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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颂歌——中原回响”沿黄实地探访活动第 站 洛 阳

秋 韵 河 洛 花 正 繁
本报记者 张倩 石闯 洛阳报道

还有 2121 天
（9月24日—9月26日）

开幕距 2020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三十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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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昕）9月 2日，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徐立毅在巩义市调
研“十四五”规划时强调，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
编制的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持
新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按照“西美”定位，坚定信心决心，
把“转”作为推动巩义发展的关键一
招，实现生态优先、文化引领、高质量
发展，走好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子，
努力在全市发展中挑大梁、走在前。

徐立毅实地察看了新中镇浮戏
山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项目、巩义市
科创中心泛锐研究院、G310紫荆互
通立交项目、康百万丝路文化城项
目、河南恒星科技公司等，并与巩义
市领导班子座谈。

徐立毅对巩义市各项工作取得
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当前，巩
义处于爬坡过坎、转型发展的关键阶
段。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按照

“西美”定位，坚持生态优先、文化引
领、高质量发展，坚定信心决心，勇于
自我革新、自我革命，摆脱对传统发
展路径的依赖，用好典型引领，齐心
协力做好“转”的文章，走出一条县域
经济转型升级的新路子。

徐立毅强调，做好“转”的文章，
要着力优化空间布局，聚焦县城发
展，提升县城对全域发展的承载力、
带动力，形成“大城小镇”的结构，做
好沿伊洛河发展的文章，打造有文
化、有灵气、有景观、有品质、有特点
的北方县城。着力推进生态环保，进
一步做好邙岭绿化、通道绿化和城镇
绿化，用好环境倒逼机制，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着力抓好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利用，下决心解决好历史文化资
源与周边环境不协调问题，形成历史
文化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的新局
面。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做好减消
耗、增质量的文章，大力发展科技含
量高、消耗排放少、贡献质量高的第
二产业，大力发展文旅服务等第三产
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着力提高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在盘活存量土
地、低效土地上下功夫，推动城市发
展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着
力深化改革，大力推进产业集聚区体
制机制改革、“亩均论英雄”改革、“一
网通办、最多跑一次”改革、农村宅基
地改革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
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着力增强党委政府统筹能力，在规划编
制、生态环保、公共服务建设、营商环境打造、社会治理、干部队伍
建设等方面下功夫，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
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努力创造民营经济和县域经济发
展的新辉煌。

牛卫国、吴福民、陈宏伟参加调研。

本报讯（记者 张昕）9月 1日，省委常
委、市委书记徐立毅出席 2020年国家网络
安全宣传周、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筹备工
作例会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进一步
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深化细化固化各项方
案，创新、出彩、节俭、安全承办好“一周一
节”活动。

会议传达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关

于办好网安周、电影节活动的重要指示精
神，听取了活动筹备“一办六部”工作汇报。

徐立毅指出，“一周一节”活动是今年
郑州承办的重要活动，对于展示河南和郑
州形象，提升区域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按照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指示精神，坚定信心决
心，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精心
筹备组织，确保重要活动出彩，确保参会
各方和社会各界满意，确保对经济发展有

促进，确保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徐立毅强调，要认真梳理各项活动，

精心策划重要活动，细化深化固化专项方
案，更好体现人民至上理念，确保活动高
质量举办。要认真梳理宣传报道工作，突
出线上为主，找准切入点，用好新媒体，提
高活动关注度、影响力。要认真梳理服务
保障工作，以人为本，紧盯细节，明确责
任，做好场馆、住宿、交通、接待等各项保
障。要认真梳理节俭与安全工作，坚持底

线意识，确保政治、防疫、治安、食品、交通
和网络等各方面安全，突出节俭办会，杜
绝餐饮浪费。要认真梳理城市氛围提升
工作，把筹办“一周一节”活动与文明城市
创建结合起来，着力打造整洁、有序、舒
适、愉悦的城市环境，更好彰显城市精气
神，增强市民集体荣誉感，提升城市美誉
度。要在充分梳理基础上，尽快细化固化
可操作的活动方案，尽快落实服务保障措
施，尽快落实工作责任，强化组织协调，集
中力量精力，做好各项工作，确保两个活
动圆满出彩。

牛卫国、黄卿、孙晓红、史占勇、马义中、
王万鹏等参加会议。

制造业发展持续向好 工业投资势头强劲

前7个月郑州新签约
94个过亿工业项目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柳影）昨日，记者从 1~8月工业
经济运行分析会上获悉，今年前7个月，全市新签约亿元以上工业
项目94个，总签约额984亿元，工业增速稳定回升、制造业发展持
续向好、工业投资势头强劲。

具体来看，1~7 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9%，增速较上半年和一季度分别回升 0.9个、11.2个百分点，分
别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1.3个、2个百分点，在全国9个国家中
心城市中排名第 4位，在 35个大中城市中排名第 19位，分别较
1~2月份提升3个、12个位次。

制造业发展持续向好。1~7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0.7%，增速较上半年和一季度分别回升1.3个、12.1个百分
点。六大主导产业增长1.2%，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109.7%。

工业投资势头强劲。1~7 月份，全市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19.3%，增速较一季度回升8.4个百分点，分别高于全国、全省平均
水平25.8、20个百分点，在全省18个省辖市中排名首位，其中，制
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5.5%，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7.4%。

前 7个月，全市工业招商及重大工业项目有序推进。数据显
示，1~7月份，全市新签约亿元以上工业项目94个，总签约额984
亿元，占年度目标任务的65.6%，高于时序进度7.3个百分点。其中
紫光股份智慧计算终端全球总部基地、上汽软件中心、哈工大机器
人、浪潮安全可靠生产基地、富泰华5G手机精密机构件等20余个
重大项目稳步推进，制造业招商引资工作持续保持良好势头。

徐立毅出席网安周和电影节筹备工作例会时强调

夯实责任 细化方案 精心筹备
创新出彩安全节俭办好“一周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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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篇通讯

铭记历史 砥砺奋进
——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

470余名志愿者到岗
热情迎接两大盛会

截至2019年末全省
就业人员6562万人

作为十三朝古都和中原城市群副
中心城市的洛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聚力担当，
坚持“生态保护为先，确保安澜为底，统
筹治理为要，传承文化为魂，高质量发
展为本”的思路，全力答好时代新答卷，
牡丹之城唱响黄河颂歌。

洛阳因在洛水之北而得名，是黄河流
域重要节点城市、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和隋唐大运河的中心，黄河赋予了这座城
市灵性、活力。“一五”“二五”时期，洛阳因
国家重工业战略的版图而焕发了生机。
如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
家战略的实施，让洛阳迎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洛阳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深度融入
国家战略，着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把黄河建成水清、岸
绿、景美、惠民的“文脉河”“生态河”“幸福
河”，在新时代“黄河大合唱”中谱写浓墨
重彩的洛阳华章。

让母亲河成为一条“文脉河”。围
绕“黄河文化主地标城市、隋唐洛阳城
国家历史文化公园、东方博物馆之都、
世界文化遗产创新发展、文旅融合”五

大板块，洛阳谋划了26项重点任务、60
条具体措施、81个总投资 530.65 亿元
的重点项目，积极构建文化传承创新体
系，加强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加快
推动文旅融合深度发展。

让母亲河成为一条“生态河”。去年
以来，洛阳市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
为牵引，持续推进生态环境建设“五大行
动计划”，特别是在大气污染防治、水环
境治理、国土绿化提速提质方面，一步一
个脚印，用实际行动换来了蓝天白云。

让母亲河成为一条“幸福河”。从黄
河“清四乱”，保护母亲河，到“四河三渠”
全流域治理，再到沿黄生态廊道建设、示
范河湖创建、国际湿地城市打造……洛
阳以建设黄河保护治理示范区为牵引，
大力实施新时代大保护大治理大提升治
水兴水行动，黄河洛阳段及全流域正成
为自然之美、文化之韵、民生之乐交相辉
映的幸福河。今年，洛阳高标准推进沿
黄生态廊道建设，完成沿黄绿化2800公
顷。以河湖为载体，城市游园、城市书
房、城市“乐道”滨水而建，呈现出一幅生
态宜居的动人图景。（相关报道见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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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 李铮）9月 1日，省
委、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听取2020年国家网
络安全宣传周和第29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筹备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
记王国生主持，省长尹弘出席。

会议指出，网络安全宣传周、金鸡百花
电影节涉及面广、关注度高，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条件下，办好两项重要活动要求更高更

严。要用好成功举办央视春晚郑州分会场
演出等活动的好经验，落实疫情常态化防控
措施，精心做好活动组织、安全保障、新闻宣
传等工作，把筹备工作与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和迎接全国文明城市复检结合起来，进
一步动员群众广泛参与，提高城市品质、展
示城市形象，让活动筹备过程成为提升能
力、锤炼作风的过程，成为提升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的过程，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过程。要坚持创新引领，注重突出特
色，运用新技术新媒体手段，融合好线上与
线下，统筹好节会活动与产业发展，在深化
内涵上做文章，充分展现黄河文化的深厚底
蕴、国家中心城市的时代气质、中原儿女的
出彩风貌。

穆为民、江凌、徐立毅、何金平出席会议。

省委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网络
安全宣传周、金鸡百花电影节筹备工作

王国生主持 尹弘出席

吉利黄河湿地是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日报社论

凝聚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本报记者 李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