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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积极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城区旧貌换新颜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11月 25日，漫步南

阳市七里园街，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风格让人眼前一
亮。过去沿街商铺违法违规经营、乱搭乱建等现象不
见了，路平墙白、招牌整齐的环境让周边群众连连称
赞。连日来，南阳市积极开展街道小巷综合大整治活
动，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城市的老旧小区和背
街小巷也在“创文”的热潮中旧貌换新颜。

南阳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指挥部向市民发出
倡议：做道德风尚的传播者；做文明行为的践行者；做
创建活动的参与者。市公安局召开誓师动员大会，从
11月起至 2020年春节前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冬季交通
安全综合整治百日行动，严厉打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持续改善道路通行秩序，创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
通环境。公安部门还将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警示曝光行
动，倡导全民参与，共建文明交通。市城管局开展为期
100天的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百日攻坚行动。此次行动
以优化提升市容市貌、市容秩序和环境卫生为目标，对
中心城区主次干道、商业大街、出入市口、城乡接合部
及窗口部位等处的市容环境、秩序和卫生面貌进行一
次大整治、大扫除、大提升，深化城市综合管理，消除各
类城市乱象顽疾和卫生死角，使城市市容环境秩序和
卫生面貌得到大的提升和改观，为南阳市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作出新贡献。同时，城市的老旧小区和背街小
巷也在“创文”的热潮中旧貌换新颜。6

吃水不忘掘井人
革命基因代代传

南阳用活红色资源力促主题教育高质量开展

地方传真

“这里有全国党史、河

南党史，也有南阳党史，内

容极具历史纵深感，很震

撼。尤其是看到那些我们

见证过的历史，感触更深、

共鸣更多。在这里可以磨

砺初心，内心得到净化洗

礼。”11月9日，南阳农业

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张士君

在参观完“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展馆后深

有感触地说。

地处豫西南的南阳

市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南阳市各级

党委政府注重用好用活红

色资源，通过建红色展馆、

到革命老区重温红色历史

等学习载体，使学习入心

入脑、触及灵魂，并转化为

推动工作的磅礴力量。

□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王兵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经济发展了，村
干部威信高了，干群关系更融洽了。”11月 15日，方城
县广阳镇卢台村村干部坦言。原来，该村多年来派性
斗争严重，矛盾纠纷突出，导致村党支部软弱涣散。
2018年，在外创业的退役军人朱永安回村担任党支部
书记，带领村“两委”班子发展产业，卢台村成为由后进
村变先进村的典型代表。

近年来，方城县在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工作中，
结合实际，探索建立了“四项机制”，即：常态化排查机
制、精准化整顿机制、标准化验收机制、实效化考评机
制，扎实有效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今
年，该县共有28个村被确定为软弱涣散村，目前已整改
完成24个。

该县明确了不同领域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的排查
认定标准和责任主体，要求各乡镇（街道）按照“常态化
排查、动态化管理”的原则，一经发现软弱涣散苗头问
题，立即由乡镇（街道）开展整顿，完不成整顿任务的，
上报县委组织部，动态纳入全县整顿工作台账。为形
成工作合力，方城县专门建立了由 12个县直职能部门
组成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对
受到刑事处罚的村干部及时清除出村干部队伍。同
时，把整顿工作纳入县处级领导干部主题教育中，因地
制宜，“一村一策”开展整顿工作。该县还制定了5大类
16小项评估验收标准，验收评分不达标，工作组不脱
钩、不换挡，确保整顿工作取得实效。6

“四招”整顿
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11月 14日，记者从
南阳市热力公司获悉，今年南阳市区新增设了 10条供
热管网，增加管道15公里，新增供热小区38个，新增供
热面积160万平方米，为更多的市民提供供暖服务。

南阳市热力公司为保证供暖安全和供暖品质，提
前完成热力站及供暖设备改造、检修和养护。目前，该
公司全市152个热力站已基本完成注水、试压。在此基
础上，该公司又投资 45万元，对城区 1500户加装室内
温度测点，改善供暖效果。为方便群众，该公司在南阳
市市民服务中心开设供暖窗口，积极构筑“智慧热网”，
开通“网上报装”业务，建立银企联网、微信、支付宝等
多种缴费通道，并设立了抢修专线和 24 小时客服热
线。同时，该公司承诺实行网格管理，试点推行“客服
专员”，公开“客服专员”手机号，向社会公开服务承诺，
确保在第一时间解决用热问题；供暖期将持续开展入
户测温和“访民温暖”活动，提高用热满意率。 6

南阳新增供暖面积
160万平方米

西峡老界岭力争明年成功
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封德 杨
洋）11月 17日，西峡县创建老界岭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誓师大会举行。该县对创建工作给出了“时间表”：
2020年年初递交申报资料并争取通过基础评价，力争
2020年年底前成功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近年来，西峡县紧抓南阳市委、市政府制定的“避
暑养生地、南阳老界岭”这一品牌形象，把山地避暑旅
游度假作为转型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形成一个从生态
观光、自然探索、运动体验、文化传播到避暑度假、休闲
养生的完整体系。老界岭旅游度假区以老界岭 5A景
区为核心，规划面积约 20.5 平方公里，2015年已成功
创建省级旅游度假区。这里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有“八
百伏牛凌绝顶，长江黄河分水岭”之说，度假区内森林
覆盖率达 97%，拥有植物 2800多种，珍禽异兽 400多
种。辖区内空气负氧离子含量最高可达每立方厘米
3.6万个，夏季平均气温 18度，是天然的避暑胜地。该
县相继举办了 2019中国西峡伏牛山国际越野赛、欧美
国际职业篮球首站赛等国际赛事，连续两年举办“避暑
旅游季·高速免费月”系列活动，连续三年在老界岭举
办山地避暑旅游高峰研讨会，进一步打响了“老界岭”
品牌。6

易地扶贫中的“拼命三郎”

1926 年 5月，奉命回宛的南阳籍党员刘
友三、杨士颖等在这里成立了南阳地区的第
一个党支部，隶属中共豫陕区委领导，开展农
运、青运等活动，揭开了波澜壮阔的南阳革命
史。9月 26日，南阳市领导和各界群众先后
来到宛城区黄台岗镇刘宋营村，瞻仰中共南
阳第一支部旧址，回顾中共南阳第一支部诞
生的光辉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共
同接受革命传统的精神洗礼。

9月 28日，市委市政府领导又率大家来
到桐柏革命纪念馆，共同接受革命传统的精
神洗礼。碧血书丹青，英魂铸丰碑。地处淮
河源头的桐柏县是革命老区，战争时期，先
后成为 3 个中央级、6 个省级、9 个地级党、
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刘少奇、李先念以
及 304 位元帅、将军曾在此工作和战斗过。
为了解放和保卫桐柏这块革命根据地，1.2万

余名英烈长眠桐柏山，1984年国家确认桐柏
为老苏区县。2005年 2月，桐柏革命纪念馆
被列为“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原国
家主席李先念亲笔题写“桐柏英雄纪念碑”
和“桐柏革命纪念馆”。所有参观者认真观
看视频资料、听取讲解、互动交流，深刻体悟
桐柏英雄血与火的壮烈实践、可歌可泣的革
命精神。

与此同时，南阳市镇平县、方城县、宛城区
等先后组织党员干部到彭雪枫纪念馆、红 25
军鏖战独树纪念碑等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接受精神洗礼和党性教育。

张文深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习近平
总书记这次到河南考察调研时再次强调，“吃
水不忘掘井人”，要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
的，始终铭记缅怀革命先烈。南阳作为革命
老区，红色资源丰富，在革命战争年代，曾培

育出鄂豫边革命先驱张星江、我军高级将领
彭雪枫等革命先烈，留下了鏖战独树镇、南阳
会战、三军会师桐柏、宛东战役等载入史册的
战役。要传承好、保护好、利用好红色资源，
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
事，建设发展好革命老区，让红色基因代代相
传、永不褪色。尤其是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要把优秀革命传统作为精神
养料，补足精神之钙，筑牢信仰之基，从中汲
取力量、砥砺斗争精神，推动主题教育向实处
开展。要号召党员干部始终坚持问题导向，
树牢有解思维，把能否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检
验主题教育开展成效的重要标志，扑下身子，
沉入基层一线，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
数，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
新成效、新变化。6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李彦

11 月 19日一大早，刘杨扶着楼梯一路
走走歇歇，准点来到办公室。脑血栓造成的
后遗症使他行动略有迟缓、言语含糊不清、
双手颤抖地连笔都拿不稳。尽管如此，刘杨
仍然坚持每天上班，通过浏览以前的工作记
录来帮助自己“回忆”业务，一边看一边记笔
记，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地写着每
天的学习心得。

他密切关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后续
配套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产业就
业发展、县级部门综合验收等各项环节进
展，经常打电话、发短信，了解具体情况。看
到搬迁安置工作稳步推进，贫困群众喜气洋
洋住进新居，刘杨的心仿佛也飞到了那里，
和他们一起畅享着新生活的快乐。

这位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挑大梁的
“拼命三郎”，自分管全县易地扶贫搬迁工
作以来，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让 1126 户
4280 名贫困人员搬迁安置，推动拆旧生态

修复任务、乡镇“五新”等工作稳步推进，使
桐柏县的集中安置区在建设品质方面不断
提升。因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表现优秀，他
本人获得了“全县脱贫攻坚先进工作者”的
荣誉称号。

2016年，桐柏县启动了易地扶贫搬迁工
作，时任县发改委副主任的刘杨受到组织委
派负责分管此项工作。“刚接手这项工作不
久，经验少，工程各项进度也赶，我们就是拼
着一鼓劲儿去干，想着房子盖好了，群众能
赶在过年住上新房，过个好年。”刘杨笑着说
道。2016年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从 8月开
始启动，按照计划，春节前全县所有的搬迁
安置点都要完成竣工验收，让贫困群众能赶
在年前入住。因为时间紧、任务重，交叉进
行、超常推进成了集中安置点项目建设的常
态。刘杨带领着同志们马不停蹄，加班加
点，白天接着黑夜，一项一项地落实、推进。
2016 年，桐柏县易地搬迁项目安置 335 户
1300人已全部入住，拆旧工作已经完成，位
居全市前列。

2017年春节，刘杨不等假期结束便立即

奔赴岗位开始新一年的奋战。新的一年他
给自己定了太多的目标要完成：2017 年易
地扶贫搬迁任务计划安置 243 户 932 名群
众，工程总建筑面积为 23252 平方米，工程
量大且涉及面广；复垦工作还需快速推进；
搬迁户要“搬得出、稳得住、有产业、能致
富”，还要协调好产业发展和搬迁工程同步
推动等。

刘杨和同事们经常亲赴施工现场进行
督促，以便随时掌握项目施工进度。经过各
方努力，安置点各项工作按质按量有序推
进，一幢幢鳞次栉比的新房格外亮眼，一条
条宽阔平整的水泥路通达山外，文化广场等
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家家户户门口贴着颂党
恩的大红对联，群众都说，“这里的日子真是
越过越甜。”

2018年年初，正值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
扫尾入住紧要时期，刘杨开完一场工作会议
后突感心跳加速、绞痛难忍，因病情严重，他
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并暂时
住院休息。术后仅仅休息了20天，就不顾医
生的劝告，返回工作岗位。

“3 年多，1126 天，刘主任带领我们分
东西两片，几乎将所有的安置点都过了 4
遍。”同事姜森说，“感觉我们就像一个不知
疲倦的陀螺，对工作的热爱就是抽打陀螺
的那根鞭子。”对刘杨而言，忙到忘我向来
是 常 态 ，自 己 的 身 体 他 总 是 抛 在 脑 后 。
2019年 6月，刘杨感到身体强烈不适，不得
不转送到省医院做进一步检查。临出发
前，他放心不下手头正在推进的各项工作，
拉着同事再三交代：“三五天我不一定回得
来，工作上的事你们要盯紧点。”得到同事
们的肯定答复后，他才安心坐车离开。在
省医院，刘杨被确诊为脑梗，在医院救治
23 天之后，他的病情逐渐稳定了下来。在
家休养一段时间后，刘杨感觉身体恢复得
很好，闲不住的他怀着雀跃的心情回到自
己的岗位。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在脱贫攻坚
的“大熔炉”，刘杨练就了干事创业的过硬本
领，跨出了忠诚担当的铿锵脚步，表现出一
名基层干部甘为螺丝钉，勇当脱贫攻坚排头
兵的可贵品质。6

在南阳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展馆内，感人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9月 16
日，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带领市主要领导，首
先来到主题教育展馆，接受红色教育，砥砺初
心使命。前后两个多小时，仔细聆听，全神贯
注。

还有，93岁和 88岁的老党员夫妇携手走
进展馆，认真记着笔记，生怕漏掉每一个细节，
听到动情处热泪盈眶；91岁的退休老干部江勤
学和老伴坐着轮椅到展馆参观……

在主题教育中，为使广大党员干部得到精
神洗礼、思想升华和初心滋养，南阳市委组织
部牵头组建专班，高标准筹建主题教育展馆，
两个多月建成开馆。据南阳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吕挺琳介绍，展馆紧紧围绕共产党人的初
心使命这一主题，分为理论探索、理想信念、不
懈奋斗、牢记宗旨、自身建设、出彩南阳共6大
部分 18个板块，运用 400余幅历史图片、300
多件珍贵文献，生动展现了我党近百年来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守初心使命、不断开拓前
行的光辉历程，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南阳大
地发生的沧桑巨变。

“党员干部们参观热情很高，每天最少接
待4场，多的时候6场，还排不过来。”南阳市档
案馆馆长、主题教育展馆馆长王艳丽说，开馆
以来，已接待150场次8000多名党员干部。

今年 77岁的张德凤，退休前一直在南阳
市中心医院工作。其丈夫是一名军人，参加过
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曾多次立功。在参观完
展览后她久久不愿离去，还给讲解员讲起了自
己年轻时候的故事。她哽咽着说:“很激动！
我们这辈人就是要为党的事业奋斗，为人民服
务终身！党员干部们都应该来好好学学。”

为何能给党员干部带来如此大的“冲击
力”？南阳市博物馆副馆长王玉君负责展馆讲
解员的培训，她握着手中的几张讲解词说：“我
们把最初4万字的讲解词浓缩到50分钟6000
余字，而且要提前了解不同参观团体的职业特

点，尽量做到内容贴近，突出重点，讲出感染
力，达到心灵共鸣，让党员干部在润物无声中
磨砺初心，再出发。”

南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副调研员李慎智从
事党史研究 30多年，他说从来没有像这次一
样触及灵魂，反复筛选、研究史料的过程，也是
寻找初心的过程。“为了让这些珍贵的党史、档
案内容得到生动有力的传达，我们严把政治
关、史实关、文字关，每一篇文献、每一张图片、
每一段文字、每一个故事都按照主题推敲打
磨，还特意精选了发生在南阳大地上彭雪枫
《父亲的盘缠》、郭庠生《无过可悔》、红二十五
军《鏖战独树镇》、《毛泽东与南阳》等9个红色
故事，通过声情并茂的讲述，感动了无数党员
干部。”李慎智坦言。

整个布展过程是布展团队怀揣初心、感悟初
心、淬炼初心、践行初心的过程，布展把握政治
性、特色性、整体性、简约性原则，做到零差错。

南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恒德自豪地说：
“目前，红色文化在广大党员干部中间激发出
的拼搏进取精神，正转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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