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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全会精神
发力出彩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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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

委工作会议指出，中原更加

出彩，是用一个个出彩汇聚

成的“多彩”，用一步步出彩

凝聚成的“浓彩”，在中原更

出彩中，南阳如何定位，该做

出怎样的贡献，日前召开的

南阳市委六届六次全会对此

做出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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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过程中，跳出南阳看南阳，
与先进地区相比，我们已
经落后了。

面对激烈的区域竞争，必
须咬定目标、解放思想，主
动作为、奋起直追，靠奋斗
赢得尊严、靠自强赢得地
位、靠创新赢得未来。

张文深
南阳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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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南阳市生产总值 3377.7亿
元，全省排位第三。作为人口大市，
近年来，南阳市经济总量始终维持在
全省前三位

地市传真

标兵扬尘去 追兵阵阵急

出彩南阳“答卷”怎么做

“高质量发展是南阳做好当前和今后
一 个 时 期 工 作 的 指 挥 棒 ，我 们 的‘ 路 线
图’已经谋划好，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找准
自身在高质量建设重要区域中心城市中
的发力点、特色点、出彩点，真正把工作
谋深谋细。”南阳市市长霍好胜说。

构筑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转型是基
石。装备制造、纺织服装、绿色食品如何
更快迈进千亿级产业集群？如何培育更多
新材料、光电信息、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
业？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
如何加速发展？通过智能改造、绿色改造、
技术改造促使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业传
统产业“脱胎换骨”，推动产业链再造和价

值链提升……南阳正将一个又一个产业
发展“课题”逐步攻破。

加快中心城区崛起、发展壮大县域经
济、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速构建现代
综合交通体系，优化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布
局，南阳的步伐铿锵有力。

重点推进“放管服”、投融资体制、国企改
革、科技体制、民生领域等改革事项，用好综
保区、高新区、产业集聚区等平台载体，全方
位扩大开放，南阳正逐步激发高质量发展的
动力活力。

持续推进“千企帮千村”、医保救助工程
等有效做法，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南阳正全力以赴打赢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
战，补齐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

高质量发展需要党的建设高质量做
强有力的保障，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
大政绩的理念，坚持党的建设与党的中
心工作“两手抓、两手硬”，南阳旗帜鲜
明。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
是阅卷人。”张文深说，面对高质量发展
拉开的大幕，南阳将以奋勇争先、务实重
干的精神提振“精气神”，主动作为、自觉
担当，以高质量建设重要区域中心城市的
实际成效，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的南阳篇
章。7

南阳电商释放发展新活力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8月 6日，在镇平县真

玉天地，近百家直播团队正在网络上进行玉器的推介交
易，这里是淘宝全国第一个珠宝行业直播基地，这种创
新的电商销售模式一经推出便吸引了广大客户的目光。

这是南阳市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据了
解，南阳电子商务仅今年上半年就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
413.5亿元，同比增长 31.1%。近年来，南阳市大力推进
B2B模式发展，把推动实体企业转型升级作为发展电子
商务的重点，先后引进了阿里巴巴国际站、1688、敦煌
网、大龙网、欧冶云商等龙头电商平台，培育了云防爆、
爆团猫等年交易额过 10亿元和香菜网等年交易额过亿
元的本土B2B电商平台。围绕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南阳
截至目前已建成投用21个电商园区，建成315个乡镇服
务站、3679个村服务点、2000多个城镇社区门店，5000
多个产品上线，直接从业人员约50余万人，带动了物流、
快递、餐饮、服务、包装、印刷等产业的快速发展。一些
传统企业也纷纷应用电商推动转型升级，涌现出卧龙区
的“想念食品”，高新区的“东森医药”“双丰印务”，宛城
区的“仙草药业”，内乡县的“天曼制衣”，新野县的“诚德
贸发”等一大批重点典型企业，带动全市电子商务的快
速发展。7

南阳区域商贸物流中心
建设实现“加速度”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一个个商业综合体项
目纷纷建成开业，一家家知名物流企业纷纷落户南阳。
近日，记者从南阳市商务局获悉，围绕建设重要区域性
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该局专题专班专责推进区域商贸
物流中心建设，取得明显实效。

今年 4月份，集“吃、喝、玩、乐、购”于一体的商业综
合体新田 360广场正式开业，打破了南阳缺少知名品牌
的格局，使南阳市民在本地就可以买到心仪的知名品
牌。投资20亿元的南阳建业凯旋广场，融合6万平方米
时尚体验主体商业中心，为南阳广大市民提供了居住、
商务、休闲、娱乐、婚庆、美食等多功能业态的消费体
验。建业凯旋广场自去年 9月份开业以来，营业额逐步
攀升，根据商业体量估算，全部开业后预计年营业额可
达 3.5亿元。此外，通过招商引入南阳的华耀城项目一
期四大专业市场 177栋、2770套商铺现已全部竣工，正
在交付使用，将在今年“十一”试运营。总投资 40亿元，
位于卧龙区的大型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中农联南
阳农批市场项目，目前合同已签订。随着一批批重大项
目的落地建成，将进一步改变南阳人民的消费观念，满
足市民的消费需求，提升群众的消费水平。7

南阳故事

侯发财“发财”了
□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封德

“我家人均纯收入远远超过脱贫线，达到‘两不愁、
三保障’标准，符合贫困户退出标准。今天，我正式请求
退出贫困户。”7月 10日，在风景秀丽的老界岭脚下，西
峡县太平镇鱼库村的贫困户侯发财郑重地向村“两委”
和驻村工作队递交了脱贫申请。

“有这么好的扶持政策，我要是再不脱贫，出门就没
脸见人了！”坐在村党支部书记王伟办公室里的侯发财，
中等个子，皮肤黝黑，平头方脸，浓眉大眼，一身新打扮，
话语中充满自信。

今年 39岁的侯发财自幼左腿残疾，和 80多岁的母
亲相依为命，2015年被确定为贫困户。前些年，侯发财
和母亲蜗居在村民小组的保管室内，整日蓬头垢面，游
手好闲。乡亲们常说他“东墙靠、西墙靠，靠完一天三顿
饭”，典型的“过一天少两晌”。

2016年冬，县人社局驻村工作队找到侯发财，给他
讲解扶贫政策，商量扶贫项目。他却不以为然：“俺这身
体不得劲，干不了重活，反正政府也不会让俺饿死，折腾
啥？”

随着驻村工作队三番五次地登门劝导，侯发财的思
想慢慢地发生了转变。侯发财会养鸡，但原来只养了20
多只，不成规模。2017年春，驻村工作队帮助他在山坡
上建起新鸡舍，购买了 1000只柴鸡崽、1000公斤玉米，
专门用于散养柴鸡，侯发财的“发财之路”也由此起步。

疫情是规模养殖最大的风险。驻村工作队请来技
术员，定期指导侯发财技术，手把手教防疫。2018年春
节前，侯发财的第一批柴鸡顺利出栏，净利润 1.2万元。
尝到甜头的侯发财，又把养殖规模扩大到1500只。

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侯发财越干越有劲。除了
养鸡，他又把自家的山坡地整理出来，种植中药材。“加
入合作社，种出来的药材直接向药厂供货。种苗、技术
服务、有机肥、农药都免费，收购价格还高。”侯发财说。
他精心打理的100多棵山茱萸一年收入7500元，两亩黄
精一年收入 8000元。此外，母子二人低保加上残疾人
两项补贴，一年有5500多元。侯发财还将5万元扶贫贷
款入股合作社，由合作社托管种植香菇，一年分红 6600
元。

侯发财第一次有了大笔积蓄。今年 4月，他决定把
四处漏风的老屋修修，让母亲晚上能睡个踏实觉。镇里
拨下2万元危房改造资金，加上自己的积蓄，侯发财把墙
壁粉刷得雪白，院里打了水泥地坪，屋里铺了地板砖，修
了灶台，里里外外装修一番。驻村工作队帮他给新家装
上门窗，买来液晶电视，他自己又置买了洗衣机、沙发
等，80平方米的“新房”有了新气象。

昔日“侯门”门庭冷落，如今侯家人气骤增。有来参
观的，有来取经的，有来买柴鸡、土鸡蛋的，竟然还有来
上门提亲的，这下可把母子俩高兴坏了。“以前是不知道
咋干，也不想干，就是想混个肚圆。现在政策这么好，咋
也不能再当懒汉，俺可不愿意打一辈子光棍啊。”年近不
惑的侯发财有了心劲儿和目标。7

1 直面忧患明定位

□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吴曼迪

2017年，南阳市生产总值（GDP）3377.7
亿元，全省排位第三。作为人口大市，近年来，
南阳市经济总量始终维持在全省前三位。

然而，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一
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南阳市广大干群中
蔓延。

“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跳
出南阳看南阳，与先进地区相比，我们已经
落后了。”在南阳市委六届六次全会上，南阳
市委书记张文深如是说。

差距来源于对比。南阳市比邻我省洛
阳市、湖北襄阳市，素来有“三阳”之称，受地
理位置的影响，“三阳”也成了彼此相互比
较、学习的对象。南阳市委六届六次全会上
从经济总量、经济发展各项人均指标、经济
发展质量、创新水平、干部作风等方面进行
了全面对比、剖析。

审视全局，比总量，南阳与洛阳、襄阳两
地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拉大，后来居上的许

昌等地步步紧逼，发展势头迅猛。
比均量，南阳发展不充分，人口基数大

的差距在经济发展的人均指标上表现得更
为明显。

比质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远低
于郑州、许昌、洛阳。

比创新，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以上科研平台
均落后于洛阳。

比作风，南阳依然存在创新意识不强、对
新政策、新方法学习能力不足的问题。与先
进地区相比，南阳一部分干部存在思维方式、
行为方式的差距。

“各项数据的对比让人醍醐灌顶，从我们
到襄阳、洛阳考察学习的过程中也能够感受
到明显的差距。以汽车产业为例，目前南阳
市规模以上汽车及零部件企业大约70家，产
值突破 200 亿元；而毗邻我市的襄阳市在
2014年规模以上汽车及零部件企业早已达
350家，产值突破1600亿元。”南阳市委一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南阳市委六届六次全
会召之前，为了能够让各级领导干部有更加
清醒的认识，南阳市特意组织了一次到洛阳、
襄阳学习考察的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差
距，重新审视南阳的定位。

标兵在跑，追兵在赶，南阳目前面临着标
兵越来越远、追兵越来越近的严峻局面。对
此南阳市各级领导干部越来越有共识。

“面对激烈的区域竞争，我们决不能再四
平八稳，决不能再固步自封，决不能再怨天
尤人，必须咬定目标、解放思想，主动作为、
奋起直追，靠奋斗赢得尊严、靠自强赢得地
位、靠创新赢得未来。”张文深表示，对比的
目的是寻找差距，明确定位，跳出南阳看南
阳，南阳将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国、全省大
局中去定位、去比较，明确自己的标兵和追
兵，在本领域、本系统内找坐标，看一看差距
到底有多大、短板到底在哪里，思维方式和
行为方式到底应该怎么转。

2 高质量发展机遇几何

7月 24日，南阳市主要领导带队对全市
项目建设进行现场观摩，火热的生产、建设
现场向人们展示着南阳拥有的天然“资本”
和发展空间，也让南阳高质量发展推进的

“路线图”愈发清晰。
在南阳市高新区，星凯龙新能源汽车产

业项目一期派克车间、车桥车架车间、备件
车间厂房基础施工已经完成，正在定制钢结
构厂房，二期冲焊车间正在进行基础施工，
工艺生产线建设同步展开。

该项目自2017年 11月 27日开工，就被
寄托了南阳的“整车梦”，标志着南阳市在汽车
零部件产业的基础上，朝着做大做强汽车产业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该项目从签约到开工，用
时76天，创造了南阳重大项目建设的新速度。

“该项目一期总投资6.2亿元，年产新能
源物流车5万台，整车产业具有产业链长、带
动力强、规模效应显著、高新技术与传统工业
紧密结合等特点。项目之所以选择南阳落地
看中的就是南阳汽车零部件的资源优势和市
场优势。”该项目负责人表示，星凯龙新能源
汽车项目是南阳市围绕主导产业聚项目，用
资源、用市场换项目理念的一次实践。

中原出彩，南阳必需添彩，这需要南阳市能
够把握机遇，奋勇争先。南阳的机遇在哪儿？

南阳市委六届六次全会提出，近 1200

万人口给南阳带来了市场空间、人力资源等
方面的显著优势；

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能够
带动更多的就业和内需；

作为农业大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带
来了重大历史机遇；

随着郑万高铁、蒙华铁路、机场搬迁以
及高速公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谋划推
进，现代综合交通体系的逐步完善，将为南
阳的发展不断增创新优势。

厚重的文化底蕴，丰富的生态资源，县
域众多的空间优势，成为南阳市新一轮发展
中发力的“资本”。

4 紧握“指挥棒”提振“精气神”

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提出，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对于南阳，清醒地认识差距，找准坐
标定位，摆脱速度情结、换挡的焦虑、对已有
路径的依赖，努力走好符合南阳实际的高质
量发展路子任重而道远。

南阳市委六届六次全会提出，建设重要
区域中心城市是新时代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南
阳答卷。

8月6日，刚刚接受过省科技厅现场考评
的新野纺织院士工作站正在进行后续的筹建
工作，作为新野县首个院士工作站，这里将承
担新野纺织进行科技创新，实现跨越转型的
重任。院士工作站的建立是南阳市“诸葛英
才计划”结出的硕果之一。

以项目建设扩增量，以科技创新提质量，
以现代金融活血脉，以人力资源强保障，

2017年初，南阳市就围绕“建设重要区域中
心城市”的定位，开启“两轮两翼”战略，重抓
重推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建设仲景健康城、
建设国内知名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
现代农业强市、建设中原创新创业活力城等
关乎南阳长远发展的“九大专项”。

用“项目建设突破年”撕开项目建设口
子，集中攻坚一批提质、提量、提速的项目。
防爆电机、星凯龙新能源汽车、超硬薄膜、鼎
泰高科、荣智通讯、柯丽尔医用干式胶片等一
批关乎南阳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含量高、智能
化程度强的项目正处于快速建设发展期。

赊店老酒生态产业园、想念食品产业园、
国安南都农业庄园等产业项目，古宛城保护利
用、武侯祠5A级景区创建等文化旅游项目，高
铁站、月季园、水系工程等新城区建设项目，将

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拉动作用。
在科技创新上，以高新区为主阵地，抓住

郑洛新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持续深化与中
关村、与省科技厅等的合作，用好科技大市场
等平台，继续推行科技贴息贷款、科技创新券
等举措蓄势蓄力，加快推进动能转换。

补好“以政府为主导的现代金融”课，建立
起金融和城市、产业、企业之间的良性循环。

深入实施“诸葛英才计划”，引进和培育掌
握核心技术的科技领军人才、优秀创业人才，
吸引更多南阳籍优秀人才返乡创业。

“两轮两翼”战略在一年多的推进中，“路
线图”逐渐明了，效果愈发清晰，南阳市今年
上半年的税收增速达10.8%，增收6亿元，增
量超过去年全年；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的比重达65.6%，比去年提高2.7个百分点。

3 目标瞄准建设重要区域中心城市

淅川减振器生产车间 杨冰 摄

柯丽尔南阳医用胶片生产
基地三号线 司马连竹 摄

南阳市今年上半年的税收增速达
10.8%，增收6亿元，增量超过去年全
年；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
达65.6%，比去年提高2.7个百分点

3377.7亿元

■关键数据

10.8%

内乡县农牧装备制造孵化园内，工人正在操作自动化牧业装备生产线 樊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