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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重干激发南阳活力

去年 6月底召开的省委十届六次全
会暨省委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以党的建
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一步一个
脚印实现中原更加出彩的奋斗目标。

在全省各地竞相出彩的大潮中，南阳
从建立高质量党建体系入手，开始书写属
于自己的南阳故事。

2018年 8月，南阳市委出台了《关于
构建新时代经济发展高质量工作体系的
意见》，正式提出构建党建高质量的“四
梁八柱”：紧紧抓牢政治思想、组织队伍、
作风效能、纪律廉洁这“四大关键环节”，
强力推进政治统领行动、凝心铸魂行动、
强基固本行动、干部锻造行动、人才强市
行动、清廉护航行动、法治领创行动、同
心携手行动等“八大行动”。再加上与之

配套的 20项工程，构成了一套完备的体
系，让推进党的建设高质量有了具体抓手
和载体。

“这一体系为南阳推动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也体现了南阳市委
对党建工作的高度重视、高处站位、高处
落笔。”南阳理工学院党委书记邢勇对南
阳的一系列做法点赞。

如何避免过场子、花架子？南阳将评
议结果与年度党建工作考核结果挂钩，严
格考核奖惩。对年度考核中先进的县、
市、区和市直单位，在领导班子评定、年度
优秀指标分配、干部选拔任用上予以倾
斜；对管党治党不力，党建工作出现重大
失职、造成不良影响的，严肃追究相关党
组织负责人的责任。

构筑高质量党建的“四梁八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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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干就干。一场大抓党建，通过提
升党建质量促进各项工作争优创先的接
力赛在南阳各县区陆续展开。

从今年 3月开始，南阳市开展村（社
区）党支部书记“大比武”活动。经过层
层打擂，14名村（社区）党支部书记进入
市级擂台赛。

6 月 23 日下午 2：30，南阳市村（社
区）党支部书记擂台比武正式开始。

第一位上场的是桐柏县吴城镇王湾
村党支部书记郭进军。5分钟专题片播
放完毕，他便匆匆地走上擂台，没有寒
暄，直奔主题：“我们打造万亩茶园，仅此
一项，每户能增收2万元；除了茶叶，还种
植香椿 1600亩、莲藕 150亩、经济林 300
亩……”

“打造‘三千一万’工程，具体说就是
发展千亩桑蚕养殖基地、千亩香菇种植
基地、年产值千万元服装加工企业和万
亩柞蚕养殖基地……”第二个上场的是
方城县四里店镇余庄村党支部书记李太
林，他也毫不示弱。其他党支部书记也
把自家的成绩和亮点一一展示。

“大比武”机制，让村党支部书记们
比出成就感、比出收获感，赛出了压力，
赛出了干劲儿，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村（社
区）党支部书记真抓实干的良好精神风
貌。

为打通乡村治理“最后一米”，解决
干部想管管不好的事情、扶贫想补补不
了的短板，内乡县开展“三带五联”活动，
以五户为一组，组建由党员干部、社会能
人、致富能手带的联户组，建立起“农户
—联户组—村民小组—村党支部”四级
工作网络，既扶智又扶志，推动该
县脱贫攻坚工作在全省考评中位
于前列。

除此之外，镇平县开展了“玉
乡先锋”行动，淅川县推进“两弘
扬一争做”活动，新野县探索农村
社会治理“自治+法治+德治”模
式，方城县集中开展党员干部“大
培训”……党组织在各项工作中
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

党建高质量，离不开一支忠诚干净
担当的干部队伍。干部的激情来自哪
里？关键在于用人导向正、工作导向实、
考核导向准。

在干部问题上，南阳市委做到“三个
率先”：

一是率先树起重视实绩用人导向。
今年2月份，从脱贫一线乡镇党委书记中
筛选出 3 名优秀同志，提拔任用到市扶
贫办等重要岗位上；对长期默默无闻、资
历较深的 28 名市直副处级干部提任调
研员……此举有效激发了广大基层干部
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二是率先出台正向激励干部担当
作为系列政策文件，为解决干部不
想为、不会为、不敢为等难题开出
了“良方”。

三是率先探索建立干部工
作“五大体系”，开发建成了
南阳市干部考准考实信息
平台，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
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精
准研判，为选准人、用对人提供
数据支撑。

如何凝心聚力，提高干部队伍
工作效能？南阳市正在如火如荼开
展作风整顿工作，激励广大党员干部
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到干事创业上。

南阳市市长霍好胜说，全市上下通
过创新党建载体、精选干部队伍，提升了
党建质量、激发了活力、凝聚了人心，以
强有力的党建工作助推各项事业健康发
展，为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建设重要区
域中心城市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金秋的南阳，处处呈现

出战天斗地的发展热潮：

总投资184亿元的郑万

铁路南阳段目前已全线建

成，正在联调联试，年底前可

正式投运，届时南阳将开启

“高铁时代”；总投资 5.5 亿

元的南阳淅减汽车减振器智

能制造数字化车间技术改造

项目，目前已建成投用，成为

全国乃至亚洲智能化水平最

高的减震器生产基地；南阳

柯丽尔科技公司三号医用干

式胶片生产线项目，正向全

国最大的医疗胶片、医用胶

片打印机研发生产基地进

军；牧原食品无论规模还是

效益稳居全国前列……

速度、质量、效益同频共

振，奏出南阳争先、出彩的华

美乐章。

2018年，南阳生产总值

比上年增长7.2%；第三产业

占比增长2.3个百分点；规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利 润 增 长

53.7%，税收超 5000 万元

的企业达到69家，税收收入

增加12.2亿元，增量是2017

年的 2.8倍；12家企业入选

河南民营企业 100强，入选

数量全省第二。

在众多“出彩”故事的背

后到底有啥玄机？南阳市委

书记张文深一语道破天机，

他说，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

推动发展是第一要务，南阳

市将党建工作与经济工作统

筹谋划、同步安排、一体考

核、互促共进，以党的建设高

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

以经济发展高质量检验党的

建设高质量，两个高质量激

发出南阳发展活力。

高质量党建激发发展动能 9 月 14 日，记者走进各项目建设工
地，只听到机声隆隆，到处都是人声鼎
沸。据统计，全市 844个 5000万元以上
重大项目，总投资 3535 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 1083亿元，前 7个月累计完成投资
779.8亿元，占年度投资目标的 72%。投
资额 3000 万元以上重点工业项目 206
个，前三季度累计完成投资203.4亿元。

这只是南阳铆足劲高速发展的一个
生动瞬间。南阳提出并深入实施“两轮

两翼”战略，重点推进“九大专
项”，着力把南阳打造成区域先
进制造业中心、科技创新中
心、现代金融中心、现代物流
中心、现代商贸中心、现代
综合交通枢纽、全国健康
养生之都、全国知名生
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形

成了南阳经济发展高质
量的工作体系，通过展示

大作为、争当区域领跑者，向

建设具有较强吸纳集聚能力和重要影响
力大城市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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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两轮两翼”战略，为夯实高质
量发提供战略支撑。除了项目，体现南

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还有科技、人才和
金融。

南阳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完善创新体系，推进开放合作，加大科技
投入，去年发放科技贷款贴息 7523 万
元，核发科技创新券 4233 万元，带动金
融机构增加科技创新贷款 20亿元以上，
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53家、省节能减排科
技创新示范企业7家、省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44家，8家企业入选首批郑洛新国家
自创区辐射点，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达到57%。

创新是内核，金融是血脉。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金融街建
成投用，平安银行、富德财险入驻南阳，
农信社改制工作大头落地。福森药业在
香港上市，华星科创、兴辰装饰在新三板
挂牌，230家企业在中原股交中心挂牌，
牧原股份成功发行 9.77 亿绿色债券，全
市企业实现直接融资79亿元。去年新增
贷款 216亿元、增长 10.2%，新增存贷比
达到68%；争取债券资金86.9亿元，其中
新增债券资金 74.9亿元。设立诸葛英才
创新创业投资基金、中医药（艾草）产业
投资基金。政府投融资平台建设步入正
轨，高铁片区、月季园配套工程、国储林
等重点项目实现融资313亿元。

今年 4 月 3 日，首届南阳籍院
士专家故乡行活动在南阳市举行，
王光谦、荣毅超、王永民等近百名
南阳籍在外杰出人士会聚一堂，为
家乡发展送上“金点子”、带来“大
礼包”。一天活动下来，围绕南阳
教育、金融和先进制造业、光电产
业和电商等领域，50个项目完成签
约。其中，中原银行与南阳市政府
签署战略协议，在未来 5年为南阳
提供 300亿元综合授信，支持基础

建设、高铁片区、先进制造业和文旅产业
发展。

人才引进初见成效，“诸葛英才计
划”稳步推进，统筹市、县资源建设人才
公寓，新增省级院士工作站 5家，去年引
进急需人才4222名。

南阳通过搭建党建高质量的“四梁
八柱”，引领南阳向着经济发展高质量的
方向阔步前行。一连串真实而响亮的数
据，反过来又检验了党建的高质量发展。

出彩的故事每天都在南阳大地上
演，这是高质量党建与高质量经济发展
同频共振演绎的精美剧情，澎湃着忠诚、
实干、担当的热血与激情，成就了两个高
质量的南阳实践。③8

高质量发展加速跑

南阳卧龙综合保税区。

白河两岸风光白河两岸风光。。

全国最大的光学薄膜生产企业、国
际著名的光学冷加工基地——河南中光
学集团有限公司。

全国最大的防爆电
机科研生产基地——南
阳防爆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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