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阳市 3000万元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1643 个，

总投资5930 亿元，全年累

计完成投资1948 亿元，占

年度投资目标的109%。

330 个省市重点项目，全

年累计完成投资 863.8 亿

元以上，占年度计划投资的
128.5%。

南阳市重点文化建设项目和民生工程“三馆一院”即将运行

●● ●● ●●

“原来需要 25 天办的事儿，如今 5 天
就办好了。”这是负责南阳理工学院东校
区扩建工程各项手续办理的桂林坡的直
接感受，也是南阳很多办理过项目审批
的企业负责人的感受。

以前重大项目审批推进起来，手续的
烦琐和时间的漫长，足以让很多企业一
声叹息。为此，按照全市关于深化“一网
通办”前提下“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部
署，南阳市发改委牵头推行投资项目审
批 试 点 工 作 ，实 行 重 大 项 目 联 审 联 批

“6628”推进机制，对新开工重大项目全
部纳入联审联批审批范围，对项目单位

开展事前综合辅导，积极推行联审联批、
“多评合一”、“联合审验”等创新实践，最
大程度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目前，南阳市投资项目并联审批将审批
时间压缩到 100个工作日，比全国试点地
区又压缩 20 个工作日。2018 年计划开
工的 112 个市重点项目，共完成 656 个审
批事项。

孤掌难鸣，为使项目审批快点再快
点，该市多部门联手提效能。南阳市国
土资源局对重大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优先
保障，特别是对省重点项目实行单独组
卷报批，跟踪服务；南阳市环保局提前介

入、主动服务，指导项目单位加快办理环
评手续；南阳市金融办创新投融资机制，
组织项目单位与金融机构开展对接活
动，帮助协调了大量信贷资金……

踏实而坚定的 2018 年渐渐远去，面
对已经到来的 2019 年，乔长恩说，2019
年南阳市将重大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
公共服务提升、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作
为重大项目谋划重点，建立重大项目储
备库，初步谋划 906 个重大项目，计划投
资 1221 亿元。目前，对纳入重大项目储
备库的项目，正进一步细化，为项目早日
开工提供条件。8

短短一年时间，南阳大项目建设缘何
取得如此骄人成绩？

南阳市发改委主任乔长恩告诉记者，
这源于独具南阳特色的三大“发动机”。

第一个“发动机”是强有力的作战“指
挥部”。南阳市成立以市委书记为组长、市
长为常务副组长的全市“项目建设突破年”
活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先后出台了
《南阳市2018年“项目建设突破年”活动实
施方案》《2018年项目建设督导考核方案》

等，让项目建设有了强有力的推动力。
第二个“发动机”是领导分包“三专”推

进。该市对九大专项、省重点项目、“3个
30”重大项目实行市级领导分包联系，逐项
目专题研究，制订专门工作方案，专班推
进。对市重点项目实行县处级领导分包，
每个项目明确一至两名领导分包协调推
进。市级领导率先垂范，一级带着一级干,
一级干给一级看。针对重大项目建设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第一时间召开现场会和

专题推进会协调，限期解决。
第三大“发动机”则是督导考核。南阳

建立项目问题清单，每月对各县区、市直有
关单位重大项目推进中存在问题进行集中
收集、梳理归纳，建立问题清单，明确责任部
门进行问题交办。同时，年初对“3个30”重
大项目、省市重点项目、3000万元以上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确定年度工作目标，纳入县区
和市直部门年度绩效考评，一月一通报，一
季度一考评，年底综合考评奖惩。

2018年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通讯员 申鸿皓）“现
在，大部分麦田都是旋耕播种，土质疏松，容易出现寒风
入土、冻根，另外杂草也比较多，部分还出现了根腐病、纹
枯病……”近日，在社旗县晋庄镇陈建龙村的麦田里，县
农技中心农技专家杜学云被十多个村民围个水泄不通，
他一边查看小麦苗青，一边给群众讲解小麦冬管技术。

而在朱集镇茨园村党群服务中心会议室里，一场养
殖技术培训会正在进行，县畜牧局技术员喻群德围绕畜
牧养殖注意事项，详细讲解了如何正确使用疫苗、猪瘟的
预防治疗等实用技术，让参加培训的数十名畜牧养殖户
受益匪浅。

社旗县科技局按照河南省科技扶贫三年行动计划，
以科技特派员为抓手，通过举办培训会、现场指导等形
式，大力开展科技扶贫活动，科技特派员与服务对象开展
点对点、面对面、菜单式的个性化服务，把粮食、畜牧、蔬
菜、食用菌、林果、电商等农业科技实用技术培训送到乡
村，有力提升了贫困群众农业实用技能，加快了脱贫致富
步伐。据了解，该县共有省、市、县三级科技特派员40余
人，截至目前，全县共开展技术指导 260次，举办各类培
训班 120余期，直接培训农民 2000多人次，培养农村技
术骨干 255人，补进新品种 25个，推广新技术 11项，实
现了对全县 85个贫困村和 60个重点非贫困村的全覆
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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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野首家院士工作站建成挂牌

科技加持新野纺织升级之路

西峡县产业集聚区的河南宇通新能
源公司年产新能源汽车5万台

聚焦项目建设 擎起发展龙头

□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王娟

年末岁尾，新野棉纺织产业喜迎“大礼”，
2018年 12月 18日，俞建勇院士工作站在河
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建成挂牌，这
也是新野县建成挂牌的首家院士工作站。

棉纺织产业是新野县的传统优势产业，
有棉纺织企业120余家，纺织规模200多万
锭，产业规模居全省首位。面对棉纺织产业
日益变化的市场环境，新野县纺织企业纷纷
探索转型升级的新路径，强化科技创新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

作为新野县棉纺织产业的龙头企业，为
进一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研发水平，
加快转型升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新野
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与东华大学俞建勇院士
于 2018年 6月在上海签订了《院士工作站
建站协议》。该协议合作期限自 2018 年 6
月 1日至 2021年 5月 31日。俞建勇院士长
期从事纺织材料领域的科研与教学，主持完
成了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国家重大军
工配套项目等科研项目。他带领的团队近年

来对包括新纺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进行辅导
和帮助，取得了显著成效。院士工作站成立
后，将对新纺公司的创新体系建设、创新方向
和战略发展规划提供咨询指导，培养技术人
才，提升创新能力。新纺公司与东华大学将
围绕功能性纺织品、纺织先进加工技术、新纤
维材料制造及应用等领域开展科技攻关。

以科技加持产业转型升级之路，是近年来
新野县棉纺织产业做大做强的重要路径之一。

目前，新野县全县纱锭达 200多万锭，
织机 3000余台，年产纱线 30余万吨，坯布
2.2亿米，吸纳就业 4.5万余人，涵盖原棉加
工、棉花交易、纺纱、织造、面料、服装加工等
多个环节，初步形成了专业化分工、上下游

合作、全产业链经营的集群化发展格局。
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新野县瞄

准传统产业升级，在科技创新上下功夫，推
动传统棉纺织产业向高端、智能化迈进。新
纺公司 12万锭智能纱项目建成投产，总投
资6.2亿元的 3万吨高档针织面料项目正在
试车，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打通新野纺织服
装产业的印染瓶颈，真正形成全产业链经营
格局，同时也将终结南阳纺织服装产业没有
印染的历史；罗蒙服饰公司300万件衬衣生
产线建成投产，年产 20万件羽绒服生产线
已经投产；华星公司 410台高档喷气织机、
鹏升公司 20台大圆织机和 200万件高档服
装生产线投产投用，加速了纺织大县向纺织
服装大县的转变。

“院士工作站的建立，不仅为新野纺织
搭建了企业高层次科技创新平台，也将进一
步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步伐，促进企业高质量
发展，推进企业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升。对
于整个新野县棉纺织产业的提升也将是重
要的一步，加快棉纺织产业的转型升级。”新
野县相关负责人表示。8

南阳

法治“体检”护航民营企业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通讯员 李拥军）“开

展法治‘体检’活动是司法行政机关为民营企业的经营发
展提供法治保障的一项举措。通过公益法治体检专项活
动，将帮助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健全经营管理制度，
防范法律风险。”1月17日，南阳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
柴钧接受采访时说。

近日，南阳市司法局与市工商联、市律师协会共同开
展了民营企业公益法治体检专项活动。专项活动组建了
四个律师服务团，分赴南阳各县区，对全市重点民营企业
进行“一对一”公益法治“体检”。

在淅川县，没有烦琐客套的寒暄，没有迎来送往的
礼节。律师团一行直奔企业生产厂区进行走访。“政府
对民营企业的优惠政策落实得怎么样了？企业融资存
在哪些问题……”面对询问，淅川粉末冶金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海聚一一作答，还详细咨询了企业互相担保、土
地房产评估贷款及续贷等问题。“这次专项组一行根据
我们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和依法治理情况，认真分析查
找企业的法律需求点和风险点，提出了预防风险、解决
纠纷的意见建议，非常实用，真正提升了民营经济依法
经营和管理水平，实现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
航。”他说。

目前，已有 200余家民营企业接受了法治“体检”。
此外，专项活动还开展送法进企业 22场次，解答法律咨
询2120人次。8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通讯员 胡少佳）近
日，国家民委官方网站公布《国家民委关于命名第六批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单位）的决定》，镇平县成为
河南省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县份。

镇平县自2016年开展创建活动以来，牢牢把握各民
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主题,深入实施民族团结
进步“八个一”推进模式，形成了全县上下一盘棋，各族群
众一条心的良好创建氛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初步建立
起县、乡统战民宗工作网格化管理机制；统战+党建+综
治的社会管理新模式运行平稳；全民构建起民族宗教工
作党委书记负总责、乡级协管员具体抓、村级协理员日常
管的“1+1+1”机制。

近年来，该县郭庄回族乡、石佛寺镇、石佛寺武警中
队分别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集体和示范单位称
号；镇平县 2017年被省民委命名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县”。8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县

镇平榜上有名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通讯员 封德 刘克俊)
“我把房前屋后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遇到对扶贫政策不理
解的，我给他们解释解释，获得了20分的积分，换回了这
么多东西，今后我还要坚持下去。”近日，拿着从乡“爱心
超市”领取的两袋洗衣粉、两包盐，西峡县田关乡田关村
贫困户屈炳建高兴地说。

这是该县开展“志智双扶”活动，探索建立长效运行
机制、激发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有益实践的一个缩影。
该县利用社会捐赠、企业帮扶的钱物在每个乡镇都创办
了“爱心超市”，超市内洗化、粮油、衣物等日常用品摆放
整齐。物资捐赠台账、进货账表、积分卡发放登记表、物
品兑换领取登记表、物品需求登记表等一应俱全。捐赠
情况公示表、贫困户积分公示表、爱心积分公示表等公开
透明。把贫困户参与公益劳动、学习扶贫政策、改善户容
户貌、主动发展产业等情况，以积分的形式存入个人账
户，一分相当于一元，每周可到爱心超市进行等值兑换，
以此改变部分贫困户“不劳而获”的惯性思维，努力形成
了“多劳多得”的社会导向，也推动了输血帮扶向造血自
救的转变。

目前，该县已建立“爱心超市”72家，248家爱心企
业、爱心组织，461位爱心人士向“爱心超市”捐赠款物，
共计 244 万余元，注册会员 10570 个，服务贫困群众
6500余人次。8

西峡

“爱心超市”奖励多劳多得

社旗

扶贫扶智科技给力

2018 年以来，南阳围绕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

重要区域中心城市，强力实

施“两轮两翼”战略，聚焦聚

力九大专项，深入开展“项目

建设突破年”活动，重抓重推

3000 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省市重点项目、“3个

30”（在建、开工、谋划各 30

个）重大项目等，在项目提

质、提量、提速上爬坡过坎，

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1 月 16 日，隆冬时节寒气逼人，但南
阳各个大项目工地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
建设局面，工人们只争朝夕，以时不我待
的工作激情在冲刺工程进度。

总投资 19.6 亿元的南阳月季园、总投
资 20 亿元的南阳高铁片区起步区、总投
资 10亿元的南阳白河大数据产业园等建
设项目相继开工建设。

郑万铁路南阳段和蒙华铁路南阳段

正在进行铺轨施工，天池抽水蓄能电站等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总投资 11亿元的卧龙防爆高效节能
电机产业化项目，总投资 5.3 亿元乐凯华
光印刷科技环保型数码印刷版材、数字化
柔版生产线，总投资 10 亿元的南阳浩帆
车辆年产 50万套新能源汽车后桥精磨齿
轮等 125个工业项目竣工试生产……

据相关数据显示，2018 年，南阳市

3000 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1643
个，总投资 5930亿元，全年累计完成投资
1948亿元，占年度投资目标的 109%；330
个 省 市 重 点 项 目 ，全 年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863.8 亿 元 以 上 ，占 年 度 计 划 投 资 的
128.5%。

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形象地说：“项
目建设平地起‘谷堆’，成为南阳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重点项目建设平地起“谷堆”

2018年，南阳重抓重推30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省市重点项目建设

独具特色的三大“发动机”

创新服务助力项目“快步跑”

如火如荼的铁路建设现场 蒋宁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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