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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城：党建引领促跨越 “两轮两翼”强实力

宛城区黄台岗镇刘宋营村是南阳第
一党支部诞生地，近年来，宛城区积极挖
掘本地红色教育资源，投入1200余万元，
高规格打造了南阳第一支部旧址教育基
地、党员党性教育中心和宛城烈士陵园
等“一基地一中心一园”红色教育阵地，
通过聆听革命故事讲解、重温入党誓词
和现场自我对照剖析等形式，强化党员
干部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以开展“万
名党员进党校”和“党的创新理论万场宣

讲进基层”活动为契机，组建 20 个宣讲
团和 4 支宣讲队伍，定期深入乡镇（街
道）、学校和机关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已举办宣讲活动近 200场（次），受众达 2
万余人。同时，落实“三会一课”“党员活
动日”和组织生活会制度，建立党员党性
教育定期督查通报机制，使全区党员干部

“四个意识”不断增强。
围绕“抓党建促发展”这条主线，该区

把党建工作与重点项目建设深度融合，在
鑫众公司、新城公司等相关项目公司建立
临时党支部，把党的组织覆盖到项目，延伸
到工地，形成了区、乡、村、组四级协调联
动。在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中，把换
届选举班子职数结构、候选人资格条件和
选风选纪作为刚性标准和红线底线贯穿换
届选举全过程，为推进城乡改革、加快跨
越发展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同时按照

“以块为主、条块结合”原则，对辖区内“两

新”组织，由乡镇（街道）实行“兜底组建”，
确保“全覆盖、无遗留”。2017年以来，先
后组建了21个有较高知名度的规模以上
企业党支部。环宇电器、娃哈哈南阳生产
基地等企业党支部更是设立了“党员先锋
岗”，开展了“三亮三评”“争先创优”活动，
在企业内部形成比、学、赶、超浓厚氛围。
在“百企帮百村”脱贫攻坚活动中，各企业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供就业岗位，助力
脱贫攻坚。

近日，国产医用干式胶片的龙头企
业——南阳柯丽尔科技公司三号智能
全自动胶片生产线在新能源经济技术开
发区竣工投产，标志着该区年产值超 20
亿元的新材料产业集群正式形成。作为
国家新能源高技术产业基地、河南省生
物高技术产业基地的省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新能源经开区已形成了生物质新能
源、新能源装备制造和光电印刷新材料

“一主两辅”主导产业体系，成为南阳市
中心城区最大的工业组团、南阳市工业
经济的窗口和新的经济增长极，“中原新
能谷”呼之欲出。

宛城区积极与中国航天科技、首钢控

股、华润集团等大型央企及行业巨头开展
战略合作，加大对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
地区定向招商、集群式招商力度。围绕经
开区主导产业，重点培育了以年产值超
20亿元乐凯华光印刷科技、天羽有色金
属压延为主的光电新材料产业集群；以年
产值超 30亿元防爆集团、河南天力电气
为主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以年产
值超 40亿元娃哈哈南阳生产基地、南阳
纺织为主的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

在热火朝天的项目建设背后，是该区
不断优化的创新环境，不断拓展的创新平
台，加速集聚的创新人才，加速发展高新
产业。科技创新，已成为该区经济发展的

强大引擎和不竭动力。
近年来，宛城区在加大科技创新奖励

和扶持力度方面频频发力，设立 3亿元先
进制造业产业发展基金，发行 1000万元
科技创新券，鼓励和支持企业大胆创新。
今年以来对区科技创新平台、高新技术企
业、发明专利的奖励资金总额达 316 万
元。目前已建成乐凯华光和南阳防爆集
团等 4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拥有 5个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4个省级以上研发
中心，以及 36个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实验室）。培育了13个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6个河南省创新型试点企业。

科技引领下宛城“智造”风生水起。

设备换芯、生产换线和机器换人改造计划
快速推进，生产智能化水平迅速提升。南
阳防爆集团、天力电气等企业被省工信委
纳入机器人“双十百千”示范应用工程；柯
丽尔科技公司自主研发设计了高度智能
自动化新型生产流水线，被省工信委授予

“智能工厂”荣誉称号；南阳纺织集团年产
20万锭精梳纱项目，实现了中心实验室、
质量监测系统的自动化、数控化和智能化
操作，被省工信委授予“智能车间”荣誉称
号。截至目前，全区已拥有智能制造企业
近 20家，“智能工厂”数量占全市总量的
25%，“智能车间”数量占全市总量的
42.85%。

项目建设强筋壮骨 科技创新硕果累累

码货、装箱……11月 24日，在位于

南阳市宛城区的环宇电器有限公司内，

一箱箱高硼硅玻璃制品被整齐地摆放在

仓库等待外运。该企业年产值连续多年

增速达 30%以上,与九阳、美的、三星、

松下等37个国内外上市公司合作，产品

畅销全世界。问及公司发展的秘诀，公

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坚持党建与生产经

营“双轮驱动”，推行“车间党建”，设岗定

责，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红色动能”。

这只是宛城区近年来快速发展的

一个缩影，宛城区委书记刘中青说，宛

城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市委要求，坚

持党建引领，实施项目带动、科技创新、

高铁建设、乡村振兴等多轮驱动，以党

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为

中原出彩、南阳崛起贡献宛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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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万高铁，南阳历史上首条高铁，河南
“米字形”高铁的一撇。高铁片区，南阳新城
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南阳未来发展的重要增
长极、建设重要区域中心城市的有力支撑。

历 史 把 机 遇 和 挑 战 放 在 了 宛 城
区——重大项目、全城瞩目。承担着全市
人民的期望，宛城区把高铁片区建设工作
摆在首要位置，围绕保通车这一中心，紧
扣项目建设和融资两条主线，周密部署，
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强力推进，各项工作
有序快速推进。

项目繁多，工程量巨大，建设任务异
常艰巨，但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各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宛城区以舍我
其谁的担当气魄，克难攻坚、合力奋战，取

得了积极的进展：
站前广场综合体项目累计开挖土方

量 79.2万立方米,完成总量的 95%，混凝
土垫层完成5.48万平方米。

地下桩基已完成 90%；2019 年 5 月
10日前完成地下空间工程；2019年 9月
10日前全部竣工。

七条道路雨污管道开挖，水、电、气管
道铺设等进展顺利；地下管廊 PPP项目
各项工作正有条不紊推进，2019 年 1月
31日前可完工。

日月湖前期规划、可研审批、施工图
设计等基础工作已完成，保证 2019 年 3
月 31日前全部完工。

项目建设，首先面临的是征迁这个难

题。宛城区的做法创造了奇迹——
15天时间完成了郑万高铁正线工程

及站房、维修站、编组站 750亩土地征收
和房屋拆迁工作。

20天时间完成了高铁片区起步区、
光武路东延，高速与高铁站连线路共计
2200亩的土地征收。

10天时间完成了高铁片区733亩安置
用地的土地征收，确保了高铁片区建设的土
地供应和良好的施工环境……

这背后是宛城区工作方法的创新和
作风建设成效的充分体现。在征迁工作
中，宛城区探索实施先安置再拆迁的做
法，让群众解除后顾之忧，充分保障他们
的利益。为解决失地农民生计问题，宛城

区通过成立专业合作社、发展特色产业，
协调项目建设方提供一些工作岗位等方
法，保障他们失地不失业。

在做好用地保障的前提下，高铁片区
建设围绕“一个目标两条线”扎实推进：一
个目标即保通车，两条线即项目融资与加
快建设。高铁片区起步区预计总投资 17
亿元，数额巨大。宛城区采取PPP模式，将
地下综合管廊作为一个单独项目，站前广
场综合体、七条道路、日月湖作为一个综合
项目，分头推进PPP方案审批、招标和入库
工作。如今两个PPP项目顺利落地，开启
了全面施工的崭新局面。

忠诚担当,务实重干,高铁片区建设
再次刷新了“宛城速度”。

高铁建设快马加鞭 “宛城速度”再刷新高

初冬时节，在宛城区红泥湾镇潘庄
村老农经合作社扶贫产业园，一排排蔬
菜大棚整齐划一，大棚内有机蔬菜长势
喜人……潘庄村曾是典型的产业单一、缺
乏创收农业村，如今，该村依托老农经合
作社，形成了以有机蔬菜、红酒谷种植为
主的特色产业，成为宛城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亮点之一。

“乡村振兴是县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
重。我们狠抓产业扶贫这个牛鼻子，不断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叫响了一批乡土品牌，为
乡村振兴铺就了一条阳光大道。”刘中青说。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近年
来，宛城区充分利用平原地带土地肥沃的
优势，以有机艾草、绿色油料、名优果蔬、
生态养殖、乡村旅游等五大产业为核心，
形成了以宛艾为主的南艾产业基地、以优

质花生为主的绿色油料产业基地、以速生
叶菜和精细菜为主的名优果蔬生产基地、
以名优商品鱼为主的水产养殖基地、以南
阳黄牛为主的标准化养殖基地，以都市生
态农业为主的乡村旅游示范区的六大产
业基地，建成扶贫基地 16个。在产业发
展过程中，积极实施“支部+基地+贫困
户”模式，采取到户增收、小额贷款、合作
帮扶、技术支持、土地流转、托管、基地务
工等形式辐射带动周边 48个村庄，3700
余户贫困群众参与其中。

宛城要美，农村必须美。近年来，宛
城区坚持点面结合，以清垃圾、清污水、清
杂物，硬化、绿化、亮化、美化、文化，创建
美丽宜居村为重点，健全卫生长效保洁机
制、资金多元投入机制，掀起创建热潮，使
村容村貌明显改善。目前，全区建成达标

村 78个、示范村 3个，培育出了一大批美
丽宜居村庄：红泥湾镇入选省美丽宜居小
镇试点，金华镇金华社区成功申报省美丽
乡村建设试点，红泥湾镇明皇村、高庙乡
谢营村入选省美丽宜居村庄试点，瓦店镇
逵营村入选国家级美丽乡村建设试点等。

生态农业铸品牌。宛城区利用近郊优
势和处于白桐干渠腹心地带的水利优势，
因地制宜地建设了一批蔬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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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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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该区深入开
展农产品质量认证工作，截至目前，全区共
获得无公害、绿色、有机认证31个，创建国

家农业部蔬菜标准园2个、省农业标准化和
“三品一标”示范基地各1个。注册了“黄
台岗”牌胡萝卜、“界中”牌米醋、“三好”牌鸡
蛋等一批优质农产品商标。其中，“界中牌”
米醋被评为“河南省名牌产品”，“三好”牌鸡
蛋被评为“河南省优质农产品”。

现如今，漫步在宛城乡村，一股清新
的空气扑面而来，干净整洁的道路，整齐
划一的生态林带，色彩和谐的农舍，以及
绿油油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绘成了一幅
生机勃勃、美丽宜居的乡村新画卷。

产业脱贫固本强基 乡村振兴步履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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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棉纺集团智能化生产车间

快速发展的物流产业为商贸繁荣奠定基础

配套基础设施助力产业集聚区发展

南阳第一党支部旧址

借力“一带一路”陆德筑机走进哈萨克斯坦

党建引领争先创优 红旗舞动谱写新篇

充满活力的宛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