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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让 群 众 100%
向 水 而 居 ，
100% 开 窗 见
绿，100%位于
直线 300 米绿
地圈中

2018年南阳市委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要把新城区建设作为中心

城区振兴的头号工程，完善提升总

体规划，突出“满城绿色半城水”，

注重整体功能和产业布局，力争两

年出形象、三年成规模。新城区建

设的鼓点越来越密。

7 月的南阳是一个高温且多

雨的季节，南阳新城区建设的步伐

却丝毫没有因此停滞。

新城区作为南阳市未来经济

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极，与百姓的生

活密切相关，因此也备受群众关

注。新城区如何高标准规划？如

何将繁华都市和悠然田园兼容并

包？如何引领南阳高质量发展？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了南阳新

城区。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赵彬

南阳新城区旨在给百姓提
供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新
城,依托其良好的资源优
势,与建成区拥河发展,良
性互动,把南阳中心城市
打造成为‘世界月季花城’
‘中国养老名城’‘中原生
态水城’

金浩
南阳市新城区建设指挥部相关负责人

地方传真

2017年年初，南阳市正式提出规划建设
新城区的战略谋划。紧接着，规划建设南阳新
城片区被列入助力南阳市实现跨越转型的九
大专项中，由市委书记亲自挂帅，市长直接领
导。去年 11月，省委十届四次全会明确南阳
建设“重点区域中心城市”的定位，为南阳市新
城区的建设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南阳市新城区依托目前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原有规划，利用兰南高速南阳站、郑万高铁
南阳站的区位优势，优化调整而成，范围包括
北至绕城高速、南至商务中心区南边界、东至
兰南高速和郑万高铁、西至白河，规划面积
95.76平方公里。规划理念上以人为本，生态
优先；先园后城，城园相融；低碳循环，绿色发
展。着力建设宜居宜业的繁华都市和水绿交
融的悠然田园。从整体上将形成“一核两轴、
三心四廊四组团”的空间发展结构。

以现代服务业为龙头，以大数据产业和智
能科技产业为支撑，以健康产业、芳香产业为
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南阳新城区将成为南阳
市域的核心增长极和行政次中心，区域产业创
新高地及现代服务中心。

新城区的交通优势尤为明显，南阳机场、
郑万高铁南阳站和兰南高速在这里汇聚。白
河从中贯穿而过，未来这里将与南阳市城区水
系贯通，绘出一幅“满城绿色半城水”的生态画
卷。2019年南阳市将举办世界月季洲际大会，
作为其中主会场，这里将建设占地 1500亩的
南阳月季园，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宾朋。

新城区没有单一城市中心，组团式发展，
将形成健康养生、新业态及服务、商务中心和
高铁商贸四个组团，组团之间以大面积的生态
长廊相间隔，形成居住、办公、产业、学校、商
业、文化等配套设施基本完备、功能相对独立
的城市分区。

“南阳新城区旨在给百姓提供一个宜居宜业
宜游的新城,依托其良好的资源优势,与建成区
拥河发展,良性互动,把南阳中心城市打造成为

‘世界月季花城’‘中国养老名城’‘中原生态水
城’。”新城区建设指挥部相关负责人金浩介绍。

一城绿色半城水 满目繁华伴田园

南阳新城区宜居宜业呼之欲出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袁永强

7 月 17 日下午，夏日的骄阳炙烤着大
地。在南阳市宛城区汉冶街道光武社区一
个小小的院落里，67岁的秦秀杰搀起刚刚午
睡醒来的老伴李德志，将他慢慢扶上轮椅，
推出卧室。打来一盆温水，浸湿毛巾，秦秀
杰开始细心地给老伴洗脸，一边洗一边哄老
伴：“你看你长得多好，细白细白哩，真好
看！”李德志咧开嘴，开心地笑了。这样日复
一日的耐心照料，秦秀杰做了44年。

1965年冬，南阳市宛城区大惠庄青年李
德志，参军来到东北某部。1969年 2月，李
德志和战友们奉命奔赴前线途中发生了意
外，李德志伤情最严重，经全力抢救，昏迷50
多天的李德志虽保住性命，但完全丧失自理
能力和生育能力，被定为特等伤残军人。

1972 年冬，
李德志从省荣军
医院回家休养。
家在邻村的秦秀
杰 第 一 次 见 到
他，心里就充满
敬意。两年后，
当得知李德志母
亲去世、未婚妻
也离他而去时，
善良的秦秀杰思
虑再三，决定承
担起照顾李德志
的 重 任 。 1974
年，23岁的秦秀杰毅然与 30岁的李德志结
为夫妻。

他们的爱情没有花前月下。为省下更
多的钱给李德志买药，婚后几年秦秀杰每天
都去城外的小河边挖野菜；为哄李德志吃下
治疗癫痫的药，秦秀杰把药片裹进菜叶里，
喂他一口口吃掉；为了让丈夫生活得更体
面，秦秀杰一天要为他更换清洗几条裤子。
为防止丈夫大脑萎缩，秦秀杰每天给他读报
纸，陪他看老照片。年复一年，李德志对秦
秀杰愈加依恋，秦秀杰则说：“他呀，就像个
孩子一样，跟着他过心里很踏实。俺愿意照
顾他一辈子。”如今，在秦秀杰的悉心照顾
下，74岁李德志面色红润，干净整洁。

几十年来，秦秀杰对生活从不抱怨。她
还先后收留4名流浪人士，帮他们治病买药，
直到找到家人。光武社区支部书记王建告
诉记者，秦秀杰收养了一个女儿，如今已长
大成人，社区为秦秀杰办理了独生子女补
贴，秦秀杰却把这笔钱放在了社区，她说：

“我现在日子过得去，还是留着帮助那些比
我困难的人吧！”不久前，秦秀杰荣登“中国
好人榜”，相处十多年的邻居才知道她整天
伺候的丈夫是个特等伤残军人，纷纷对她竖
起了大拇指。7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封德 章东丽

2018年 7月 15日，星期日，晴。
早上 6时，西峡县桑坪镇黄沙村驻村第一

书记王凯准时起床。洗漱完毕，开始做早饭。
早饭很简单，一个馒头，一碗面汤，就一点咸
菜。7时不到，他就出门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王凯，今年 32岁，在西峡县档案局工作。
去年 11月，他被派到黄沙村任驻村第一书记。
黄沙村是全县最北端、最偏远的山村。全村443
户、1731名村民散居在方圆10公里的沟沟岔岔
里，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0户、108人。上任一
个多月，王凯就把村里的贫困户跑了个遍，底子
摸得清清楚楚。一个多月里，他光是皮鞋就穿
烂好几双，有几次赶夜路还差点跌进山崖。

王凯今天要去的是黄土岗组五保户韩可兰
家。韩可兰今年75岁，孤身一人，家里两间房子
露着天，墙上裂开一道道缝。王凯和村党支部书
记席志强多次动员老人到敬老院集中供养，他就
是不愿去。今年春季雨水多，一下雨，王凯就往
韩大爷家跑，生怕老人出意外。前不久，王凯给
韩大爷申报了危房改造项目，准备在原址建两间

新房。可房子出入不便，王凯这次来主要做韩可
兰侄媳妇和周边两户群众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挤
出空地修路让老人出入方便。这是个难啃的“硬
骨头”，王凯为这事已经跑了好几趟。

刚到村头，瞅见正在香菇大棚里忙碌的贫
困户杨书祥，王凯就从随身的小包里掏出一沓
纸递给他。这是王凯专门从县食用菌研究所找
来的袋料香菇越夏管理资料，另外还有为他办
理的专业合作社社员证书。杨书祥紧紧握着王
凯的手不放，嘴里念叨：“你这娃儿，真好啊！”

农村活儿多、事杂，找人难。费了半天劲
儿，王凯终于找到韩可兰的俩邻居，两家人这
次倒是痛快答应了。可最后在韩可兰侄媳妇
王秀娥家，还是遇到了不小麻烦。王秀娥不同
意让路，想让韩大爷的房子选址另建。王凯耐
心地给她讲政策，讲道理，一直到中午12点钟，
王秀娥才勉强同意。

王凯回到住处，做了碗面条，吃完午饭已是
下午1点半了。刚想午休一会儿，电话响了，是
村支书席志强邀他到新建的村党群服务中心和
文化广场工地，一起规划绿化美化的事。

村党群服务中心和文化广场投资近百万元，
这两个项目是他和老席一起跑来的。开工后，他

和老席轮流蹲守工地，两个人都晒成了黑人。
王凯顶着烈日来到工地，工人们都在午休，

老席和两个村干部在场地中间的遮阳篷下等
着。老席知道，近期县里要来检查夏季“两业”
（产业、就业）攻坚推进情况，王凯白天在村里忙，
晚上还要熬夜完善档案资料，整个人就跟陀螺一
样，滴溜溜转，人也瘦了一圈。

王凯二话没说，拿起钢卷尺，就和老席他
们一起忙活起来。夏日午后的太阳像烈火，四
个人在那里量的量，画的画。下午工人开工
时，王凯和老席又给施工队沟通，反复向工人
讲解意图，直到他们完全领会。

一个下午就这样过去了，满脸的汗，王凯
也顾不上擦一把。身上的衬衫更是湿了干，干
了又湿。“我一个人忙点儿累点儿不算啥，只要
贫困户能早点脱贫，大伙儿的日子能越过越
好，我心里比啥都高兴。”王凯说。

夕阳落山，筋疲力尽的王凯拖着酸困的双
腿往回走，“晚上要加班整理档案资料，”他念叨
着，“不知道老父亲身体咋样了，宝宝应该又学
会新儿歌了吧。”这段时间正赶上夏季“两业”攻
坚，王凯已经两个星期没回家了，他分外牵挂家
中年迈多病的父亲和不到3岁的女儿……7

驻村第一书记王凯的一天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
员 廖涛 杜丰）7 月 16日，南召县白土岗镇
大庄村贫困户李长春、李长德、姜得三等5位
村民高兴地来到村委大院，河南联源生物有
限公司负责人向种植中药材白芨的5户贫困
户发放小额信用贷款入股分红红利，每户领
取到3000元现金。

李长春等山区贫困群众的好日子，得益于
南召县强力推进产业扶贫，多重产业叠加，促
进贫困户多项增收。河南联源生物有限公司
在深山区建立石斛、白芨等名贵中药材种植
基地，吸纳 7个乡镇、652户贫困户种植名贵
中药材，前3年保底给贫困户12000元分红，
此后公司与农户按照5∶5比例进行分成，贫困
户每亩最低纯收益可达4万元。如今，该县成
立苗木花卉专业合作社161家，建立专业示范
村40个，带动贫困户1200余人，人均年增收
6000元；实施玉兰扶贫“十百千”工程，投资
8000万元打造 10个标准化种植基地，带动
100家合作社帮助1000户贫困户增收致富，
带动贫困户销售苗木5000多万棵，销售总收
入突破3亿元；发展食用菌专业合作社40余
家、专业村33个、专业大户300户，其中带动贫
困户1300余人，人均年增收8000元。7

南召

多重产业扶贫促增收

宛城

党建扶贫大喇叭受青睐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袁永强 韩春）7月 15日一早，在宛城区红泥
湾镇胡阡营村的九艾富艾草专业合作社里，
贫困户范双喜一边干活一边听着村里的大
喇叭广播。“你听，俺们贫困户住院能享受五
次报销呢。”范双喜乐呵呵地说，“现在听大
喇叭已经成俺们的习惯了，扶贫政策、科技
知识，里头啥都有！”

范双喜嘴里说的大喇叭就是红泥湾镇的
党建扶贫大喇叭。今年以来，该镇把扶贫大
喇叭作为党建促扶贫的一项重大工程，投资
25万余元，在全镇27个村（社区）、149个自然
村（社区）安装终端设备27套、大喇叭322个，
实现镇、村、组三级大喇叭联网广播全覆盖。
党建扶贫大喇叭开通后，共播出党的十九大精
神学习、扶贫攻坚政策、农业科技知识、政务村
务信息等内容100多期，深受群众喜爱。7

好军嫂秦秀杰
7月 17日，走进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姜营社区

安置小区，宽阔整洁的柏油马路，花园式的景观
绿化，舒心宜居的生活环境，让人眼前一亮；商
超、文化广场、地下车库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紧邻小区便是姜营小学，崭新的教室、宽敞的室
内外运动场、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让这所农村学
校不逊色于任何一所市区小学。

随行的工作人员介绍，姜营社区安置小区的
居民都是新城区拆迁安置的群众，在新城区建设
中，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坚持先安置后拆迁的原
则。为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8个回迁小区已完
成建设。为打造生态宜居美好家园，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在新型社区建设和景观绿化设计上煞费
苦心。他们将不同村庄的特色元素，融入社区景
观绿化中，形成一个社区一个特色，一个社区一
种风格，使回迁村民记住乡愁，留住乡韵。

同样的理念，将贯穿在新城区建设的始
终。依据规划，新城区绿地及水系面积占总用
地面积的51%，让群众100%向水而居，100%开
窗见绿，100%位于直线 300米绿地圈中。一中
新校区、中心医院示范区分院、眼科医院、上海
福山学校等配套重点项目的规划签约，将满足群
众生活的高标准需求。

届时，新城区从北至南将形成四个组团：健
康养生组团、新业态及服务组团、商务中心组团
和高铁商贸组团。包括健康养生产业、大数据、
智能科技及文化创意产业等新业态；依托高铁
站，进行商务服务、商品贸易、物流展贸。商业的
汇集为群众提供更多就业创业的机会。

今年是南阳新城区出形象的第一年，以
世界月季洲际大会配套工程和高铁片区建
设等为重点，强力推进，带动新城区建设快
速突破。

城市新区建设的“重头戏”之一，高铁片
区建设自去年 11月 26日开工以来，七条道
路已完成土方量 12.5万方，雨污水管道已开
挖8500米，铺设管道8450米，正按建设计划
有序推进，站前广场综合体等也正在有条不
紊地推进中。

南阳月季园中，园区内入口大门、月季
大舞台、卧龙书院、游客服务中心、月季花廊
等主要建筑都已动工，正在进行基础部分施
工，共规划种植各类月季132万余株，目前栽
植比例已经过半。

今年新城区共谋划了 60个建设重点项
目，总投资额 287.32亿元，2018年计划完成
投资额120.4亿元。其中20多个将在7月份
集中开工，十五年制完全学校、本园建设、机
场北五路东延、金融街二期项目、油田新城
等一大批核心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
公共服务项目、招商引资项目的集体开工为
城市的发展增添了新活力。

道路纵横、绿环水绕的新城区雏形已初
步显现，形成了与老城区隔河相望、两岸并
举、功能互补、拥河发展的新格局。一座生态
良好、环境优美、功能完备、宜居宜业的现代
化新城区将成为引领南阳发展的龙头和示
范，成为南阳城市形象的窗口和名片。7

王凯（右）在扶贫种植基地查看香菇越夏管理情况

我一个人忙点儿累点儿不算
啥，只要贫困户能早点脱贫，大
伙儿的日子能越过越好，我心
里比啥都高兴。

王凯

新城区
“新”在何处

生态新城 宜居宜业 项目支撑 建设提速

95.76

规划中的南阳
市新城区北至
绕城高速、南至
商务中心区南
边界、东至兰南
高速和郑万高
铁、西至白河，
面 积 95.76 平
方公里

他呀，就像个孩
子一样，跟着他
过心里很踏实。
俺愿意照顾他一
辈子。

秦秀杰

南阳市新城区规划效果图，由生态长廊相隔组团式发展

环境优美的姜营社区 崔培林 摄
新城区建设的南阳月季园将是

2019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主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