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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阳县人社局：

全面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
根据宜阳县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

动员会要求，宜阳县人社局自 2021 年
11月1日至2022年春节前，全面组织开
展以工程建设领域和其他欠薪易发多发
行业、企业为重点的专项根治欠薪行动，
从规范制度、加强惩戒等方面推动治理
工作。

全面加快欠薪举报投诉的分类核
实处置，在春节前的关键时期保持工
作力度不减、办理标准不降，做到来
件即办、来件即清。落实落细长效机
制，对工程建设领域工资专用账户、
实名制管理、工资保证金等各项长效
监管制度落实情况进行集中排查，大
力推广应用河南省农民工工资支付

监管系统，实现农民工工资支付在线
监管。压实各方责任，按照“属地管
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
则，由乡镇政府切实担负属地责任，
行业部门切实履行监管责任。加强
违法惩戒，对恶意欠薪者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对符合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

“黑名单”条件的，予以曝光并开展失
信联合惩戒。

今年以来，宜阳县人社局持续加大
违法惩戒力度，保持治欠高压态势，截至
目前，已经对23家企业依法作出行政处
罚，对1家企业进行失信联合惩戒，将其
列入失信企业“黑名单”。

（王珂楠）

宜阳县城关镇：

强力推进“三清两建”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自“三清两建”乡村治理专项行动开

展以来，宜阳县城关镇明确工作思路、突
出工作重点、强化举措、压实责任，确保
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加强领导，广泛动员。成立“三清
两建”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全镇“三清两
建”工作动员大会，掀起了“三清两建”工
作高潮。

强化宣传，营造氛围。通过电子屏、
微信群、朋友圈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通
过不间断入户走访，广泛宣传“三清两
建”的意义、内容、要求，营造浓厚的宣传
氛围。

压实责任，摸排线索。县、镇纪委
组成谈话工作组，对现任、历任社区干

部和居民组长进行谈话，引导其如实
填写自查自纠表，认真梳理反映问题，
摸排问题线索。建立问题台账，实施
重点突破，扎实推进专项行动往实里
做、往深里抓。

认真核查，全面治理。做好清产
核资“回头看”，摸清社区资产底数；畅
通信息渠道，从严从快打击“村霸”行
为，注重源头防范，加大矛盾纠纷摸排
化解。

“下一步，将充分发挥社区党总支、
党支部的领导作用，以党建引领提升乡
村振兴工作执行力，开创乡村振兴工作
新局面。”该镇党委负责人说。

（樊庆伟）

扫右侧二维码，关注洛阳快闻公众号，了解基层之声 宜阳县樊村镇以“发展好、品牌亮、特色鲜”为目标，
谋划出“1+2+3+N”发展战略，确定“一红五绿”发展定
位，即红色党建、绿色产业、绿色生态、绿色乡风、绿色生
活、绿色文化，坚持创新引领、实干担当，打造示范性集
镇，叫响“宜阳不一样，樊村不平凡”品牌。

樊村镇在发展以黄河同力绿色新材料产业园、风电
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的同时，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涵
养以草莓、食用菌采摘和种树植绿为主的绿色生态，大力
构建以草莓产业为代表的生态观光农业格局。去年，该镇
投入58.61万元，在樊村村新建总面积6000平方米的草
莓大棚12座，当年10月投入使用，亩产超过1000公斤。

樊村镇麒涵草莓园今年9月中旬栽植草莓苗，目前
已陆续开花挂果，明年元旦前即可开园集中上市，采摘将
一直持续到明年4月。该草莓园目前由种植户承包，每
年可为樊村村集体经济增加固定收入4.9万元，同时，还
为村里提供长期就业岗位18个，让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
获得稳定收入。

为推动草莓产业健康稳定发展，增强种植户信心，镇
党委、镇政府领导经常深入采摘园，帮助解决种植、销售
等环节中遇到的难题。 （高惠一 冯荣国）

伊洛街道：

从坚持“第一议题”到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伊洛街道认真践行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和省、市、区党代会精神，精准发力，
攻坚破题，以“三解决”为抓手，强优势、
补短板，建强基层战斗堡垒。

“为什么，怎么干”解决思想问题。
坚持“第一议题”制度，牢牢把握十九
届六中全会核心要义，贯穿党工委中
心理论组研讨式学，利用党员活动日
渗透式学，在机关开展党史“天天学、
周周讲、月月测”活动沉浸式学，把握
学习的广度、深度及精准度，筑牢思想
之基。

“为了谁，怎么办”解决阵地问题。
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实现服务空间

最大化，新近打造党群服务中心近1000
平方米；结合城市社区和村改居社区各
自特点，做到功能室设置与社区实际相
匹配，西寺庄社区着重开办“四点半学
校”，华夏社区率先构建智慧化平台。

“缺什么，补什么”解决本领问题。
组织党组织书记参加乡村振兴专题培
训，增强为民服务能力。坚持“差异发
展、优势互补”的县域发展思路。“网红打
卡地”许庄社区依托区位优势，大力开发
以种植、采摘体验为主，集休闲、娱乐于
一体的农村旅游项目——乡村一日游，
奏响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最强音。

（乔亚飞 李博）

重庆路街道纪工委：

监督服务两手抓 疫苗接种我护航
连日来，涧西区重庆路街道纪检

监察干部的身影持续活跃在疫苗接种
服务一线。

为确保将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抓实
抓细抓落地，特别是顺利推进疫苗接
种工作，重庆路街道纪工委立足职能职
责，成立疫苗接种工作专项督查组，严
当“监督员”，通过现场查看、查阅材料、
询问交流等方式，全方位检查各社区是
否采取有力措施落实接种工作，是否对
应接未接人员全面摸底，是否按照“包
楼扫栋”要求走访动员、宣传动员，是否
落实疫苗接种点扫码登记、戴好口罩、
体温测量、1 米线设置、场地消杀要求，

针对督查发现的问题，迅速进行通报，
督促整改落实。

同时，重庆路街道纪工委成立志愿
服务队，做好“服务员”，下沉社区摸底排
查“禁忌症”“暂缓接种”等特殊人群情
况，入户向符合疫苗接种条件未接种和
即将接种“加强针”人员讲政策、作动员，
下沉学校、幼儿园摸排 3～11 岁人群底
数，积极引导无禁忌症人群应接尽接。

重庆路街道纪工委负责人表示，将
持续盯紧新冠疫苗接种各个环节，强化
监督检查，拉紧责任链条，不断巩固和拓
展疫情防控成果，以铁的纪律助力构筑
全民免疫屏障。 （宋晓瑾）

“感谢党委、政府的关心，感谢党的好政策，相信我
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近日，拿到土地流转金的曲墙村
群众喜笑颜开。

自“三清两建”工作开展以来，新安县仓头镇曲墙村
工作组累计走访71户，接待来访群众52人，收集各类问
题线索36条，建立台账并逐一核实。在接到群众反映光
伏地租超期半年未付的线索后，工作组第一时间向镇党
委、镇政府报告。仓头镇迅速行动，由镇“三清两建”工作
组副组长李向前牵头协调相关企业，办理支付手续。仅
两天时间，涉及50余户共计105500元的土地流转金就
支付到位，受到群众好评。

该镇制订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成立21个专项工作
组，挂图作战，全面推动乡村治理。截至目前，全镇累计
排查各类矛盾线索316条，收回土地367亩，拆除违建13
处约 2000 平方米，清理欠款和收回资金共计 86.55 万
元。镇纪委和镇派出所同步发力，对各类“村霸”线索进
行核实，目前已拘留1人。

在引导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方面，该镇政策宣传
到位，措施果断有力，工作成效明显。该镇将优化、细化
工作方案，落实落细“三清两建”工作，保障群众权益，以
高水平的乡村治理为乡村振兴夯实基础。（王纬地）

仓头镇：

“三清两建”强基础 乡村治理谱新篇

樊村镇：

“一红五绿”绘乡村新景

11 月 20 日，全新文化剧情舞蹈节目
《舞千年》在河南卫视播出，隋唐洛阳城天
堂明堂景点再次出镜，金碧辉煌的明堂大
殿为节目营造出沉浸式氛围，引得观众连
连赞叹。

《舞千年》是河南卫视和哔哩哔哩联
合打造的文化剧情舞蹈节目，以舞蹈讲述
中国故事。荐舞官化身历史人物，穿越回
中国历史上四大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盛世，
只为找寻古今最美乐舞，载入舞籍《十二
风舞志》，共论中国舞蹈之美。

在《舞千年》第三期节目中，5位荐舞
官穿越到了盛唐，化身狄仁杰、姚崇、上
官婉儿、李元芳和太平公主，在1300多年
前的明堂共贺武皇圣寿之喜。太平公主和
上官婉儿共同为武皇献舞，伴随着时而悠
扬、时而轻快的乐曲声，二人联袂起舞，

《盛世双姝》在明堂大殿上演。（如图）
“舞台好漂亮！”“金碧辉煌!”……网友

纷纷发弹幕，赞叹实景之美，舞蹈融入明
堂二层的实景氛围之中，让观众更有身临

其境的感觉。短短3分钟的节目，让观众
仿佛穿越到盛唐画卷之中，与女皇同赏乐
舞、共享盛宴。

据悉，这已经不是隋唐洛阳城天堂明
堂景点第一次在表演类节目中亮相了。此
前，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元宵奇妙夜》

《中秋奇妙游》等节目均在明堂二层实景
拍摄，所营造出的视觉效果圈粉无数。

明堂于公元688年建成，它是一代女
皇武则天祭祀天地、宴飨群臣、举行神宫大
乐舞的朝堂所在。《舞千年》和河南卫视

“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在隋唐洛阳城天堂
明堂景点上演，均展示了辉煌灿烂的中华
传统文化之美，拥有千年文化底蕴的明堂
和具有文化调性的节目结合，相得益彰。

据悉，自11月21日起，隋唐洛阳城天
堂明堂景点已恢复日常演出，每天有多场
演出在明堂二层上演，快来沉浸式感受古
都洛阳的盛唐魅力吧！

本报记者 李冰 见习记者 吕百营
通讯员 张娴

“再过段时间，俺赵老屯更美哩！”昨日，在宜阳
县香鹿山镇赵老屯村游客服务中心广场上，几位晒
暖的老人激动地向前来参观的游客预告。

从洛龙区开元湖畔驱车至赵老屯村，车程约40
分钟。老屋、老树、老宅院，阳光、竹林、花间客……
虽是冬季，仍然可见部分游人徜徉在赵老屯村的老
街，拉一拉架子车，荡一荡秋千，或拾级而上登上醉
香亭，一览多彩的田园画卷，沉浸式的乡村游体验令
游人流连忘返。

赵老屯村坐落在宜阳县城北香鹿山上的丘陵沟
壑之间。以前村民只能靠种几亩田糊口，如今乡村
振兴的春风从山外吹到了赵老屯，村里围绕“特色种
植业、乡村休闲游、人居好环境、村集体经济”下足绣
花功夫，带领村民致富。

作为全国文明村、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3A
级乡村旅游景区，近年来，赵老屯村大力开展美丽
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打造“小青砖、黄土墙、
半坡顶、砖木门”的传统豫西民居建筑风格，让昔
日“空心村”变成“网红村”。家家开起餐饮小店，处
处弥漫迷迭香气，景美了，村火了，村民腰包鼓了，幸
福感更足了。

“为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目前赵老屯民俗村正
在进行二期规划建设，将发展18种新的文旅业态，
预计明年春节建成开放。”赵老屯村党支部书记张公
伟说，赵老屯村抢抓时机，利用淡季进行改造提升，
计划引进卡丁车、观光小火车、真人 CS 等游乐设
施，建滑雪场、特色民宿、环湖乐道、水上游乐园等，
推出果品采摘等体验式项目，还将开展农学体验、迷
迭香研学课程等。

绘山绘水绘村绘美好家园，屯香屯绿屯文屯
幸福生活。站在山坡上俯瞰赵老屯村全貌，一汪
碧水涓涓而流，建设中的梅、兰、竹、菊四个主题
中式庭院靓姿初显……不久后，崭新的赵老屯村
将和游客见面，村民们越来越红火的日子也将加
速照进现实。

本报记者 李冰 见习记者 谢娜娜 通讯员 张
珂 文/图

近日，经过改造提升的瀍河区铜驼
暮雨片区，小区美观整洁、环境优美，养
老服务和休闲健身设施配备齐全。

该片区涉及东城水郡A区、东城水
郡B区等多个小区869户居民。改造提
升工程结合周边浓厚的历史、人文氛围
进行组团连片改造，通过对小区内道
路、绿化进行提升，以及施划停车位，
增添休闲健身设施，安装智能门禁和
安保设备，建设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邻
里中心等，进一步丰富小区活动空间，
完善小区居住条件，让老旧小区变成兼
具信息化、智能化、便利化，环境优美的
现代化社区，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记者 鲁博 通讯员 王少峰 摄

老旧小区“变身”有颜值有内涵

越来越美的赵老屯古都洛阳实景再现盛唐气象
文化剧情舞蹈节目《舞千年》播出，舞蹈《盛世双姝》绚丽舞台引赞叹

扫码观看《盛世双姝》

老屋老院

（（视频截图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