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王松林 张空）
“以前因为贫困，人前抬不起头。如今得了奖，受到了表彰，
走路都有精神了。”5月5日，南阳市卧龙区七里园乡大屯村贫
困户刘红莲说。原来，不久前在乡里举办的乡村道德银行积
分兑换仪式上，刘红莲得到积分 610分，上台接受表彰，成为
卧龙区志智双扶活动中涌现出的典范。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卧龙区紧盯今年3000人脱贫任务下
足绣花功夫，大力开展志智双扶活动，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
力。该区探索建立了在贫困群众中实施乡村道德银行积分
管理机制，以银行管理模式，量化贫困户道德行为，围绕“遵
纪守法、移风易俗、清洁卫生、勤劳致富、孝老爱亲”5个方面
31个小项进行加分，分20个小项进行扣分。

据介绍，各村成立积分评定小组，每周组织一次入户检
查、评分。每月自评、季度兑现、年终表彰。贫困户道德积
分累计超过 100分的，可以按照 10分 1元的标准兑换生产
生活用品，以此引导村民树立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营造争
相脱贫摘帽的浓厚氛围。6

产业提升增强城市竞争力

今年第一季度，宛城区实现生产总值
70.4亿元，同比增长9.1%；全区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 15亿元，同比增长 8.4%；固定资
产投资 36.7 亿元，同比增长 18.9%。2019
年开局，宛城区就交出了不俗的成绩单。

成绩的背后是宛城区强力实施“两轮两
翼”战略，深入开展“项目建设提升年”活动
掀起项目建设的热潮。抓项目就是抓发展，
谋项目就是谋未来。高铁片区起步区、乐凯
华光透明高阻隔膜等44个重点项目开工建
设；文华·南阳天地商业综合体、蓝天燃气能
源基地二期等项目顺利实施；柯丽尔医用胶
片、环宇高硼硅玻璃等 21个重点项目建成
投产……2018年，宛城区谋划实施重点项
目 103个，涉及农业、工业、服务业、社会事
业、城建、基础设施等六大领域，完成投资
128.6 亿元，为年度计划的 113.7%，为经济
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刘中青表示：“今年宛城区将持续把抓
项目、促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聚
焦主导产业和重大基础设施，加快谋划实
施一批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
好的优质项目。”据了解，在宛城区第一季
度集中开工的 30 个重点项目，涉及制造
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
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多个领域，总投资
54.8亿元，2019年计划完成投资 20亿元。

生态宜居提升城市集聚力

城市高铁，不仅关乎市民出行，更关
乎城市发展。即将建成的南阳境内首条
高铁——郑万高铁将成为高质量建设具有
较强吸纳集聚能力和重要影响力的大城市
的重要支撑。作为南阳高铁片区建设的主
要“战场”，高铁片区建设掀起热潮，施工人
员干劲儿十足，各种工程机械轰鸣不断，各
项工作有序推进。承载着南阳人民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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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建设上挡提速。

除了交通的便利，宛城区还立足民生，
为群众创造更舒适宜居的环境。如今行走

于宛城区，如意湖水面如镜，湖岸鲜花怒
放，鸟儿飞翔；新能源经济开发区内，绿树
成荫，低碳环保，城区面貌日新月异。今
年，宛城区持续开展南阳古城保护利用项
目，《民主街解放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
划》《南城门规划设计方案》等规划编制顺
利推进，南阳古城修复项目即将全面展
开。此外，宛城区还在积极谋划内河安置
新思路，宛运北大楼、兴隆市场 2个安置项
目已顺利施工。

环境优化激发城市活力

环宇电器自主研发的耐高温高硼硅玻
璃制品，年产值达 9个亿，产品销量稳居世
界前列；汇博医疗取得国内授权专利 50
项、国际专利 3项，产品通过欧盟 CE、美国
FDA认证，成为医用生物敷料行业技术引
领者……

这些来自宛城区的企业将创新作为
发展的强大引擎和不竭动力。刘中青说，
区域竞争中，唯创新者进，发展不但要速
度、要效益，更需要强大后劲，而人才则是
一切创新的源泉。近年来，宛城区牢固树
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大力实施人才
强区战略，不断创新人才工作机制，营造
一流创新环境，培植人才成长沃土，激活
人才创新活力，进而形成万类霜天竞自由
的创新局面。

为优化营商环境，宛城区积极注入金
融活水。国家级高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河南高创裕宛科技成果转化创投基金、全
省第一支县区级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基
金先后落户宛城，月太健康等 5 家企业入
选全市重点上市后备企业，河南兴辰装饰
公司实现新三板挂牌，这是目前河南省为
数不多的上市装饰行业企业，也是宛城区
第二家新三板上市企业。促进中小微企业
发展、完善融资体系使得宛城区发展血脉
更加通畅。

“今年宛城的发展也将进入‘高铁时
代’，我们将坚定持续实施‘两轮两翼’发展
战略，围绕南阳市‘打造国内知名的生态文
化旅游目的地’的目标定位，发挥宛城区产
业稳固、生态优良、文化厚重的资源优势，
在建设具有较强吸纳集聚能力和重要影响
力的大城市中担当有为。”刘中青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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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通讯员 郭吉保 卢
靖）5月 5日，记者从南阳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今年一季度，南
阳市高速公路建设完成投资16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42.4亿
元的 37.7%，同比增长 86.8%，其中列入省高速公路“双千工
程”的渑淅高速西峡至淅川段、郑西高速双龙至西峡段实现
一季度开工的目标。

今年以来，南阳市将高速公路项目纳入市级领导分包重大
项目推进机制，推动高速公路建设“加速度”。截至目前，周南
高速南阳段一季度完成投资 6 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
47.2%，计划年底前建成通车。郑西高速栾川至双龙段施工进
度不断加快，一季度完成投资 6.6 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
44%。郑西高速双龙至西峡段前期工作全部完成，正在进行

“三场一站”建设。渑淅高速西峡至淅川马蹬段前期工作全部
完成，淅川境内征迁工作全部完成。焦唐高速方城至唐河段正
在积极与潜在社会投资人对接洽谈，渑淅高速淅川马蹬至豫鄂
界段工可已编制完成，正在抓紧推进要件编制报批工作。

南阳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轮南阳市推进的高
速公路“双三百”工程6个项目，是实现高速公路“网起来、环起
来、串起来”内联外通的重要项目，对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改善
区域内交通运输条件，助力南阳市贫困地区和西部山区脱贫攻
坚，带动豫西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6

一季度完成投资16亿元

南阳高速公路建设迎来“加速度”

“百日雷霆”打造靓丽市容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通讯员 丁松涛）5月 4日,

记者获悉,南阳市城管系统于近日展开中心城区市容提升
“百日雷霆”行动，为市民营造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此次行动重点整治违规设置的各类商业广告、一店多
牌，清理沿街违章设置的亭、棚、遮阳伞，清理取缔店外经营、
流动摊点、马路市场，清理沿街乱拉商业条幅，乱设彩虹门、
空飘等商业促销行为。强化沿街“门前五包”管理，清理沿街
乱堆乱倒、乱摆乱放等。取缔非法停车场，确保无擅自占用
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经营行为。拆除人行道违章设施，清除整
治擅自安装停车设施、放置障碍物等，确保道路畅通。开展
环境卫生、公园广场、市政设施、城市内河等综合整治。

据了解，本次“百日雷霆”行动按照重点推进、难点突破、
全面提升的原则，对中心城区高速围合区域范围内出入市
口、城乡接合部、文博景点、广场游园、商场、宾馆、主次干道
两侧以及背街小巷等进行全面整治，解决了中心城区噪声扰
民问题，营造安静适宜的人居环境。6

乡村道德银行储蓄脱贫精气神

南阳玉雕节上9大项目集中签约

镇平“揽金”36.7亿元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通讯员 谭亚廷 魏本玲）在

近日举行的南阳第十六届玉雕节镇平县重大项目签约仪式上，
9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额36.7亿元，涵盖先进制造、新
型建材、高端服务、食品加工和新经济产业等多个领域。

镇平县以产业集聚区和全省静脉产业示范园区为平台，加
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商贸物流中
心、现代服务业中心、全域旅游大县和康养中心。今年该县确
定的122个重点建设项目，涉及工业、新能源、现代服务、文化
旅游、园林城市、内河治理、棚户区改造、交通公路等领域，不仅
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还包括乡村振兴和生态保护等重大
民生项目，将为镇平县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近年来镇平县将优化营商环境摆在突出的位置，把脉问
诊影响发展环境的“痛点”“堵点”“难点”，精准施策推动全县
营商环境大改善、大提升，努力打造“审批最少、流程最优、体
制最顺、机制最活、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的一流营商环境，以
服务的高质量助推经济发展的高质量。6

提速谋发展 古宛谱新篇

□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王娟

追溯南阳市发展历史,宛城

不可不提，这里曾是三国时期经

济重镇、历史名镇。医圣祠、南

阳府衙、汉代冶铁遗址3处国家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玄妙观等

16 处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成为当下宛城区建设生态文

化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文化资源。

目前，南阳市提出建设重要

区域中心城市的目标定位，立足

大城市，争当区域领跑者。在全

省推动高质量发展、让中原更出

彩的新篇章中，一场从“大市”向

“强市”的“南阳突围战”悄然拉

开帷幕。作为南阳市中心城区

之一，围绕建设有较强吸纳集聚

能力和重要影响力的大城市，宛

城区已做好了准备。

“高质量建设具有较强吸纳

集聚能力和重要影响力的大城

市是省委、省政府对南阳的新要

求、新期待，更是全市人民的新

坐标、新动力。宛城区作为南阳

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责

任有义务发挥排头兵的作用，干

在实处，走在前列。”宛城区委书

记刘中青说。

如今的宛城区是一座现代

化新城区，自然条件优越，文化

底蕴丰厚，区位优势明显，交通

便利发达，产业基础较好。宛城

区将抓住发展机遇，坚持以产兴

城、以文塑城，提速高质量发展，

让古宛城谱出新乐章。

高质量建设具有较强吸
纳集聚能力和重要影响
力的大城市是省委、省政
府对南阳的新要求、新期
待，更是全市人民的新坐
标、新动力。宛城区作为
南阳中心城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有责任有义务发
挥排头兵的作用，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

产业集聚区外宽敞的道路

快速发展的物流产业为商贸
繁荣奠定基础

宛城区龙头企业娃哈哈生产线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张爽

5月 17日“世界电信日”即将到来之
际，南阳通信传输局以各种形式开展了军
民联合护线宣传活动。多年来，南阳通信
传输局坚持通过宣传，提高沿线政府、机
关、社会团体、企业以及沿线群众对国防
光缆的认识，确保通信光缆安全稳定运
行。

我国从 1986年开始，历时 15年建成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八纵八横”的大容量
光纤通信干线传输网，它们纵横交错，经
纬互织，构成了我国四通八达的一级干线
传输网络。南阳身处其中“一纵一横”的
光缆干线上，全线2000多公里，是贯通南
北、连接东西的重要枢纽。

南阳通信传输局承担着整个南阳市
辖区里国防（军用）光缆的巡查和维护工
作。1410 公里的一级直埋干线光缆和
2300余公里的二级架空干线光缆线路如
同生命线贯穿于南阳市城乡境内。如何
保障通信生命线安全稳定运行？南阳通
信传输局锤炼了一支专业化队伍，他们发
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
献”的精神，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跋涉
在乡间的山水丛林，用一片赤诚之心保障
通信光缆的畅通。

为打造执行有力的维护团队，南阳通

信传输局先后编制《南阳通信传输局维护
资料汇编》，重新修订了《光缆隐患控制管
理办法》《南阳维护中心干线光缆线路升
迁保护管理办法》《南阳维护中心光缆线
路故障考核办法》《南阳维护中心光缆线
路三盯防障管理办法》等，人手一本，强化

管理，将办法和要求落实到位。
为防止通信光缆损毁现象出现，护线

人员将工作进行得细致入微。各分局与
施工单位签订安全协议，施工当日维护部
安排人员到现场指导，光缆交越地点申报

“三盯”现场，并严格按照“三盯”管理办法

对隐患区域进行封闭管理，施工期间做到
盯紧、盯死、盯到底。

汛期是通信光缆保护的重要时期，南
阳通信传输局专门成立了防汛应急通信保
障领导小组。对防汛物资进行整理，对应
急光缆进行测试，损坏的接头及时更换。
每年4月初，他们都要对河道、沟坎、慢坡
等特殊地段进行徒步巡回、埋深探位，发现
问题立即整改。同时，还及时对一、二级干
线进行两次备纤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及时
更新应急调度预案，对于测试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复测、定位，制订整治计划。

保障通信安全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支
持，南阳通信传输局的宣传活动贯穿全
年。3 月份，他们开展了“穿墙过院、苗
圃”等特殊地段护线宣传协议签订专项活
动。在“世界电信日”和省两会期间，他们
加强与市、县两级政府及职能部门的联
系，宣传干线的重要性，强化政府机关对
线路的重视，也增强了沿线群众爱线护线
意识。平日护线员建立各自辖区范围内
大型机械户主微信群，在节假日、重保时
段等进行宣传联系。

“通信光缆时刻都在为我们的国防
建设、经济发展做贡献，同时又与人民群
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光缆维护工作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希望大家都能提高
爱线护线意识，共同确保光缆线路的安全
畅通。”南阳通信传输局局长符明伟说。

维护军用光缆，守护你我的“生命线”

南阳通信传输局开展护线宣传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5月 9日，记者从南阳获
悉，第五届国际数学建模挑战赛（IMMC2019）评奖结果公
布，南阳市第二中学王耀笛、袁浩翔、陈昊、苏斌四位同学组
成的团队，从586支团队中脱颖而出，成功荣获国际赛特等入
围奖，这也是我省唯一一支晋级国际赛的团队。

国际数学建模挑战赛，是一项面向全球中学生的国际性
新型数学建模竞赛，其创办机构是美国数学及其应用联合会
和香港儒莲教科文机构，旨在增强中学生数学核心素养与科
技创新能力。

“我们的学生与众多来自一线城市名校的学生同台竞
技，历经 IMMC2019冬季赛和国际赛的挑战，通过了多重严
格的论文评审，成功荣获国际赛特等入围奖，实属不易。”南
阳市第二中学教学科研处主任李桂超说，同学们在数学算法
上展示出的超强水准，受到评委老师的一致肯定。

“这次比赛提高了学生们的创新能力，激发出他们的创
新潜质，有助于为国家培养更多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该
校校长李喜明说。6

南阳四个中学生
在国际赛中获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