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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表彰先进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

让党的每个“细胞”充满活力
6月27日，南阳市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95周年暨表彰大会。表彰“学习弘扬焦裕禄
精神十佳基层党组织书记”、“十佳先进基层党
组织”、“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
“优秀回归创业人才”。表彰大会上，南阳市委
书记穆为民鼓励他们：“抓住‘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重大机遇，传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让党的每一个‘细胞’
都健康起来，每一个组织都坚强起来，凝聚力
量，攻坚克难，担当使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
洁性。”

在“七一”到来之际，本报对这些基层的优
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党支部进行了采访报道，特
推出报道《中流砥柱2016——南阳十佳优秀党
组织书记》展现南阳优秀党员干部的风采。

□南阳观察记者 李文超
本报通讯员 付海厚

一位从小在城市长大的柔弱女子，曾经
不辨菽麦，开口即脸红，能够把农业乡镇的
基层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吗？卧龙区青华
镇镇长王雨给出了答案。这位身材高挑、气
质高雅，说话细声细气的39岁女干部，带领
支部一班人，比学习、比作风和奉献，创建务
实型班子，几年时间让这个经济落后的农业
乡镇，变了模样。

青华镇是个有着6.9万人口，9.9万亩耕
地的农业乡镇。“本级财政捉襟见肘，靠乡镇
财政支付的干部工资经常长期被拖欠，镇机
关干部工作积极性不高”，这成为王雨上任
后最为头疼的事情。

要发展就需要有项目支撑。有一次有
个客商来镇里考察，为了能留住这个项目，
王雨白天亲自出面陪伴考察，晚上还要在医
院照顾高烧39摄氏度的女儿。女儿输液到

凌晨4点钟，而早上6点钟，她又准时到宾
馆迎接这个客商。

靠着这种韧劲儿，投资1430万元的万
亩农综开发项目，460万元的2.5万亩节水
灌溉电力配套项目在青华镇初绽芳容；江苏
南通汇鸿羊毛衫厂投资8000万元筹建的南
阳汇鸿羊毛衫厂，用工800人，产品全部出
口，年产值能达到3亿元……

青华镇的财政收入也很快从2011年的
100多万元，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万元。被
拖欠的200多万元乡镇干部工资，在2012
年全部还清，至今从未再出现拖欠现象。

王雨的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有一天
凌晨，在乡镇用来书写通知的小黑板上，出
现了这么一行字：“感谢最美镇长，为大家补
齐工资”。落款是：大家伙。

今年58岁的青南村支部书记孙荣庆，
是名工作了17年的老支书，提起王雨一百
个佩服：“王雨虽说是名年轻的女镇长，却是
位干大事儿的人。如今的青华镇，可以用翻

天覆地来形容！”
收获了大伙拥戴的王雨干劲更足，她坚

持“黄金三日”，即每月8日开党委会，9日开
党建例会，10日是党员活动日，雷打不动。
把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
挥出来，凝聚人心，推动工作。

同时，她又开始集镇陈旧设施改造，疏
浚下水道，对集镇及主要道路沿线、村庄环
境卫生进行整治，动员商家更换招牌，提档
升级，使集镇热闹起来了；

原场村、任家村是青华镇出了名的垃圾
满天飞，媳妇娶不来的村庄。王雨通过改造
当地人居环境，两个村子先后获得市级文明
新村和美丽乡村称号；

在全镇近十万亩的耕地范围内实施了
2.5万亩的小农水项目，2万亩的农业综合开
发项目，3.6万亩的土地整理项目落地，全镇
农田几乎全覆盖。2014年秋季遭遇60年
不遇的大旱，青华镇得益于遍布田间的水利
设施，丝毫不受影响；

……
已经干了30年书记的郭岑营，说起王

雨，有喜有忧。喜的是几十年了，难得遇到
这么一位好镇长；忧的是，这么出色的干部
如果飞走了怎么办？

□南阳观察记者 李文超
本报通讯员 陈康 赵蒙

6月28日，走在桐柏县淮源镇的陈庄
村，记者看到村里竹树环绕，干净的街道两
旁摆放着一个个分类垃圾桶，人们在树荫下
乘凉纳闲，完全没有很多乡村垃圾乱飞，污
水横流的情况。谈起陈庄村的变化，人们纷
纷称赞着李书记。

当地群众口中说的李书记就是淮源镇
党委书记李中阳。现年45岁的李中阳是个

“外来户”，但在淮源镇任职的几年里他把这
里当成了“家”。

2013年，李中阳刚到淮源镇任职时，全
镇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村属于三类村，其中有
两个村班子不健全，处于瘫痪、半瘫痪状
态。他逐村走访，蹲点调研，广泛征求民意，
很快配齐了村班子。在2014年村“两委”换
届选举中，14个行政村全部一次性选举成

功。在此基础上，按照“抓两头、带中间”的
思路，一方面选派驻村第一书记抓软弱涣散
村和后进村的整顿，另一方面，培育先进典
型，以先促后、以强扶弱，培育出了以陈庄村
党支部书记范远刚为代表的先进典型，开展

“远学史来贺，近学范远刚”活动，形成了比
学赶超、争创先进的局面。

“一身灰，两腿泥”是李中阳在环境整治
和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中的真实写照。为把陈
庄、龚庄、仓房等村建设成美丽乡村，他经常
深入一线，走村到户，与村组干部、农户广泛
交流，经常不分双休日、节假日，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目前已初步打造出以陈庄、龚庄、仓
房为代表的美丽乡村示范带和“文明廊道”。

淮源镇是山区乡镇，群众居住分散，山
高路远，出门办事不方便。自2013年以来，
镇累计投资200多万元，建成了镇综合服务
中心、村便民服务站和组便民服务代理点三
级便民服务网络。同时针对西部5个行政

村地处偏僻分散的问题，在鸿仪河街设立了
鸿仪河（片区）便民服务中心，极大地方便了
周边6000多名群众。

淮源镇河谷纵横，群众居住分散，全镇
2.4万人，14个行政村，但自然村多达452
个，出行不便。为解决行路难问题，李中阳安
排镇村干部对村组道路现状进行全面普查，
他亲自带头勘查，跑遍了所有乡村道路，累计
达126.8公里。几年来，共修建水泥道路52
公里，大小桥涵65座（处）。

作为桐柏县一类重点贫困乡镇，淮源镇
有6个贫困村，4294名贫困人口。在深入调
研的基础上，立足淮源实际，李中阳提出了

“科技扶贫、产业致富”的工作思路，成立农民
科技培训中心，对贫困人口开展科技普及和
技能培训。至目前，全镇贫困村由原来的6
个减少到3个，贫困人口减少1384人。农民
人均纯收入由原来的4000元上升到2015
年的8100元，均实现了“翻一番”。

“‘一头汗’、‘两腿泥’、‘接地气’、‘结穷
亲’,只有把群众当成家人，才能真正与群众
坐到一起、说到一起、想到一起、干到一起，
最终把心连到一起。”李中阳说。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李文超 通讯员 高帆
周桃龙）“看！欧直-小松鼠飞播机来了！”6月28日在
淅川县大石桥乡，一架直升机从几百米的高空飞过，一
粒粒树种如雨水般从天而降。

此次淅川县累计完成飞播造林面积4万亩，采用混
交模式，共飞播54个架次，涉及丹江口库区大石桥和
马蹬两个播区，共播撒1.6万公斤侧柏、臭椿和栾树等
林木种子。为降低鸟鼠危害，提高种子出苗率、幼苗的
保存率及后期生长，淅川县首次采用保水剂、驱避剂、
生根粉、腐殖酸等药剂开展飞播造林种子膜化处理，对
飞播种子全部进行拌种处理，并将在今年10月份左右
开展效果调查。

据悉，今年淅川县飞播造林选用的机型为美国贝
尔206型直升机。直升机飞播造林将改变河南省30年
来一直采用“运五型”固定翼飞机飞播造林的历史，开
创飞播造林新局面。

淅川

直升机上天飞播造林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通讯员 赵庆波
马国志）6月27日，南阳市拿出300万元对十佳先进基
层党组织、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十佳基层党组织书记、
百个先进基层党组织、百名优秀共产党员分别进行了
表彰和奖励。

为激励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推动发
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南阳市强力
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不断加大基层党支部和
基层党员的关爱奖励力度。“七一”前夕，除了重奖和慰
问基层党员干部外，南阳市还结合县区党委换届工作，
从去年表彰的“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十佳党委书记”
中，推荐考察、提拔重用了8名年富力强、实绩突出、群
众公认的优秀乡镇党委书记，其中4人直接进入县区委
常委班子，在基层树立了鲜明的用人导向。

庆祝建党95周年

南阳重奖优秀党支部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近日，记者在南
阳智慧城市建设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南阳4088个
行政村已实现光纤覆盖率97.4%。

2013年，南阳被确定为省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制
定了以“电子政务、城市管理、民生服务、生态环境”为
重点的建设方向。2015年，南阳又被确定为国家智慧
城市试点城市。经过近3年的先期建设，南阳市智慧
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平台建设开展顺利，目前已完成

“铜改光”工程70%，固定宽带普及率98%，城市入户
带宽达8M以上、农村达4M以上；中心城区、县、乡政
府所在地4G网络全覆盖。同时，南阳智慧城市云数
据中心和地理空间数据库已建成投用，为推进智慧城
市统一平台、统一标准和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奠定了
基础。

南阳4088个行政村

光纤覆盖率达到97.4%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近日，南阳华耀城轻
纺针织专场推介会在南阳市举行，来自当地轻纺针织
界的千余名商户代表齐聚一堂，共商未来。

作为综合商贸物流市场的领跑者，华耀城进驻南
阳后，便按照当地政府规划助推城市升级，承接老旧市
场外迁，全力打造立足华中、辐射豫鄂陕的综合商贸物
流市场集群。华耀城自2月27日奠基以来，短短4个
月时间，177栋单体建筑同时开工，一期38万平方米也
近全部封顶。

据了解，南阳华耀城总规划建筑面积超过200万
平方米，总投资80亿元。项目建成并全面投入运营
后，可创提供5万个就业岗位，集聚超10万人口。

筑巢引凤 迎商养商

南阳华耀城吹响集结号

王雨 城里妮儿干好了乡里活儿

李中阳 把群众当家人才能心连心

6月27日，南阳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暨表彰大会。 马国志 摄

王雨（中）带领新党员和老党员一起宣
誓。 付海厚 摄

李中阳（左四）指导陈庄乡村建设。陈康 摄

核心提示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现在我的危房改造了，再也不怕刮风下
雨了,不该收的钱也退给了我，这得感谢咱巡
察办……”6月29日，见到记者时，社旗县唐庄
乡新庄村村民乔文焕激动地说。

原来，不久前，该村原党支部书记罗祥明利
用经办村危房改造工作的便利，违规收取群众
2000元。市县两级党委巡察机构在工作中发
现这一问题后，罗祥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违规收取的钱也如数退给了群众。

据了解，南阳市深入推进巡察工作树立起
清风正气，巡察工作启动一年多来，市县两级党
委巡察机构已巡察104个地方和单位，共发现
违反六项纪律方面的问题1820个，移交问题线
索1030件，一批违纪党员受到纪律处分，一些
突出问题得到专项整治，一些监管制度得以建
立和完善，有效发挥了巡察震慑、遏制治本作
用。

群众的钱没有发给群众是违纪的

巡察本身就是震慑，被巡察地方或单位的
党员领导干部直接接受组织监督。通过巡察的

“CT扫描”，过去不出事发现不了、没有举报发

现不出、一般检查发现不深、例行考核发现不到
的问题，都查找出来了。

内乡县板场乡玉皇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薛明喜，在任职期间违反规定将应分
给全村群众的村集体公益林补偿款8.84万元
全部用于村组日常开支。内乡县纪委在巡察
中发现这一问题后，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事后，薛明喜说：“巡察组发现这个问题，
对我震动很大，以前我一直认为，钱只要不装
自己口袋就行，现在我知道了群众的钱没有
发给群众也是违纪的，以后这样的事我绝对
不会再干了。”

党员干部普遍认为，巡察是关心、爱护、
保护干部的新方法，问题发现得早，可以挽救
干部滑向违纪违法的深渊。通过巡察发现问
题、移交线索、严肃查处的震慑力，也把一些
问题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特别是被巡察单

位通过对巡察反馈问题的深入整改，建立起
一批行之有效的制度，堵塞了漏洞，推进按制
度管人管事和决策公开透明，加强了党风廉
政建设。

巡察不是找茬儿，是治病的啄木鸟

基层党员干部工作生活在群众的眼皮底
下，更不应成为监督的盲区。市县党委巡察恰
恰填补了对基层党组织监督的“空白”，倒逼县
乡村党组织担起管党治党责任。

内乡县余关乡党委在被巡察过程中，开展
了“三个一”活动——组织一次专题民主生活
会、一次分层次谈话谈心、一次“给我提一条意
见”征集活动，推动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

“以前听到要来巡察，感觉是找茬儿、挑毛
病的，现在感觉基层党委就像一棵树，巡察好比

啄木鸟，是来啄出害虫、治病救人的。”桐柏县淮
源乡党委书记李忠阳这样评价巡察工作，他说：

“通过巡察和整改落实，向基层传导了全面从严
治党的压力和责任。同时也让我明白了只有解
决好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才能让党
和群众心连心。”

巡察过后，手续简化了漏洞堵住了

“过去房屋权属登记需要跑好几个窗口，现
在可以一站式办理，给我们节约了不少时间。”
在行政服务中心办理房屋权属登记的薛先生颇
有感触地说。

巡察有效打通了群众直接反映问题的渠
道，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得到及时解决。被巡察
单位在推动反馈意见整改过程中，转变工作作
风、简化办事流程，增强了群众的满意度。

卧龙区一位村党支部书记说，通过接受巡
察，思想上触动很深，工作状况由原来的“上级
安排才干，群众找上门才办”，变为主动干、积极
解决民生问题。

南阳市民政局根据巡察组反馈的下属市
殡仪馆存在超标准收费和乱收费问题，加大
力度取消了多个有偿服务项目，打破殡葬用
品等多项垄断经营，提升了服务水平，受到群
众肯定。

内乡县针对巡察中群众反映的农村留守老
人、儿童夜间出行不便的问题，启动“照亮乡村”
工程，拟用两年时间为所有村庄安装路灯，补齐
农村基础设施短板，让农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通过巡察，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得到了解决，维护了群众的切身利益，提高了群
众的满意度。

南阳市委书记穆为民说：“通过一年的巡察
工作，我们发现和查处了一批问题，为夯实党的
执政基础，为南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坚
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按
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安排与要求，进一步健全
和完善巡察工作的机制，突出政治巡察进一步
聚焦关键问题，切实用好巡察工作这个党之利
器、国之利器，为‘四个全面’在南阳的落地生根
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

巡出百姓满意 察出清风正气
南阳巡察104个地方和单位 发现问题1820个 移交线索1030件

“中流砥柱——南阳市先进党组织和先进个人风采展”系列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