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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将迎来“十三五”
的开局之年，如何实现“十三五”的开门红，南阳
市委、市政府在 12 月初对南阳“十三五”规划的
编制工作展开了意见征询。

南阳市市长程志明说，南阳的“十三五”规
划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
理念为引领，强化综合支撑体系，强化现代产业
体系，强化现代生态体系，提升项目的质量和水
平，做好衔接，厚植优势，加快南阳转型跨越、绿
色崛起。

目前南阳已筛选“十三五”重大项目 3163
个,总投资 2 万亿元，占全省“十三五”规划项目
投资的近十分之一。纳入省“十三五”重大项目
库项目 2410 个，总投资 16672.6 亿元。确定并实
施“互联网+”、科技创新、现代市场体系等 10 个
重大专题。

“南水北调已动迁，移民搬迁是关
键。移民大事有主管，迁到张店笑嘻嘻。
建房工事是大事，土地之事大问题。符合
民情和民意……”这首七字言共有 4000
多字，被人称为“南水北调的荷马史诗”。

它的作者是唐河县张店镇老人仓村
的村民张有顺，12 月 12 日在南阳市移民
局组织的“迎通水一周年，移民幸福家园
巡礼”活动中，记者见到了张有顺。这位
古稀老人，虽然只上过四年半的小学，可
他的这首七字言却用最朴素的语言，生动

记录了 1973 年以来的南水北调移民史。
“搬进移民新村，环境越来越好，孩子

们可以在家门口打工，我们老两口也不用
再操心了。”张有顺说，现在他们村每年都
有新变化。

和老人仓村一样，唐河县的各个移民
村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都有了新的变化。

走进毕店镇凌岗村，明洁的两层院宅
整齐划一，村道规整而洁净。入村口的显
要位置，“凌岗移民新村”的大理石碑格外
醒目，2014 年，村里对全村太阳能路灯进

行维修，更换太阳能板 20 余个，维修 30 余
盏，规范了全村电力电线及其他网络线
源。对全村污水阴井进行清理，并新购置
锂电瓶垃圾车 4 辆，垃圾箱 20 个。

“今年，我们村获得了 100 万元美丽
乡村奖金，还评为了移民美丽乡村示范
村。”村支书凌太清说，村里打算用这笔奖
金为村里改善基础设施和教育设施。

在美丽乡村创建活动中，凌岗村引
用物业管理理念和模式，不仅吸纳了村
里的闲置劳动力，也使移民新村的绿化

美化焕然一新。物业队 66 岁的张玉杰
告诉记者，移民村组织物业队维持村里
卫生后，街道旁的一排排新房子更好看
了，村民随手扔垃圾的习惯也在慢慢改
善，而且每个月他们还能有 600 块钱工
资。

有了新变化的不仅是移民村的面貌，
还有通过产业致富的村民们。

“我们不仅是移民村还是美丽村、富
裕村。”靠养殖发家致富的村民凌建宏说，
移民村每一年都在显现着崭新的面貌。

移民新村变身美丽乡村
□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张朝甫 瞿凯月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李文超
实习生李月银）12 月 8 日，南阳市举
办传统企业电子商务发展峰会。来
自政府、银行、通信、企业、餐饮、商
场、房地产等行业的 500 多人参加本
次会议。

此次会议，旨在为更好地促进传
统企业转型升级，帮助企业催生新的

增长点、获得更好更快地发展。峰会
就企业“互联网+”转型及发展问题进
行深入探讨及讲解，为企业改革发展
指明方向，提供可借鉴的转型案例。

中国领先的 WiFi 云创平台掌上
全 城 推 出 了 用 户 版 App 和 商 家 版
App，并向大家讲述了两个应用对
商家、用户及社会创造的价值。

本报讯（通 讯 员 陈 康 瞿 凯
月）“今年以来我们公司已通过天
猫旗舰店、善融电商平台及微信公
众号等渠道销售有机茶叶 2000 多
斤，销售额达 90 余万元。”12 月 20
日，桐柏禺峰野茶园经理李华昭一
边网上“晒”茶叶一边开心地跟笔者
攀谈。

“禺峰山野茶”只是该县“互联
网+特色农业”快速发展的“冰山一
角”。如今，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
桐柏县越来越多的特色农产品走上
了“互联网+”的快车道。

目前，桐柏县借助苏宁云商、云
书网及新农宝等五大电商平台，基

层电商服务点已建成 210 家，覆盖
所有行政村，八成以上的农业企业
及合作社已开通电子商务平台，入
驻农产品共 23 类 110 余种，交易额
达 3000 余 万 元 ，服 务 农 民 近 20 万
人。

随着电子商务与特色农业的深
度融合发展，农产品不愁销路，更是
带动了特色农业遍地开花。目前，
全县特色农作物种植面积已达 70 余
万亩，取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31 个、
有机农产品认证 8 个，“桐桔梗”、“桐
柏玉叶”、“朱砂红桃”被列为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全县农副产品加工与
流通企业已发展到 210 余家。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李铮 通
讯员金少庚 鲁新建） 广场文化百
花齐放、文艺下乡惠及百村、农家书
屋其乐融融……这是 12 月 20 日在
唐河看到的一幕。

近年来，唐河县立足浓郁的民
俗文化优势，规划建设了村级文化

大院和文化长廊，兴建了唐河奥斯
卡影院城、唐河“三馆一院”，狠抓文
艺骨干培训，今年以来参与培训人
员 1680 余人，让文化惠民工程普惠
百姓。据有关资料显示，今年以来，
唐河县共举办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420 多场，参与观众达 32 万余人次。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李铮 实
习生吴怡瑶） 12 月 20 日，记者获悉，
南阳医专一附院神经外科主任崔群
建利用新引进的高端神经导航系
统，成功为一位 58 岁的患者实施了
脑肿瘤切除手术。这是南阳首例利
用“神经导航”完成的手术。

南阳医专第一附属医院是豫西
南唯一一所集临床治疗、医学教育
和医学研究为一体的国家三级综合
医院，南阳首批医疗保险、人寿保
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低保医疗

救助定点医院。
神经导航技术是现代微创神经

外科的标志，利用该项技术，还可辅
助全面开展对功能区、脑深部肿瘤、
脑血管疾病、脑功能性疾病手术，在
追求最大限度切除病灶的同时，将
手术精确度提高到最高程度，将手
术创伤减少到最低限度。此外，由
于术后并发症和致残率降低，住院
时间缩短，药费和其他治疗费用降
低，因此导航设备已成为现代神经
外科手术不可缺少的辅助设备。

南阳首例“神经导航”手术
在医专一附院实施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李文超
实习生苗红南）“不到两周时间,就获
得了 30 万元信用贷款，这笔贷款为
公司解决了大额采购的燃眉之急
啊！”12 月 21 日，在光大银行南阳分
行，通过“税银卡”项目，得到光大银
行融资支持的张女士高兴地说。

张女士经营日用品批发零售多
年，今年公司资金短缺，在最困难的
时候，光大银行南阳分行的“税银
卡”项目给了她最大的支持。根据
公司近两年良好的税务信誉，公司
在不到两周时间内就获得了 30 万元
信用贷款。

“税银卡”是光大银行携手国税
局，推出的以纳税信用换取信用额
度的金融融资服务。主要服务对象
是依法纳税的小微企业主和个体经
营者，小微企业主只要注册经营满 2
年，有 1 年的完整缴税记录，纳税经
营情况正常，就可申请办理，最高额
度可达 30 万元。

截至 12 月 18 日，光大银行南阳
分行共审批通过 151 个客户，授信金
额达到了 3200 万元，户均达到了 21
万元左右，通过税银卡得到融资的
小微企业主，资金问题得到了有效
缓解。

本报讯（通讯员聂艳霞）日前，
笔者获悉，省教育厅对 2015 年度中
原名师进行公示，全省 20 名教师入
围。其中，南阳市三中语文教师刘
明莹、唐河县三初中政治教师剧爱
玲位列其中。

刘明莹 18 岁执鞭到现在，始终
坚持读书、教书、育人、思考、写作，
她倡导以提升学生综合素养为目的
的素养语文，先后在《语文教学与研
究》等杂志刊发文章 50 余篇，多次参

加省市级优质课大赛，执教的《春
风》一课获教育部优质课，先后荣
获“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等称
号。剧爱玲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
立足课堂，关注学生心灵，探索“愉
快教学法”、“一遍清教学法”，善用
歌曲、幽默、诗词等精心营造温馨和
谐的特色课堂，曾获省级优质课和
观摩课二等奖。先后被评为“河南
省教育系统优秀教师”“河南省基础
教研优秀教研员”等。

本报讯（通讯员曹李娜）“诸葛
躬耕地，军民鱼水情；清清丹江水，
浓浓拥军情；千年帝都花似海，军民
团结如一人”……12 月 21 日，笔者
走马南阳，只见这些包含厚重南阳
文化气息的拥军宣传画面随处可
见。

南阳是兵源大市、优抚大市、驻
军大市，每年约有 4500 名适龄青年
应征入伍，全市现有各类优抚对象

近 40 万人。近年来，南阳市双拥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创建省级、国
家级双拥模范城为契机，紧紧围绕
宣传氛围营造这个主题，把双拥宣
传和国防教育纳入各级党政军机关
和各类教育机构宣传教育规划，纳
入各级党校培训计划，纳入中小学
和大中专院校教育课程，纳入文明
单位检查评比内容，让“双拥”宣传
常态化，逐渐深入人心。

南阳市举办
传统企业电子商务转型峰会

南阳：营造“双拥”浓厚氛围

光大银行南阳分行
纳税纳出“诚信金”

2015年度中原名师出炉
南阳两名老师榜上有名

唐河：文化惠民幸福长

桐柏：农产品搭上“互联网”快车

今年，全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经济形势
复杂严峻，发展困难重重。面对困难，南阳如
何“爬坡过坎“？

“面对困难和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
重点，牢牢扭住项目建设牛鼻子，把稳增长放
在全局工作的首要位置,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
设作为重中之重,抓住产业集聚区、服务业‘两
区’等科学载体,改革、开放、创新综合发力。”南
阳市委书记穆为民说。

围绕重点项目精准发力，早在2015年年初，
南阳市就对卧龙综合保税区、油田特种蜡、华耀城
等21个战略支撑项目和317个市重点项目建台
账，推行领导分包制度。进入四季度以来，更是连
续召开三次会议对项目进度进行督导。目前，21
个战略支撑项目中，卧龙综合保税区进入最后收
尾阶段，等待国家验收；宁西二线南阳东-唐河段-
郑州铁路局局界、南阳西-曲屯-丹水段已经开通；
三淅高速12月底建成通车；内乡煤电运一体化2×
100万千瓦电厂项目已开工建设，35千伏变电所已
开工建设；天池抽水蓄能电站仓储区、施工供电工
程已开工建设……前11个月，35个省重点项目累
计完成投资128亿元，317个市重点项目累计完成
投资515亿元，均提前完成年度投资目标。

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为抓住发展的新
机遇，南阳市将 2015年定为“开放招商年”，运
用京宛对口协作、区域合作、综合保税区、各类
节会等平台载体，实行驻地招商、协会招商和
中心城区一体化招商。目前，已与北京城建集
团、北控水务集团、北京首创集团等，在文化、
旅游、环保等领域确立合作项目 60 个，华耀城
等一批重大项目签约落地。德国威尔伯特集
团塔机生产基地项目等一批签约项目正在加
紧推进。预计全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 4.5亿美
元，实际到位省外资金 600亿元，新签约亿元以
上项目 270个。

创新驱动是助力南阳“爬坡过坎”的关
键。2015 年，南阳市强力推动工业转型升级，
谋划实施了富士康智能显示终端、二机深海钻
机、防爆集团大型防爆电机专业化生产中心等
工业转型升级项目 68 个，预计全年完成投资
112亿元。高成长性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同
比增长 13.3%和 19.3%。

与此同时，抓住“互联网+”的发展机遇，南
阳市与苏宁云商、阿里巴巴农村淘宝进行战略
合作，引进“苏宁易购”、“世界工厂网”等五大电
商平台，以此引领新业态的发展。在中国（南
阳）卧龙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现已入驻各类电
商企业42家、海宁皮草电商中心及商户150家、
配套服务企业12家，涉及跨境和国内贸易、在线
金融医疗教育旅游等多个“互联网＋”领域。

岁末年终，快到了该交“成绩单”的时候。南阳市2015年

将会交上什么样的“答卷”？让我们一起先睹为快。

12 月 18 日，走进新野县华宏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里一颗颗牛肉贡丸被真空包
装，从这里被运往深圳和江苏、重庆等地。
这家极具台湾特色的食品公司由台湾久威
集团在新野投资建成，尽管今年 10 月份刚刚
建成投产，公司负责人对于市场前景很看
好。

华宏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金隆告诉
记者，企业投资达 1.5 亿元，目前正在生产的
有牛肉干、牛肉贡丸、猪肉松等 13 种类型的
产品，年生产量可达到 3000 余吨，借助久威
集团的销售渠道，这些产品还将被出口至日
本、韩国等地。

有 60 年生产酿造历史的河南新野汉华
酒业公司也在今年下半年迎来新的发展契
机，实现与四川安邦农产品公司的合作。借
助合作，该厂原酒生产能力将从 150 吨提升
为 5000 吨。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新野县结合传统
的农业优势资源，在保证棉纺织、光电、肉牛
等主导产业稳定运行的情况下，寻找新的增
长点，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

和新野县一样，凛冽的寒冬不能阻挡南
阳市打赢发展攻坚战的步伐，长期以来，南阳
市围绕产业集聚区开展千百亿产业集群培育
工程和“一县一业”特色产业培育发展，实现
了产业集聚区对经济发展的持续拉动。

宛城区产业集聚区里，南阳纺织集团有
限公司投资 6.68 亿元的 20 万锭高档新型纺
纱项目正在安装调试，即将试车生产。

南阳市光电产业集聚区，荣阳实业（南
阳）有限公司总投资 30 亿元的年产 30 万吨
高端铝型材和 15 万吨高端铝压延产品生产
项目，目前一期建设已基本完成，共完成投资
7.14 亿元。

淅川县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今年以来
又有９家汽车零部件企业落户这里。包括汽
车减震器、轮毂等上千种产品，从这里供给世
界各地的汽车厂商。龙头企业淅减公司自身
实现产值 100 亿元，同时带动 100 家汽车零部
件关联企业再实现产值 100 亿元，这个“双百
亿工程”正在强力推进中……

来自南阳市发改委的数据显示：前 10 个
月，南阳市 13 个产业集聚区累计入驻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 801 家，实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696 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166.93 亿元，同比
增长 12.4%。其中 8 个产业集聚区主营业务
收入将超百亿，全市装备制造、食品、纺织三
个重点培育的千亿产业集群规模将分别达到
590 亿元、470 亿元、430 亿元。

13个产业集聚区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166.93亿元

年终大考在即，
南阳“答卷”提前看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王昊

逆势而上
南阳拿啥“爬坡过坎”

打好提前量
谋划“十三五”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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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位于卧龙光电产业集聚区的河南东雷锂电公
司一期工程投资 1.5 亿元，可日产锂电池 20 万只。

南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6.68 亿元的 20 万
锭高档新型纺纱项目正在安装调试。

均为崔培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