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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宛城区坚持城乡联动，紧
紧围绕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全力做
好内河综合开发工作，稳步推进城中
村改造，为打造“宜居南阳”谱写华丽
的诗章。

今年以来，宛城区乡镇以开展“景
观街道创建活动”为载体，以开展“创
建星级小城镇活动”为抓手，对具体任
务进行明确，对工作措施进行研究。
红泥湾镇、高庙乡、汉冢乡、茶庵乡分
别晋升为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二
星级小城镇，红泥湾镇被命名为国家
级重点小城镇，金华乡成功撤乡建镇
并荣获省级卫生城市荣誉称号。

该区多方筹措资金、用于改善乡
村配套设施，开展绿化、美化、亮化、硬
化工作，对陈年垃圾、淤泥、乱堆乱放
的卫生死角进行了彻底的清除。据不
完全统计，2015 年前三季度，该区累计
投入建设资金 2.6 亿元，新修、维修道

路 7 条 16 公里，清理死角垃圾 15 余吨，
新增绿地 6000 平方米，种植各类行道
树木 1800 余棵，新装太阳能环保路灯
1600 余盏，清理占道经营 400 余次……
经过统一改造和集中整治，宛城区的
集镇和村庄环境焕然一新。

该区实施绿化、光亮、美化、太阳
能发电和花园式企业五大环境提升工
程，重点打造沿伏牛路的生态发展轴，
沿白河、溧河构建生态景观带。全面
提升绿化水平，共植树 62 万株，造林
1.1 万亩，南水北调干渠、环城高速通
道、白河生态防护林带等重点绿化造
林任务全面完成；投资 1070 万元，对辖
区内出入市口道路进行了沿线绿化及
环境提升，新增绿地面积 18 万平方米；
投资 360.7 万元高标准建设游园 6 个，
新增绿化面积 2.8 万平方米。

温凉河综合开发工程是南阳市中
心城区提升首位度、宜居度,增强承载

力、辐射力的重要工程和内河水系综
合开发的示范工程和样板工程，温凉
河综合开发工程全长 7.28 公里，其中
涉及宛城区 4 个街道 13 个社区，共建
单位 31 个，住宅小区 30 个，总征迁近
7000 户，130 万平方米，全长 6.18 公里，
占温凉河综合开发工程任务总量的
93%。

“越是任务艰巨，越要统一思想，
加强领导，统筹谋划，领导干部越是要
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冲在一线。誓要
打 好 温 凉 河 综 合 开 发 工 程 的‘ 攻 坚
战’！”在医圣祠旁的温凉河清淤工作
现场，坐镇指挥的宛城区政协副主席
刘金波说。

戮力同心治沉疴，一湾碧水绕宛
城。在不远的未来，温良河两岸将被
一条四季长青的滨水绿化带所覆盖，
天蓝水清，碧岸红花将成为温凉河新
常态。

金秋季节，硕果满枝。放
眼宛城区城乡，攻坚克难、加快
发展的场面振奋人心：南阳市
首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活力无
限，现代生态农业迅猛发展，宜
居新城建设日新月异，精神文
明创建如火如荼，民生改善工
程深入推进……

“五轮驱动”显真功，砥砺
奋进惠民生。正如宛城区委书
记刘中青所说：“加快发展稳增
长，改善民生不停歇。全区牢
固树立勇于担当、务实重干的
思想，聚焦工业、农业、城市建
设、精神文明、民生改善五个关
键点，精准发力，迎难而上，开
拓创新，为推进富民强区建设
再添新动力。”

秋风送爽，位于宛城区的南阳
新能源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景色宜
人、生机勃勃，以新能源及新能源
装备制造为特色的各家企业产销
两旺，势头正劲。

在全市产业集聚区发展蓝图
上，新能源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打响

“国家级新能源产业基地”、建设
“中原新能谷”为目标，目前已形成
了新能源、新能源装备制造和光电
印刷新材料“三新”主导产业，打造
了３个超百亿元新能源产业集群，
不但晋级全省二星级产业集聚区，
而且成为南阳市第一家省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是全市产业集聚区名
副其实的“领头雁”。

“新能源”引领高端市场。经
开区光电新材料龙头企业——乐

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强
大的研发能力和完善的质量保障
体系，企业始终站在国际印刷感光
材料技术的前沿；天力电气、鑫特
电气、中祥电子、防爆特机等新能
源装备制造企业以科技为先导，不
断形成新的研发、生产能力，在国
内外市场大显身手、风光无限。

“新能源”再添后发优势。在
经开区内，总投资 20 亿元的香港
宇阳新能源科技园、投资 6 亿元
的河南中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平
板电脑及智能终端设备生产项目
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总投资 6.8
亿元的深圳金辉实业新能源及 IT
产业园项目，目前正在抓紧办理
各项手续，计划 10 月开工建设；
总投资 12.6 亿元的南阳嘉鹏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已有两条锂电池
生产线及两条移动电源生产线竣
工投产，在建的５条生产线正在
订购设备。

“新能源”激发聚变效应。在
节约、环保的新能源产业引领下，
一大批高科技食品加工、机械制
造、生物工程企业相继入驻经开
区。仅今年 1 至 8 月份，新能源经
济技术开发区“四上”企业就实现
产值 230 亿元，同比增长 9%，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 78 亿元同比增长
20% 。按照产城融合新目标，目
前万德隆物流园、医专二附院、白
河南污水处理厂等项目已投入使
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得益
彰。

日前，经开区又传来好消息：
南阳金厦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与
印度一家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承接了印度 5000 万美元的生态屋
和相关建设项目。带着集群、创
新、智慧、绿色的“宛城制造”烙印，
新能源经济技术开发区正以前所
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为打造南阳经
济升级版提供强力支撑。

“新能源”开启经济升级版1

宛城区委书记刘中青、区长孙云飞到产业集聚区了解项目建设。

近日，宛城区委宣传部组织
的“宛城好人”评选活动正在紧锣
密鼓地进行中，经历推荐、初选、
评委会评审等程序，按照助人为
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
献、孝老敬亲五个类别，评出了
30 名“道德模范”和文明市民 165
名。这是宛城区深入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断提升公
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有
效举措之一。

弘扬核心价值观，春风化雨，
遍地开花。该区围绕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紧扣“讲文明树新风”
和“文明河南建设”主题，以弘扬
传统美德、传播中华礼仪、建设生
态文明、倡导“做文明人、办文明
事”为主要内容，制作、发布主题
鲜明、形式新颖，体现民族精神、
时代精神、群众乐见的公益广告
4000 余块，在全区城乡全面开展
宣 传 。 在 农 村 广 泛 开 展“ 好 婆
婆”、“好媳妇”、“好妯娌”评选活
动，通过群众评、群众议、群众选，
使群众学在其中，乐在其中。深
入开展道德讲堂活动，把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优秀志愿者等先进
典型请上讲台，让身边人讲身边
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弘扬社
会正能量。

培育核心价值观，多管齐下，
形式活化。该区把积极开展道德
模范推荐评选作为培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举措，让道德
模范凝聚向善力量。该区先后涌
现出“田间局长”陈增喜、“雷锋
式”城管员禹国红、脑瘫患儿的

“爱心妈妈”徐东清、30 年来传播
农村先进文化的“文化站长”胡述
显、7 年来悉心照顾瘫痪公婆的

“好媳妇”雷恒云等一大批道德模
范和先进人物，传播了道德模范
的高尚品德，引导人们见贤思齐，
形成扶正扬善的社会导向和健康
向上的正能量。

践 行 核 心 价 值 观 ，城 乡 合
唱，蔚然成风。该区把开展好学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作为践行价
值观的有力抓手，城乡合唱，部
门联动，全区“做文明人、办文明
事”蔚然成风。依托已建好的 6
个 省 市 级“ 文 明 使 者 志 愿 服 务
站”，组建党（团）员志愿服务队、
文明单位志愿服务队和社区志
愿服务队，在农村广泛开展关爱
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和
残疾人等服务，在社区广泛开展
家政、心理疏导、应急救护、医疗
保 健 、家 电 维 修 等 多 种 志 愿 服
务。同时先后开展了建设巾帼
林、清洁家园“进机关”、暑期“三
下乡”和“文明交通岗”等一系列
志愿服务活动，大力传播“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
神，提升公民道德素质，让核心
价值观深入人心。

流转林地，套种牡丹、白芍等兼具
观赏性的中药材；花开时节，搭建地锅
土灶经营农家饭菜；引种晚秋黄梨、杏
李、桃子等果树，走农游一体化的休闲
观光农业之路……宛城区黄台岗镇罗
庄村的退耕还林示范基地的种植模
式，不仅充分利用了空间，改善了生
态，还带火了乡村旅游。

近年来，宛城区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市关于“三农”工作的一系列决
策部署，以发展现代生态农业为重点，
推动转型升级，强力实施都市生态农
业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三大工程”，全区农
业农村经济稳中有进、持续向好。

加快发展都市生态农业。宛城区
高度重视特色种植业、设施园艺业、生
态休闲业的发展。该区以农民增收为
核心，加强引导服务，按照依法自愿有
偿原则，推进农村土地有序流转 13.7 万
亩；围绕城市需求，因地制宜地规划建
设了一批蔬菜、林果、花卉苗木、休闲垂

钓、“农游一体化”的特色产业园区。目
前，全区已初步形成瓦店镇豫花园、大
山农业科技园、汉冢乡生态园、金光大
道无公害水产养殖基地、茶庵乡万亩无
公害蔬菜基地、葡萄采摘园等一批兼具

“菜篮子”、休闲观光、生态保护等功能
于一体的都市农业景点。

全面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该区
把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和产业化经营组
织作为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的着力
点，加快培育以天冠集团、三色鸽乳
业、南纺集团为重点的农副产品深加
工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集
群，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177.1 亿元。围
绕支柱产业和“一村一品”建设，大力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全区已发展农
民专业合作社 538 家，其中国家级、省
级示范社 8 家，市级 19 家，发展家庭农
场 82 家。大力实施万亩进京绿色蔬菜
科技示范工作，5 个基地被确定为第一
批进京蔬菜科技示范基地，目前已进
京农产品 1150 吨。全区累计认定无公

害基地 14 个、30 万亩、无公害农产品
13 个，注册了“黄台岗”牌胡萝卜、“凤
凰台”牌土豆、“绿野”牌蔬菜、“三好”
牌鸡蛋、“大叶岗”牌食品等一大批优
质农产品商标。

大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该区大
力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将保护“母亲
河”、南水北调干渠水质保护、生态造
林作为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内容，共
整治入河排污口 8 个，关闭污染企业 2
家、沿河养殖场 38 家，督促 14 家养殖
场建成无害化处理设施。在白河、南
水北调干渠沿线、环城高速通道等重
点区域开展生态造林 1.1 万亩，农业生
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全面开启美丽
乡村建设，区财政拿出 2000 万元实行
以奖代补，全面掀起了以“三清”、“三
化”、“一创建”为重点的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热潮，目前已初步打造了瓦店镇
来庄、高庙乡谢营、金华镇赵堂等设施
配套、环境优美的先进典型村庄，农村
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城乡联动”打造宜居新城

“以人为本”提升幸福指数

“你瞅瞅这几年，用着医保
卡，住着单元楼，门口有花园，日
子是越过越舒坦了。”九月下旬
阳光明媚的午后，宛城区东关街
道玄妙观社区年逾花甲的赵大
妈开心地告诉记者。

据 统 计 ，从 2012 年 至 2015
年 6 月，该区用于民生领域的支
出累计达 52.05 亿元，年均占公
共 财 政 预 算 支 出 的 67％ 以 上 。
仅 2015 年上半年全区用于民生
的财政支出达到 9 亿元，占公共
财政预算支出比重的 76%，就业、
就学、就医、社会保障等民生问
题不断改善。

就业是民生之本。宛城区
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进一步加
强。截至目前，宛城区城镇新增
就业 2649 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 2450 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632 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338
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城镇就业、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
就业工作均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零就业家庭动态归零。

教育是民生之基。宛城区积
极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统筹发展城乡教育，投资 3000 多
万元实施城区中小学新建改扩建
和农村薄弱学校改造，抓好 14 个
学校教学楼和 19 个学校餐厅建
设，建设校舍 16400 平方米、餐厅
6050平方米。宛城区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全市领先，城乡适龄儿童
入学率达到 100%，中、高招考试
再次取得优异成绩，全区教学质
量稳居全市前列，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顺利通过省督导组评估验
收。同时积极推进群众文化工
作，各级文化馆（站）免费开放，文
化大院、文化书屋建设水平不断
提升。

社保是民生之依。2015 年，
宛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
达 到 95% ，发 放 居 民 养 老 金
5640.383 万 元 ，发 放 城 市 低 保
863.7 万 元 、农 村 低 保 1326.6 万
元，发放五保供养专项款 367.9 万
元，实现了城乡社保动态管理下
的应保尽保。全区保障性住房建
设任务 5891 套，已开工建设 5051
套。全面启动大病保险，重大疾
病补助范围扩大到 35个病种。投
资 421 万元的宛城区 120 急救指
挥中心项目、投资 240 万元的 8 家
乡镇卫生院取暖项目建成并投入
使用；投资 280万元的新能源产业
集聚区 120 急救指挥中心项目主
体已完工；投资 585 万元的金华、
高庙、汉冢三家卫生院改扩建项
目建设完成，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

稳定是民生之盾。宛城区
创新社会管理，深入排查化解矛
盾纠纷，稳步推进积案化解，中
央、省、市交办的 16 批积案全部
办结，全区信访形势总体向好。
积极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和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治理活动，
全区没有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和
较大火灾事故。认真做好食品
药品监管、综合治理等工作，确
保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
进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三管齐下”提升精神文明

3

4

5

南阳新能源经济技术开发区引领产业“绿色崛起”。

18.59 万亩的高标准粮田示范区再树粮食增产“新标杆”。

精神文明创建持续深入，文明新风吹遍城乡。

特色农业蓬勃发展，农村经济活力无限。

“三大工程”谱写“三农”新篇2

2015年 11月 9日 星期一

11回眸回眸““十二五十二五””拼搏看拼搏看

宛城区：

“五轮驱动”显真功 砥砺奋进惠民生
本报记者 李铮 本报通讯员 袁永强

城市建设一日千里城市建设一日千里，，优美环境风景如画优美环境风景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