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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开展工业项目建设百日攻坚行动
为充分发挥工业项目建设对扩投
资、
稳增长、
调结构的带动作用，
实现工业
经济平稳运行，我市从 3 月至 6 月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工业项目建设百日攻坚行动。
根据《洛阳市 2018 年工业项目建设
百日攻坚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百日攻坚
行动期间，
各县(市)区要对照 2017 年以来
已签约项目特别是地企合作、
牡丹文化节
签约项目落地情况，
切实加快项目前期手
续办理进度，
推动项目尽早实施。今年我
市还将组织开展两次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活动，争取新开工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135

个以上，重点抓好亿元以上计划竣工项
目，
尽快形成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市将加快产业集聚区提质转型发
展，重点推进各产业集聚区结合自身资
源、市场和产业链特点，谋划实施一批重
大提质转型项目。加快推进伊滨区高端
装备制造、高新区新能源产城融合、高新
区智能制造产业基地、洛龙区大数据、高
新区军民融合、
瀍河区轨道交通装备等六
大新兴产业园区的规划、招商和建设工
作，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尽快落地实
施一批龙头项目，
引导产业链关联项目集

产品品质卓越

聚发展。中信重工、中国一拖等 15 家提
质倍增行动试点企业要以百日攻坚行动
为契机，
抓开工、
促投资，
加快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
为实现提质倍增打牢基础。
为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我市将
成立百日攻坚督导组，在百日攻坚行动
期间每月月初对各县(市)区上月项目建
设进度进行一次督导检查，重点督导工
业项目的落地情况、建设进度、工作成效
和存在的问题等，并进行一月一排序、一
月一通报。
（据《洛阳日报》
）

深得用户信赖

在全市粮食总产量保持在 40 亿斤
以上的基础上，实施高效种养业转型行
动计划，继续压减调优旱地玉米，发展优
质强筋小麦 20.6 万亩、优质花生 12 万
亩、绿色杂粮 120 万亩。稳定蔬菜面积
100 万亩，新发展水果 2 万亩、中药材 1 万
亩。推进富硒农业发展，绘制硒等有益
元素资源分布图，打造 10 个富硒农产品
生产示范园。

今年洛阳将建成
30 个城市书房
市中心图书馆和市非遗馆力
争建成投用，建成 30 个城市书房，
实 施 400 场“ 百 场 公 益 性 文 化 演
出”，今年我市将继续推进文化惠
民工作，
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
●公共文化设施
今年，我市将加快推进市中心
图书馆和市非遗馆建设，力争建成
投用，加快建设偃师市文博中心，
完成孟津县、伊川县、栾川县文化
中心和瀍河区“两馆”建设。年底
前建成 30 个城市书房，打造“15 分
钟阅读文化圈”
。

我市将实施 400 场“百场公益
性文化演出”，坚持每月为每个行
政村(社区)放映 1 场公益电影，全年
放映惠农民工电影 350 场，全年举
行“中原文化大舞台”公益电影进
校园活动 300 场。

我市将开展第五批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评选认定
工作，利用传统节日等，组织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举办“河
洛欢歌·广场文化月”非遗专场、河
洛大鼓曲艺节、
“2018 丝路中国·洛
阳第二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
等活动。
●文化消费

颁奖现场
连续六年获此殊荣，与中国一拖多
年在农机领域的努力密不可分。作为中
国农机现代化的“长子”，历经 60 余年发
展，中国一拖已累计向社会提供了 350

万台拖拉机和 400 万台动力机械，为我
国的“三农”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东方
红品牌已成为农机行业首屈一指的民族
品牌，东方红动力换挡拖拉机已成为中
国拖拉机市场升级换代的首选产品。

今年新培育 11 个沟域经济示范区

●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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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展示展演

农业聚焦
“产业兴旺”，
明确今年
“钱袋子”
“菜篮子”
“粮袋子”重点工程

日前召开的 2018 年全市农业工作
会议明确了一系列事关群众“钱袋子”
“菜篮子”
“ 粮袋子”的重点工程，强调要
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效益优先，在
聚焦“产业兴旺”上下功夫，努力推动农
业高质量发展。

君

●公益性文化大餐

中国一拖荣获
“金口碑奖”两项大奖
本报讯 （记者 宋贤敏 通讯员 刘庆
领 文/图） 2 月 25 日，由农民日报社主办
的“2017 金口碑奖”颁奖盛典在北京隆重
举行。在第六届“金口碑奖”大型公益调
查活动中，中国一拖荣获“2017 中国用户
喜爱的农机品牌”奖，东方红-LF2204 动
力换挡拖拉机荣获“2017 中国用户喜爱
的创新产品品牌”，且获得农机品牌、创
新产品排名双第一。此外，这也是中国
一拖连续六年获得
“金口碑奖”
。
“金口碑奖”是目前中国农机领域有
较大影响力的大奖之一，由农民日报社、
牛轰轰网联合主办，已连续举办多年，得
到广大农民朋友的认可和农机企业的积
极参与。
“金口碑奖”
的评选不仅代表农民
对农机品牌的喜爱和真实的评价，
更是广
大网友、
农民朋友以及专家通过一张张纸
质投票和网络投票而汇聚的用户心声。
截至 2018 年 1 月 20 日，在“2017 金
口碑奖”评选中，共有 115 家企业、190 个
品牌自愿报名参与调查，共收到用户投
票 734334 份。其中纸质选票 86891 票，
网络投票数 647443 票。中国一拖凭借卓
越的产品品质以及在广大用户群众的良
好口碑，在此次参评项目中的投票均遥
遥领先，最终获得农机品牌、创新产品排
名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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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融合
在持续提升 2017 年度 12 个沟域经
济示范区的基础上，今年新培育发展 11
个沟域经济示范区，谋划 72 个项目，新
增投资 20 亿元。
●重带贫

大力实施产业扶贫，打造 100 个特
色农业示范村，扶大扶强 10 个农业产业
化集群、100 个农业龙头企业，提升带贫
效果。实施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计划，
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提高到 66%，实现重
点 培 育 的 100 家 龙 头 企 业 年 销 售 收 入
120 亿元以上。
●绿色化

以提高农产品质量为主攻方向，大

力推动“三品一标”创建，全年新认证无
公害农产品 30 个以上、绿色食品 5 家以
上、地理标志农产品 2 个以上。实施耕
地休养生息行动和化肥农药使用量零
增 长 行 动 ，确 保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率 超 过
90%。
●促改革

全面完成农村承包土地确权登记颁
证工作。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年底前完成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的行政村
超过 60%。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新
认定 30 家市级以上示范专业合作社、20
家市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提升 10 所市
级标准化农民田间学校，培训新型职业
农民 1000 人。
（据《洛阳日报》
）

今年牡丹文化节期间，我市将
举办第二届河洛文化大集，启动洛
阳文化惠民消费季，通过发放文化
惠民消费券、巩固扩大全市文化消
费联盟、举办群众文化活动、丰富
文化产品等方式，持续扩大文化消
费。
（据《洛阳晚报》
）

市疾控中心本月办理
健康证限1000人
洛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
日发出通知，本月，该中心对办理
健康证的人数限制为 1000 人，建议
市民提前到该中心进行现场预
约。市民也可到各县(市)区疾控中
心或符合条件的其他医疗机构办
理，以此减少排队等待时间。
据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自去年 4 月我市取消从业人员
预防性体检费用后，出现了市民扎
堆前来办理健康证的情况，体检人
数的骤增超过了实验室最大负荷，
为了确保体检质量，只能限制办理
健康证的人数，
进行分批办理。
该负责人提醒，办理健康证的
人员预约时须携带经营许可证复
印件或市属监管企业证明材料、用
人单位出具的本人所从事或拟从
事岗位名称的证明及法律法规明
确规定办理健康证的依据。不能
完整提供这些材料的人员，可到其
属地疾控中心或符合条件的其他
医疗机构办理健康证。
（据《洛阳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