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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8 月 19 日至 24 日，
2019年北京院士专家南阳行活动举行。中国工程院院
士、难熔金属粉末冶金和铝合金领域专家聂祚仁等23位
院士专家莅宛。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人才工
作局，南阳市委、南阳市人民政府共同组织举办。活动主
要包括产业（行业）分组对接、市情考察等环节。活动期
间，23位院士专家在智能制造、农林、电商物流、医疗卫
生等方面进行对接，并深入南阳市企事业单位开展专题
讲座、技术服务，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南水北调干
部学院、邓州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内乡廉政教育
基地等进行实地考察。此次活动进一步促进南水北调京
宛对口协作和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北京的专家和技术成
果优势，助推南阳加快建设具有较强吸纳集聚能力和重
要影响力的大城市。6

“2019年北京院士专家
南阳行”活动举行

西峡强力实施“人才强县”战略

150余名企业家高校充电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通讯员 封德 庞伟英）

“听了专家教授的讲课，进一步开阔了视野，培养了创新思
维，对企业管理和科技创新大有益处！”8月18日，参加西
峡县在复旦大学举行的振兴发展企业创新专题培训班后，
西峡县内燃机排气管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景胜感慨道。

西峡县以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为载体，分期分批组
织县内企业家、企业高管到知名院校学习深造。先后举
办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 4期企业家
培训班，培训先进装备制造业、食品加工业和新材料业企
业家150余人。

近年来，西峡县坚持以“两轮两翼”为总抓手，强力推
进“工业强县”和“人才强县”战略，围绕建设先进装备制
造业强县的目标，着力培育了装备制造业、特钢及新材料
产业、中药制药和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在工业转型升级
的大背景下，为突破传统思维模式对企业快速发展的束
缚，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加速提
质增效，全面提升工业经济发展水平，该县组织企业家

“走出去”，到国内高等院校学习培训，进一步开阔企业家
眼界。高校学习对企业家们来说是“充电”之行、“补脑”
之行和“添智”之行，让大家在学习中更新了管理理念，提
升了战略思维，必将为提高企业管理经营水平、加快推进
企业转型升级起到推动作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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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青青陵
上柏》一诗生动描述了古时宛城旅游的盛
况。南阳是文化旅游资源大市，文旅资源
非常丰厚，最近几个月里，黄帝时期的黄山
遗址和东周时期的“不见冢”周边大型墓葬
群的发掘，成果频出，吸引了全省乃至全国
诸多探询的目光。

今年 3月 19日，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
首席科学家李伯谦考察黄山遗址后，83岁
的他兴致勃勃地题字：“中华瑰宝 千年一
遇”。4月 2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
学家、学部委员王巍为遗址题字：“独山古
玉 黄山天琢”，他还题写了“文明在宛”，对
南阳文化做了充分肯定。5月 24日，中国
先秦史学会在南阳举办了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与南阳历史地位考察研讨会，会议认定
南阳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核心区，进一步提
高了南阳的影响力。

来自郑州的王先生说：“以前只知道南
阳风景秀美，却不知道南阳文化底蕴如此
深厚，近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诸多文物发掘，
我带着朋友已多次来南阳追寻楚长城。”

从 7000万年前的恐龙蛋到 50万年前
的南召猿人，从5000年前的岩石文（岩画）
到 2700年前的楚长城，从 2500年前的王
子朝奔楚到 2100年前的“博望侯”张骞开
拓“丝绸之路”，从刘秀起兵南阳郡到诸葛
亮躬耕南阳……近半年来，南阳文化火了
起来，与此相关的旅游线路更是游客如织。

另外，记者还了解到，今年下半年，南阳
将着力打造寻根祭祖朝圣、生态休闲、文化
研学、三国文化等多条文化旅游线路，每个
县（区）还要打造一个文旅融合示范点，推动
曲剧、非遗等项目进入重点旅游景区、旅游
度假区，推进红色旅游、旅游演艺等业态提
质升级，全面展示南阳深厚的文化内涵。

“花样”“避暑”“文化”“健康”，单单这四
个关键词，隔着屏幕已让人怦然心动。趁着
改革和发展的东风，南阳文旅融合之后的

“一二三四五”将开出怎样的花、结出怎样的
果，一切都充满期待。今年下半年，南阳计
划完成投资 22亿元，推出中华文明探源游
五条线路，盛邀四海宾朋回南阳看看。6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张雅峥 杨振辉

“为什么要搬家？因为北京‘渴’。为了南水北调，咱
做出再多的牺牲也值……”8月 19日，“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淅川移民精神首场巡回报告会在省财政厅举行，报
告团成员用真挚的言语、动情的演出，向在场200多名党
员干部讲述移民搬迁的感人事迹，对在场人员进行了一
场心灵的洗礼。

淅川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和渠首所在
地，为确保一库清水永续北送，半个多世纪以来，该县先
后移民近 40万人，他们用汗水、泪水和热血铸造了可歌
可泣的“移民精神”。 随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深入推进，结合我省实际，创新载体抓手，“忠诚担当、
大爱报国”的移民精神成为教育引导我省广大党员干部
勇担历史使命，增强干的自觉、鼓起干的斗志，朝着中原
更加出彩扎实迈进的不竭动力。

报告会上，移民后代马晓、淅川移民干部葛飞、公安
干警阮丽、新闻记者赵川、人民教师杨露等分别作了报
告。他们以亲身经历或所见所感，通过朴实无华的语言、
生动感人的故事和满腔真挚的情感，再现了令人难忘的
移民大搬迁情景，展现了淅川移民为支持国家重点水利
工程建设做出的巨大奉献和牺牲。淅川县曲剧团精彩表
演的反映移民干部到群众家中做搬迁动员的情景剧《丹
江夜雨》将报告会推向高潮。

“移民群众‘舍小家、顾大家’的牺牲奉献精神鼓舞着
我们。今后，我们会以此为动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保
持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
斗争精神，为我省财政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河南省财政
厅机关干部张赛说。6

移民精神感人肺腑

美丽乡村“颜值”增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通讯员 张栋察）走

进方城县清河镇文岗村，一条条整洁的道路四通八达，排
与排、户与户之间的水泥路平坦光亮。“看着村里越来越
干净、越来越美，我觉得当一名保洁员很自豪，脱贫致富
的干劲也更足了！”贫困群众苏金虎高兴地说。

聚焦村容村貌提升，方城县清河镇专门组建镇、村、
组三级人居环境整治队伍，镇里成立专业垃圾转运队，各
村成立垃圾清理队，各组划定垃圾收集点，建立组收集、
村清理、镇转运的垃圾回收处理长效机制，对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和废弃杂物开展不留死角的清理，确保日产日
清。据了解，清河镇先后投资300多万元，建成垃圾中转
站4座，购置垃圾清运车11辆，配备人力保洁三轮车230
辆，安放垃圾箱300余个，开发村级保洁公益岗位500余
个。同时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载体，开展生态绿化和污染
治理，围村植树造林 40多万株、打造生态廊道 13公里，
依法关停取缔排污企业 2家、整治规范 27家，致力于外
在“颜值”和内在“气质”的双提升。

“各村会有不定期的评比，家家户户也要评，得分高
的还能到爱心超市换生活用品哩。”苏金虎告诉记者，作
为村里的保洁员，他们每天要打扫卫生，村里越来越干净
了，家家户户也不好意思乱丢乱放生活垃圾了。好的环
境在无形中陶冶了人、改变了人。6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廖涛 王修文

8月 23日一大早，南召县石门乡大冲村
贫困户党主峰启动铡草机，把一捆捆绿油油
的玉米秸秆粉碎成5厘米长的小段，用铁叉
叉进牛舍，给牛儿喂料。

“玉米秸秆营养价值高，易于消化吸收，
是喂牛的好饲料。”党主峰悉心照料着自己
的“宝贝”，虽然每天花费不少精力，但是心
里充盈着幸福感。

2015 年底，党主峰家被评议为南召县
石门乡大冲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一家 4口
人，两个孩子在中学就读，党主峰胃出血、腰
间盘突出，干不了重活，妻子患有风湿性关
节炎，夫妇俩经常寻医问药，成了两个“药罐
子”。全家生活仅靠几亩薄田和党主峰隔三
差五打零工赚钱维系，日子过得非常艰辛。

“那时候，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得我喘不过来
气，整天浑浑噩噩，得过且过。”想起以前的
生活，党主峰直叹气。

2016年，帮扶人张强来到党主峰家，经
过一番深入攀谈，发现他家发展动力缺失，
脱贫热情不高，尤其是缺乏依靠自身能力脱
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扶贫先扶志，在张强

苦口婆心地劝说下，党主峰精神抖擞，像铆
足劲的发条一样，重新点燃勤劳致富的奋斗
热情。2016年，党主峰利用到户增收产业
扶持资金，养殖 200只土鸡，两年间发展到
800只，收入3万多元。

小打小闹，难成气候。2018年7月，党主
峰萌生养牛的念头。包村乡干部杨双磊带着

党主峰到唐河县城郊乡、张店镇，靠着杨文磊
牵线搭桥，党主峰一次“赊”来20头优质种牛。

随后，在张强的协调帮助下，党主峰又
申请到5万元小额贴息扶贫贷款，他决心要
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去年他利用这笔钱购
买了铡草机、饲料粉碎机、花生摘果机等 4
台机器，立秋后免费为周边群众摘花生，留

下花生秧作为养牛饲料。那段时间，夫妻俩
起早贪黑，积存了60吨饲料，光这一项就节
省了2万多元的饲料成本。

“当初我没有本钱，20头种牛全部是赊
来的，多亏了乡干部的真心帮扶。一年来，
陆续卖掉8头成品肉牛，收入10多万元。”发
了“牛”财的党主峰，对帮扶干部心怀感激。
现在的党主峰可是乡里名副其实的“牛人”，
牛舍里存栏南阳黄牛、夏洛莱、西门塔尔 3
个品种20头牛。

“党主峰是一个有魄力、有胆识的人，虽
然家庭贫困，但是不等不靠，在扶贫干部的
帮助下，发展肉牛养殖脱贫致富，同时带动
周边群众一起养牛，在群众中起到了示范带
头作用，成为我们村脱贫致富标兵。”大冲村
村干部马轲说起党主峰赞不绝口。

惠农政策如春风化雨。去年党主峰家进
行了C级危房改造、旱厕改造、“七改一增”工
程，原来破烂不堪的农家小院焕然一新。

“扶贫政策好，帮扶干部亲。一年多来，
家里发生的巨变，让我明白，幸福都是奋斗
出来的！”党主峰的信心越来越足，今年他又
在 1.5亩田里投放 100多斤小龙虾种苗，预
计到年底可以收入2万元，幸福的新生活正
在向他招手。6

贫困户幸福生活奋斗记

南阳立足资源禀赋，让文化与旅游同频共振——

“诗与远方”谋局 文旅融合开篇

脱贫一线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文化与旅游如何融

合，是南阳文旅融合元年

需要探索的重要课题。

近日南阳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工作会的召开，是该

市文化、广电、旅游部门

机构改革后的第一次会

议，确定了文旅融合的全

新发展路径。

“文旅融合不是简单

的相加，需要从本质上实

现融合，最终实现‘1+1>

2’的叠加效应。”8月 20

日，南阳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局长白振国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南阳将创新

“全文旅”和“+文旅”两个

理念，筑牢“文化、生态、

康养”三大支撑，做好“文

史、山水、源启、圣贤”四

篇文章，依托“伏牛山、淮

河源头、南水北调、万里

茶道、丝绸之路”五个线

路，围绕“打造花样、避

暑、文化、健康”南阳旅游

品牌，到2020年，初步把

南阳打造成为国内知名

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今年 4月 28日，2019世界月季
洲际大会在南阳开幕，全球 18个国
家的友人和月季大师齐聚南阳，这
无疑是南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挂
牌成立后面临的首次大考，也直接
带动了南阳“五一”期间旅游综合收
入的不断飙升。

南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南阳市共接
待 旅 客 3665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4.3%，旅游综合收入 242 亿元，同
比增长30.1%，预计文化产业增加值
将达 46 亿元，累计发行旅游年票
31400余张，销售额达220万元。

项目无疑是文化旅游发展的强
劲动力。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南阳
文旅重点支撑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30.93 亿元。老界岭创建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 12.1
亿元，备受瞩目的卧龙岗武侯祠创
建国家 5A 级景区项目取得阶段性
成果，内乡宝天曼生态文化旅游区
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等其他 7 个重
点支撑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其
中，内乡宝天曼创建国家 5A级景区
项目完成投资 5.6亿元，正等待国家

“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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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从左到右依次为：

西峡恐龙遗迹园
镇平国际玉城
桐柏淮源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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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主峰养牛致富 廖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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