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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郭旭光 通讯员 何燕）5日，市人大
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吴中阳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
大）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
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
习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等
省市近期重要会议精神。市人大常委会部分工委负责人围绕落
实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进行表态发言。

会议强调，要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
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人大工作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
要紧扣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综合运用立法、监督、决定等法
定职权，推动人大工作向中心聚焦、往创新拓展、为大局出力。
要突出抓好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的落实，全市人大系统要带
头贯彻落实，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人大工作各方面，进一步把
准人大在全局工作中的定位，依法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着
力强化人大工作的上下联动和创新发展，切实加强人大及其
常委会建设，推动“四个机关”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努力做到
在强化思想理论武装、推动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创造性做好
人大工作上展现新气象。要切实增强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
使命感责任感，在全面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有效解决群众反
映突出的短板问题等方面更好发挥人大作用。要持续精准高效
落实省市疫情防控要求，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
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围绕常态常备主动作为、加强监督、
发挥作用，确保市委各项疫情防控要求落到实处。

市人大常委会
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孟山 通讯员 刘栋 王偲）4日，我
市举行全市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培训会，探索公开
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发行和运用机制，有效盘活存量资
产，推动我市基础设施投融资建设高质量发展。

发行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既有利于提升权益
融资比重，助力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也有利于企业降低融资成
本，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培训会上，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
华泰证券的有关专家，就相关业务的市场开展情况、审核要点、
资产梳理、整合和项目包装要点等内容进行了细致讲解。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李新建在会上指出，要抢抓
试点机遇，充分做好申报准备，择机申报，增量资金用于滚动建
设，破解我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难题。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积
极与上级有关部门及证券交易所对接，争取政策支持。积极建
立项目库，加强项目策划、筛选、申报、发行等全过程服务。鼓励
市域内符合条件的基础设施项目资产整体打包发行公开募集基
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探索建立项目投资良性循环机制，推动我
市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加快基础设施投融资建设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涧西是焦裕禄同志曾经工作战
斗过 9 年的地方，焦裕禄精神是涧西
重要的传家宝，也是每一名党员干
部的指路明灯。”涧西区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副区长潘文武表示，该区
要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抢抓风口
产业，打造“千亿强区、首创之区、品
质涧西”。

要以焦裕禄精神为本，追根溯源
凝共识。要深刻领会焦裕禄精神的实
质和内涵，学习焦裕禄勤于钻研思考、
善于攻坚克难、甘于无私奉献的精神，
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要以焦裕禄精神为魂，砥砺奋进
守初心。树牢政治忠诚，继承和发扬
焦裕禄忠于党、忠于信仰、忠于事业的
优秀品格，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
钙、把稳思想之舵。厚植人民情怀，始
终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真
正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坚守清廉
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真正
做到正心明道、廉洁用权。

要以焦裕禄精神为要，齐心协力
谋发展。作为焦裕禄精神孕育形成
地，涧西区将持续传承红色工业文化
基因，把焦裕禄精神转化为建设“千

亿强区、首创之区、品质涧西”的强大
动力。

下一步，涧西区将抓好城市提质，
学习焦裕禄同志对群众的那股亲劲，
以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统领城市提
质，抓好“两建设三改造”和公共服务
进社区，有效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短
板问题。抢抓风口产业，学习焦裕禄
同志抓工作的那股韧劲，聚焦涧西作
为风口产业主战场目标定位，落实产
业发展“136”工作举措，实施“25425”
专项行动计划，瞄准氢能汽车、智能机
器人及其关联产业方向，尽快把涧西

打造成为“研发实力突出、产业链条完
整、应用场景丰富”的“中国氢城”。实
施资本战略，学习焦裕禄同志干事业
的那股拼劲，着力培育多层次资本市
场，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支持风口产业
发展，组建高新区战略投资委员会，建
立政府、专家、市场共同参与的投资项
目论证和决策机制，为打造千亿强区
提供强有力的资本支撑。

洛报融媒记者 孙小蕊

弘扬焦裕禄精神 打造千亿强区新涧西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孙小蕊）
5 日，我市召开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
座谈会，重温焦裕禄感人事迹，深入交
流学习体会，持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
教育成果，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在全市营造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
的浓厚氛围，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王飞参加会议并讲话。

座谈会上，涧西区委宣传部相关
负责人、曾与焦裕禄工作过的老同事、
中信重工工人和干部代表、来自洛阳

高校和市委党校的教师、基层干部
等纷纷发言，畅谈学习焦裕禄精神
的心得体会，并就如何传承弘扬焦
裕禄精神进行交流讨论。大家一致
认为，要始终以焦裕禄精神为标杆，
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
责、心中有戒，争当焦裕禄式的好党
员、好干部。

王飞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把学
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项永恒课题
和长期任务，纳入党史学习教育常态
化长效化内容，纳入“能力作风建设

年”活动重要内容，增强党员干部在
新时代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的责任
感使命感，切实做到深学、细照、笃
行。要挖掘洛阳独特资源，不断丰富
焦裕禄精神“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
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深刻
内涵和时代价值，为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提供理论支
撑。要形成工作合力，打造“焦裕禄
精神孕育形成在洛矿”教育品牌。要
在深入研究阐释方面下功夫，引导广
大专家学者全面系统挖掘、整理焦裕

禄精神在洛阳孕育形成的轨迹，拓展
研究内容和成果；要在宣传阵地建设
运用上下功夫，不断提升中信重工焦
裕禄事迹展览馆的展陈水平和质量；
要在加强对外宣传方面下功夫，推出
符合互联网传播规律、深受青年喜爱
的融媒体作品，提升“焦裕禄精神孕
育形成在洛矿”的影响力，引导全市
党员干部从焦裕禄精神中汲取奋进
力量，不断推动洛阳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不断丰富焦裕禄精神深刻内涵 凝聚推动洛阳发展强大正能量

——涧西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区长潘文武谈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李三旺
通讯员 徐云峰）截至8月5日，十二届
市委第二轮巡察 8 个巡察组全部完成
对7个市直单位、14个县区的进驻。至
此，十二届市委第二轮巡察全面展开。

经市委批准，本轮巡察围绕“乡村
振兴”主题，对市农业农村局、市乡村振
兴局、市财政局、市林业局、市水利局等

5个市直单位党组织开展巡察，并分别
延伸巡察1个重点乡镇；对新安、伊川、
宜阳、汝阳、洛宁、嵩县、涧西、西工、老
城、瀍河、洛龙、偃师、孟津、伊滨等 14
个县区乡村振兴工作开展专项巡察。
围绕“防灾减灾救灾”主题，对市应急
管理局、市城市管理局开展专项巡察，
延伸了解林业、水利等减灾委员会成

员单位。
本轮巡察时间 45 天左右，其间设

置专门值班电话和专用邮政信箱等，主
要受理反映被巡察单位领导班子及其
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
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
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
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

律、生活纪律及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保密工作责任制不到位等方面的举
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
的信访问题，将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
理的原则，转交有关部门和单位处理。
各巡察组受理信访的时间为工作日 8
时 30 分至 12 时，15 时至 18 时 30 分，
截止时间为9月20日。

十二届市委第二轮巡察完成进驻

市委巡察组联系方式一览表
市委第一巡察组
组 长：温向前
副组长：冯永仁

朱红全
郑 勇

（不驻组）
闫 岩
(不驻组)

市委第二巡察组
组 长：杨 鹏
副组长：李西萍

刘同聚
郑 勇

（不驻组）
酒敬波

（不驻组）

市委第三巡察组
组 长：杨光灿
副组长：侯作领

闫 岩
（不驻组）

市委第四巡察组
组 长：张松敏
副组长：孟江涛

王飞云
张 宁
郑 勇

（不驻组）
酒敬波

（不驻组）

市委第五巡察组
组 长：郝 爽
副组长：宋正国

姚天东

市农业农村局

市乡村振兴局

市应急管理局

市城市管理局

市财政局

市林业局

市水利局

涧西区
乡村振兴工作

西工区
乡村振兴工作

老城区
乡村振兴工作

邮政信箱：河南省洛阳市A161号专用邮政信箱

值班手机（可接收短信）：17719220608

电子邮箱：lyswxczxf@163.com

邮政信箱：河南省洛阳市A162号专用邮政信箱

值班手机（可接收短信）：17395952319

电子邮箱：lyswxcz01@126.com

邮政信箱：河南省洛阳市A163号专用邮政信箱

值班手机（可接收短信）：18037983873

电子邮箱：lyxc202202@163.com

邮政信箱：河南省洛阳市A163号专用邮政信箱

值班手机（可接收短信）：18037983873

电子邮箱：lyxc202202@163.com

邮政信箱：河南省洛阳市A164号专用邮政信箱

值班手机（可接收短信）：17719227622

电子邮箱：lydsxcz03@163.com

邮政信箱：河南省洛阳市A165号专用邮政信箱

值班手机（可接收短信）：18037350837

电子邮箱：xc18037350837@163.com

邮政信箱：河南省洛阳市A166号专用邮政信箱

值班手机（可接收短信）：18039565926

电子邮箱：18039565926@163.com

邮政信箱：河南省洛阳市A167号专用邮政信箱

值班手机（可接收短信）：15194557734

电子邮箱：15194557734@163.com

邮政信箱：河南省洛阳市A168号专用邮政信箱

值班手机（可接收短信）：13271506706

电子邮箱：lyswdeldwz@163.com

邮政信箱：河南省洛阳市A169号专用邮政信箱

值班手机（可接收短信）：18211981933

电子邮箱：swdwxcz123123@163.com

市委第五巡察组
组 长：郝 爽
副组长：宋正国

姚天东

市委第六巡察组
组 长：席建强
副组长：范静鸽

市委第七巡察组
组 长：张俊武
副组长：陈念鹏

柴江涛

市委第八巡察组
组 长：侯运通
副组长：陈帅武

晋小雁

瀍河区
乡村振兴工作

洛龙区
乡村振兴工作

伊滨区
乡村振兴工作

洛宁县
乡村振兴工作

汝阳县
乡村振兴工作

嵩县
乡村振兴工作

新安县
乡村振兴工作

伊川县
乡村振兴工作

宜阳县
乡村振兴工作

偃师区
乡村振兴工作

孟津区
乡村振兴工作

邮政信箱：河南省洛阳市A170号专用邮政信箱

值班手机（可接收短信）：16637961653

电子邮箱：Lzxxcchz@163.com

邮政信箱：河南省洛阳市A171号专用邮政信箱

值班手机（可接收短信）：13213607760

电子邮箱：llqzxxc@163.com

邮政信箱：河南省洛阳市A172号专用邮政信箱

值班手机（可接收短信）：18637962312

电子邮箱：zxxcyb@163.com

邮政信箱：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A173号专用邮政信箱

值班手机（可接收短信）：17719278850

电子邮箱：lyswxcz6@163.com

邮政信箱：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A174号专用邮政信箱

值班手机（可接收短信）：18303795627

电子邮箱：xczxryxcz@163.com

邮政信箱：河南省洛阳市嵩县A175号专用邮政信箱

值班手机（可接收短信）：17838480995

电子邮箱：xczxsxxcz@163.com

邮政信箱：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A176号专用邮政信箱

值班手机（可接收短信）：18837901539

电子邮箱：xczxdbz@163.com

邮政信箱：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A177号专用邮政信箱

值班手机（可接收短信）：13838838900

电子邮箱：xczxdbz@163.com

邮政信箱：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A178号专用邮政信箱

值班手机（可接收短信）：18736300018

电子邮箱：xczxdbz@163.com

邮政信箱：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A179号专用邮政信箱

值班手机（可接收短信）：15517962789

电子邮箱：xczxdbz@163.com

邮政信箱：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A180号专用邮政信箱

值班手机（可接收短信）：15896637067

电子邮箱：xczxdbz@163.com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李迎博 实习生 丁博 通讯员 张
会娟）5日，洛阳市首届预制菜交流大会开幕。

本届预制菜交流大会是全省“中原美食荟”餐饮促消费系列
活动之一，由河南省商务厅、洛阳市政府、河南省餐饮与饭店行
业协会指导，洛阳市商务局主办，邀请了国内100余家预制菜企
业，展出1000多个预制菜品种，组织各类商超、便利店及餐饮
企业1000余家参会采购，通过加强预制菜企业和餐饮企业的
对接交流，引导预制菜进入餐饮企业供应链，进一步降低餐饮企
业经营成本，推动餐饮企业提质增效。

本届大会在西工区人民东路1号（原新亚洲商场）举办，现
场设置有三大展区。其中，设备用品区主要展示厨房设备类、餐
具类、厨具灶具类、酒店家具类等用品，食材原料区展示预制菜
类、鲜肉类、冻肉类、水产海鲜类、熟食类、辣味腌肉类、火锅食材
类、粮油类、调味类等展品，供应链配套区展示生鲜电商、冷链配
送、AI智能化等领域产品，市民可免费进场参观试吃。

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张新亮参加开幕式。

洛阳市首届预制菜
交流大会开幕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李三旺）5 日下午，市长徐衣显
与来洛洽谈对接的中国昊华化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胡冬晨等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围绕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扩大地企
合作成果进行深入洽谈交流，达成一致共识。

徐衣显对胡冬晨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昊华化工集团长期
以来关心支持洛阳发展表示感谢。他说，洛阳市积极抢抓构建
新发展格局、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机遇，聚焦“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坚
定不移走以创新引领发展之路，突出项目为王，抢抓产业风口，
发展态势稳中向好，市场前景广，未来潜力大。中国昊华化工集
团是大型国有企业，主导产业突出、创新优势明显、综合实力雄
厚、发展势头良好，与洛阳有着坚实的合作基础，更为广阔的合
作空间。希望中国昊华化工集团将自身优势与洛阳产业发展紧
密结合，继续大力支持黎明院、昊华气体等在洛企业做大做强，
推动在洛投资项目及早见效，围绕延链补链强链、培育产业集
群，前瞻谋划未来发展，持续拓宽投资领域，有效扩大优质增量，
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做好地企合作大文章，开启互利共赢新篇
章。洛阳市将持续深化“万人助万企”活动，对企业反映问题明
确专班负责，研究专项机制，实施清单管理，现场督导协调，限期
解决办理，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放心投
资、舒心经营、安心发展。

胡冬晨对持续深化双方合作充满信心。他说，洛阳是一片
充满机遇的投资沃土、未来可期的兴业之地，双方前期的合作基
础扎实、项目成果丰硕、未来前景看好，中国昊华化工集团将充
分发挥产业、技术、人才、市场等综合优势，一如既往关注洛阳、
融入洛阳、深耕洛阳，进一步加强交流、加大投资，着力实现更深
层次、更广领域的务实合作，为洛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
大贡献。

魏险峰参加会谈。

徐衣显与中国昊华化工集团
董事长胡冬晨举行工作会谈

（上接01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
绝对领导，严格履行四项责任，主要负
责同志务必做到“三个带头”“三个亲
自”，抓好思想教育，加强网络管理，坚
决把牢意识形态关口。三要做到守正
创新，夯实基层基础。坚持意识形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基本定位，抓好理念创
新、手段创新、方法创新，把意识形态工
作与基层治理、文明创建、风险防范等
统筹起来，增强意识形态工作凝聚力、

引领力。四要消除风险隐患，打造民生
福祉。坚持人民至上，聚焦“一老一小
一青壮”，切实办好民生实事，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着力化解非法集资、
问题楼盘等突出问题，以实际行动践初
心、暖人心、赢民心。五要健全完善机
制，确保阵地安全。健全政府系统意识
形态工作机制，制订靠前指挥、信息收
集、风险评估、妥善处置等预案，加强阵
地管理，增强斗争本领，牢牢把握意识

形态工作主导权、主动权。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关于学习宣

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有关
部署精神。徐衣显强调，广大党员干
部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原
义，准确把握贯穿其中的系统思维、
辩证思维、底线思维，不断增强“干”
的定力、“会”的本领、“实”的作风，扎
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切实把学习
成果转化为推动洛阳高质量发展实

际成效。
会议听取了中央依法治国督察组

督察我市法治建设工作和法治政府建
设示范市创建实地评估情况。徐衣显
强调，要切实树牢法治思维，加快补齐
短板弱项，规范政府决策程序，营造最
优营商环境，创造更多“洛阳经验”，全
面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飞应邀参
加会议，并讲授意识形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