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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项目公示

洛阳诚助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申请办理旭升村五期棚户区改造安置房项目

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根据国家城乡规划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现将有关事宜公示如下:

一、项目建设单位：洛阳诚助商业综合

体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二、项目概况：该项目位于瀍河回族区，

选址范围东至桂园路，西至夹马营路，南至

用地界，北至华林北路。建设用地面积约

68. 99亩。2022年5月10日，瀍河回族区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同意该工程项目建议书

（瀍发改审批〔2022〕13号）。

三、用地性质：二类居住用地

四、公示时间：自登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

五、监督电话：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63987709

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
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群众的凝聚力、向
心力、战斗力，促使党员干部在“五星”
支部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乡
村振兴等工作中砥砺前行、争创一流，
近日，定鼎门街道聂湾社区党支部组
织全体党员到抱犊寨红色革命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开展“瞻仰革命老区，追寻
红色记忆”主题党日廉政教育活动。

在攻寨指挥部旧址，大家参观了攻
寨部队的指挥场所、战场沙盘，了解了抱

犊寨易守难攻的作战环境和解放军战士
们艰苦朴素、英勇无畏的战斗、生活作
风；在解放抱犊寨陈列馆，大家详细了解
了三次攻寨战斗的详细过程，参观了枪
械、军刀、电台等一系列陈列品，纷纷被
靳凤彩、李锦福等革命先烈的光荣事迹
感动。参观结束后，大家又到抱犊寨旧
址，感受并体会解放军攻寨战斗的顽强
与不易。

回到解放抱犊寨纪念碑广场，大家深
切缅怀先烈，向纪念碑三鞠躬。在纪念碑

前，党员们又一次重温了入党誓词。
此次抱犊寨红色教育活动使党员

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史教育和革命
传统教育。大家表示，一定要继承和发
扬老一辈革命家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
革命精神，严守底线、不踩红线、慎独慎
微、慎言慎行，不忘初心，努力工作，充
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更坚定
的理想信念、更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到
聂湾社区的振兴工作中去。

（贾照亮）

定鼎门街道聂湾社区：

追寻红色记忆 砥砺奋斗精神

在伊滨
无奋斗，不青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一代有

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

民族就有希望”。

在伊滨，就有这样一大批青年，他

们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

民族的事业中，投身河洛同奋进的时代

大潮中，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

开拓者，书写着无愧于时代的青春之歌

和精彩人生。

在偏远乡村，他们与村民共奔富

裕；在城市建设一线，他们挥汗如雨；在

抗疫一线，他们与病毒生死较量；在基

层派出所，他们敢于亮剑打击罪恶……

在伊滨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上，越来越

多的青年立足岗位书写奋斗故事，与伊

滨同发展共成长，也收获了奋斗馈赠给

他们的幸福。

村和社区是基层治理的基础。为激励
基层干部担当作为，伊滨区积极探索村

（社区）干部队伍薪酬制度改革，按照“基
本报酬+业绩考核报酬+学历补贴+奖励
性报酬”的创新模式进行调整，业绩考核
报酬比例提升至40%，工作表现优秀的党
支部书记每月工作报酬最高可达万元，有
效激发了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

诸葛镇下徐马社区的郑俊飞，于2019
年10月底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一头扎进
了农田里。“皮肤晒得黝黑，爱在田间地头
转悠”是下徐马社区多数居民对郑俊飞的

印象。为带领村民发展软籽石榴种植产
业，郑俊飞带头询专家、走地头，他的脸晒
黑了，种植园的石榴红了。经过3年种植运
营，该社区目前已发展突尼斯软籽石榴
750余亩，今年中秋节前后，软籽石榴将进
入盛果期，预计亩均收入在3万元以上。

去年以来，伊滨区深入落实市委乡村
振兴“151”工作举措，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郑俊飞一面深入环境整治施工一
线，带头开展清脏、治乱行动；一面挨家挨
户与群众沟通，号召大家一起行动改善村
容户貌。目前，全社区改厕、污水管网改造、

村道“白变黑”、村庄绿化等任务全面完成。
为有效激活城乡基层治理的“红色引

擎”，伊滨区积极落实省市“五星”支部创
建部署，指导各镇对所辖社区“过筛子”，
梳理各社区具备的“星级”水平，指导社区
做好摸底排查、自评认定等工作，明确各
基层支部创建方向。在摸底梳理中，下徐
马社区被列为拟创建“三星”支部对象，这
让郑俊飞感到肩上的担子还很重：“一个
支部就是一座堡垒！我们这座堡垒还不够
强，离上级要求和群众期盼还有很大差
距，还需要继续努力奋斗！”

激励基层干部担当作为1

今年以来，伊滨区以“能力作风建设
年”活动为抓手，聚焦“提升五种能力、锻
造四种作风”，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能力大
提升、作风大转变，为建设伊滨科技城提
供坚强保障。

该区市政绿化环卫中心绿化科的仝
尧，前不久刚过完34岁生日，又获得了一
份迟到但令人歆羡的生日礼物——6月16
日晚，在洛阳广播电视台一号演播厅现场
直播的第四届“最美安全员”颁奖晚会上，
仝尧光荣入选，成为本届洛阳50位“最美
安全员”之一。

这个荣誉，对仝尧来说是实至名归。
自 2019 年年末入职以来，他从没有休过

一个完整的节假日，更有数次一周内连续
三四次加班到凌晨两三点的经历，被大家
称为“工作狂”。

谈起自己的工作，仝尧表示，绿化工
作长期冲在一线，又苦又累，每逢极端天
气都要面临晒伤中暑、挨饿受冻的考验，
但是绿化工作者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城市
的美容师”，生态伊滨的塑造有数千绿化
人在不计回报地付出，自己这点苦和累又
算得上什么呢？

26岁的张柳杨，是伊滨区城市管理局
的执法队员，年初被抽调至诸葛镇某疫情防
控隔离点。他和同事段亚峰、韩洁清、侯淑敏
主要负责隔离人员一日三餐、物资送达、垃

圾清理、被褥更换、房间清洁消毒等工作。
从1月5日至今，除中间短暂休整11

天外，张柳杨和同事们已累计在隔离点工
作150多天，服务隔离人员730人。自进入
高温天气以来，张柳杨和同事们穿上防护
服不到5分钟就全身湿透。由于隔离点没
有电梯，他们每天都要穿着密不透风的防
护服上下4楼，每顿饭都需要3个人爬上爬
下3趟，全靠手提运送，将300多斤食物及
生活物资送到每个隔离房间的门口。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95后’
也能像先辈们一样不怕苦、不怕累，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张柳杨表示，牺牲
都是值得的，他无怨无悔。

引导青年群体激情工作2

今年以来，伊滨区公安分局以“能力作
风建设年”活动为契机，全面落实“严高快
实”局训，以硬朗作风夯实工作基础，为伊
滨科技城建设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1月20日，伊滨公安分局接到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移交的“王某山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案件后，迅速安排治安管理
大队和李村派出所立案侦查。在调查期
间，民警多次联系王某山前来交代问题直
至上门传唤，王某山始终推三阻四、拒不
配合、从不露面。随后民警将王某山“上网
追逃”，并于4月29日将其抓获归案。6月
1日，公安分局联合区人社局将追回的劳
动报酬向5名劳动者按比例发放，获得群
众高度称赞。

1996年出生的张北辰是个身材高大
的帅小伙，去年9月进入李村镇派出所，成
为一名基层民警。自参加工作以来，张北辰
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认真研读相关法律法
规和经典案例，迅速成长，先后侦办了非法
经营烟草案、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境外开
设赌场案、袭警案等各类行政案件 20 余
起、刑事案件10余起。

“在基层一线工作，可以经风雨、受锤
炼，是人生中的宝贵财富。”张北辰表示，
作为一名青年，能够亲历伊滨的快速发
展，见证伊滨日新月异的变化，他感到非
常自豪。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奋斗是青春
最亮丽的底色。我们欣喜地看到，伊滨青
年一代有理想、能吃苦、敢担当、肯奋斗，
使伊滨的发展充满了无限希望。

（杜浩翔 高晨奇）

锻造年轻干部过硬作风3

一个个历史文化街区见证着洛阳的
城市发展，承载着市民生活记忆的点点
滴滴。如何活化利用历史文化街区资
源，为城市“血管”注入新血液，使之焕发
新活力？近日，记者对此进行采访。

“老字号”的聚集地
新业态的“培养皿”

青石 板 、红 旗 幡 、老 店 铺 、梧 桐
树……位于老城区的洛阳古城历史文
化街区保存了较为完整的古城风貌，被
评为河南省第一批历史文化街区。

街区范围包括东大街、西大街、兴
华街、南大街、北大街等。据统计，这里
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不可移动文物
点32处、历史建筑81处，保存着极具中
原民居特色的明清古建筑群，其中丽景
门、河南府文庙、钟鼓楼等都是远近闻
名的文化旅游景点。

在东、西大街上，挂着“非物质文化
遗产”“老字号”“洛阳特产”等招牌的店
铺一个挨一个，随便一家，都有着几十
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这里以河洛文
化为主题，汇聚了一批国家级、省级、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老字号”，洛阳宫
灯、洛阳水席、李占标膏药等特色非遗
文化业态在这里扎根。

老城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
街区以“留住老洛阳的底片，建好新洛阳
的客厅”为指导，在整治提升基础设施的
同时，引进了一批深受年轻游客喜爱的
新业态，不少以河洛文化、古城特色为主
题的剧本杀场馆、VR体验馆、推理馆等
相继开业。凭借着在文旅融合方面的积
极探索，洛阳古城历史文化街区相继被
评为河南省首批试点步行街、国家夜间
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河南省首批旅
游休闲街区、首批河南省示范步行街等。

唤醒老洛阳人
舌尖上的记忆

西工小街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它的
前身是吴佩孚修建的营市街，是洛阳近代
最早、最繁华的商业街。它见证了洛阳的
城市发展，这里的各类特色美食店铺是许
多老洛阳人的“舌尖记忆”。

2019年7月，西工区对西工小街的
线路、排污、消防、路面等设施进行重新

建设，按照新中式风格进行全方位改
造，给百年小街化上了“新妆容”，使之
成为网红打卡地。

西工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本着“留
下老记忆、打造新名片”的理念，在西工
小街改造过程中，小街锅贴、小街天府、
丹珍汤圆等“老字号”得以保留，马蹄街
馄饨、周三卷饼、马建国牛肉汤等“新面
孔”得以进驻。如今的西工小街，已经
是以美食为主打品牌，融合住宿、游玩、

购物、娱乐等功能的特色文旅街区。今
年4月，“西工小街”集体商标成功获得
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专供西工小街餐
饮协会成员在商事活动中使用，令西工
小街美食聚集地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城市文脉的传承者
城市记忆的保存者

涧西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集中
分布于涧西区中州西路和景华路南北

两侧，是“一五”时期我国最集中的
工业区之一，由苏联援建、带有明显
苏式建筑风格的工厂车间、职工住
宅及各种配套设施等组成，2011 年
入 选 第 三 批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名 街 ，
2021 年入选河南省第二批省级历史
文化街区。

近年来，我市持续探索文旅融合新
路径，积极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保
护修缮与开发利用并重，盘活老厂区旧
厂房，推进工业遗产博览、文化创意产
业、旅游休闲服务融合发展，让“旧”遗
产焕发“新”生机。涧西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根据街区内部的空间布局特点，
计划将建设路打造为工业遗产风情街，
引入商业、展览、传统艺术表演等业态；
将中州西路打造为苏式建筑历史风貌
街，形成苏援式街坊文化体验、名人旧
居缅怀、红色教育及新型文旅产业集聚
的特色街道；利用西苑路临街店铺建设
城市书房、咖啡厅、书店等场所，提升文
化品位，打造工业、生活、科研高度融合
的科技文化创意街。

“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文脉的传承
者、城市记忆的保存者。”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教授王云红说，在传承历史
文化的同时利用原有建筑，保留带有
居民集体记忆的老商铺，引入年轻人
喜爱的新业态，在保护中发展，对活化
城市记忆、传承城市文脉具有重要的
社会意义。

洛报融媒记者 梁笑宇 通讯员 石
智卫 文/图

历史文化街区：城市文脉的传承者

22日，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召开援沪座谈会，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凝聚前进强大动力。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援沪医疗队192名队员自
4月3日出征至5月25日凯旋，全面实现了“援沪打胜仗、
医护人员零感染、住院患者零死亡”目标，为上海疫情防控
贡献河南力量。在座谈会上，援沪医疗队代表分享援沪经
历，引发广泛共鸣。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负责人表示，该院将始终
保持开拓进取的奋斗姿态，以援沪医疗队为榜样，毫不放
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坚定不移推动医院高质量
发展，为加快建设“国内一流”高水平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不懈奋斗。 （王奇峰 谢雅敏 梁靓）

汲取榜样力量 永葆奋进姿态

■ 近日，涧西区政协组织开展“深化委员阅读 共
建书香政协”沉浸式读书分享会。区政协机关干部和
部分区政协委员首先来到中信重工焦裕禄事迹展览馆
参观，重温入党誓词、聆听焦裕禄同志生平事迹介绍。
在随后举行的读书分享会上，委员们分享了《焦裕禄的
九年洛阳岁月》一书的读书心得。 （赵硕 杨夏）

■ 21日，洛龙区美术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
会召开，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美协理事会和主席团。常
丽霞当选为第三届洛龙区美术家协会主席，郭伟、金
伟、李豪东、苏盼、宫万瑜、李冰、刘向利当选为副主席，
张凤霞任秘书长。协会聘请郭增运为名誉主席，袁利
伟为顾问。 （余子愚 张俊望）

23日，洛龙区安乐镇联合应急管理部门在辖区牡丹宫
仓库举行消防安全应急演练，增强商户及群众的安全意识
和应急处置能力。

洛报融媒记者 张光辉 通讯员 张俊望 张铁生 摄

消防演练 防患未然

洛阳古城历史文化街区洛阳古城历史文化街区

西工小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