老等新业态，
实现“一颗樱桃”从“一产”到“三产”的跨越——

“小樱桃”激活乡村“大产业”

本报讯 （记者 李迎博 通讯员
吴晓香）记者近日从市发改委获悉，为
贯彻落实《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建立科学完善的营商环境社会监
督机制，深入推进全市营商环境建设，
我市将实施特邀监督员工作制度，进
一步拓宽营商环境监督渠道。

记者了解到，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
主要从政治立场坚定、热衷为企业服务
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士、
企业家代表、新闻工作者、行业协会负
责人、商会负责人和群众代表中选聘，
采取单位推荐、特别邀请等方式产生。
目前，我市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已进入
推荐选聘阶段，市营商办将对推荐名单
进行考察，并向社会公示，公示期满后
颁发“洛阳市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证”。

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的主要职责
是对全市营商环境工作开展监督，提
供损害营商环境的案件线索，维护市
场主体合法权益。主要包括：对全市
各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
员贯彻中央和省、市关于优化营商环
境决策部署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
各级相关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纪律作
风等行为进行举报和监督；深入了解
企业痛点、难处，广泛收集各市场主体
对营商环境工作的意见，并根据工作

实际提出建设性、针对性建议；充当政
企纽带，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投诉举报
信息核查工作；宣传普及营商环境相
关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等。

市营商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
《洛阳市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工作制
度》，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应持“洛阳市
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证”工作，可采用
明察暗访、企业座谈等方式，开展营商
环境监督。同时，被监督单位或被监督
人员应积极配合监督员工作，如实反映

相关情况，提供有关文档资料，接受问
询和质疑，并及时进行整改。被监督单
位或被监督人对能够立即整改的，应立
即整改到位；对不能立即整改的，应当
制订整改方案，并在方案出台后的5日
内向特邀监督员反馈整改情况，听取监
督意见。对阻扰特邀监督员正确履行
职责、行使监督职权，拒不接受监督或
打击报复监督员的，将依法严肃处理。

据悉，市营商办具体负责特邀监督
员日常联络、业务辅导、协调监督等工
作，将不定期召开座谈会、研讨会，听取
特邀监督员的工作汇报，研究解决重大
投诉事项，完善处置机制，抓好以督促
改，不断提升群众和企业的满意度、获得
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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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将特邀监督员为营商环境“挑刺”

“坚持以改革激发内生动力，做足存量文章”“坚持以开放汇
聚先进生产要素，做足增量文章”……前不久，省委书记楼阳生莅
洛调研时，围绕“改革开放两手抓”提出做足“存量文章”“增量文
章”的新阐述，令人印象深刻。对洛阳这样的老工业基地来说，把
握好两者的辩证法，是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课题。

“存量”和“增量”来自经济学术语。通俗来讲，“存量”就好像“鱼塘
现有的鱼”，“增量”则好比“做大蓄水的水池”，将其分别对应改革、开
放，前者是指对内搞活，后者是指对外扩容，既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

做足“存量”，犹如以改革做好“放水养鱼”。这几年，我们以
转型为路径，系统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架起现代产业体系“四梁八
柱”，研发投入力度连续多年居全省首位，3个超千亿元产业集群
加速隆起，更好地激发了活力、厚植了优势。作为老工业基地，在
全面深化改革上勇于先行先试，敢于涉险滩、攻难关、啃硬骨头，
既是省委为洛阳出的“考题”，又是洛阳难得的发展“机遇”。

做足“增量”，犹如以开放实现“水大鱼大”。这几年，洛阳以
开放为引领，自贸区、自创区、综保区等国家战略平台加速落地，
清洛基地等成为高端创新创业人才聚集地，格力、银隆、“新洛玻”
等龙头项目接踵而至，涵养了常开常新的开放气质。作为内陆城
市，进一步补齐开放短板，以开放汇聚先进生产要素，尤其要“聚
焦制度型开放和以人为核心的开放”，扩大全方位开放的“增量”。

把“存量”和“增量”结合起来，说的是改革开放的辩证法，指明的
是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迈向新的征程，洛阳要“建强副中心、形成
增长极”，努力在构建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成为关键环、
处在中高端、具有核心竞争力，离不开以对内改革优化“存量”，激发
内生发展动力，以对外开放提升“增量”，打开副中心的“城长新空间”。

把握“存量”与“增量”的发展辩证法，我们既要扛起政治责任、强
化“答卷”意识，认真梳理全面深化改革事项，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
节，让改革既发生“物理反应”也发生“化学反应”，为洛阳转型发展高
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要持续转变开放理念，持续拓展开放领
域，强化“以人为核心的开放”，持续建好平台通道，以更大平台、更宽
通道推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掌握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权。

把握好“存量”“增量”的辩证法

本报讯（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王银峰）记者昨日从市科技局
获悉，省科技厅日前公示了2021年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
金支持项目，我市9个项目入选，数量居全省前列。

我市入选的项目包括：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的重
有色金属及其固废与电子垃圾冶金长寿炉衬集成技术与应用项
目、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的分子筛吸附/催化材
料应用研究和开发项目、洛阳大华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的
建筑垃圾资源化智能破碎成套装备的研究与产业化项目、洛阳华
清天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的全自动微液滴培养及高通量筛选
技术与设备的开发项目、洛阳惠中兽药有限公司承担的畜禽疫病
防控用新兽药的研制与产业化项目、洛阳双瑞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承担的轨道交通高等减振扣件技术研究与产业化项目、洛阳市奇
航化工有限公司承担的高效环保无磷洗涤助剂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项目，以及洛阳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洛阳众智软件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分别承担的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奖补项目。

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是国家深化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
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项目实施，着力“强基础、补短板”，提升区域科
研基础能力，加强科技创新支撑平台和服务体系建设，推进科技成
果的大规模转化和应用推广，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我市9个项目入选中央引导地方
科技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

近日，洛阳北郊机场，进港出港航班正繁忙
起降。

洛阳北郊机场今年上半年运输工作已圆满落
下帷幕，多项指标大幅增长。根据最新统计，机
场上半年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657785 人次，同比
增长 99.02%；共保障航班起降 6166 架次,同比增长
68.29%；累计完成货邮吞吐量 449.448 吨，同比增
长62.16%。

眼下，随着洛阳都市圈建设的全面铺开，洛阳市
正加快推进洛阳北郊机场三期建设，着力构建现代
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及早实现洛阳由全国
重要交通节点城市向全国重要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的
转变。 记者 潘郁 通讯员 李征 摄

本报讯（记者 孟山 通讯员 王子霖）近日，河南林业职业学
院伊滨新校区正式开工建设，将为洛阳都市圈教育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能。

据介绍，河南林业职业学院创建于1951年4月，目前校址在
洛阳市瀍河区中州东路2号，校园占地面积340亩，建筑面积20
余万平方米。学院设有生态工程与旅游系、园林系、信息与艺术
设计系、经济贸易系等6个教学系部37个专科专业，现有教职工
436人、在校生8000人。该校拥有“河南省果园特种机器人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河南省古树名木复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
省森林康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省林果资源高效利用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

此次开工建设的河南林业职业学院伊滨新校区位于洛阳市
伊滨区司马光路以南、龙顾路以北、玉泉街以东、武屯街以西区
域，总规划用地1200亩，其中一期建设用地550亩，总建筑面积近
24万平方米，计划于2023年9月竣工。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伊滨新校区开建

郭旭光

深化“四企服务”

推进“两个行动”

洛阳北郊机场上半年
旅客吞吐量突破65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