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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战中原战““疫疫””地方巡礼地方巡礼

南阳篇南阳篇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医护人员和广大党员干

部用忠诚担当唱响了一曲曲生命赞歌；广大人民群众众志

成城，铸就抗击疫情的钢铁长城。

这是一次熔炉般的烈火淬炼。战“疫”密切了党群干

群关系，锤炼了作风，锻炼了队伍，树立了形象，凝聚了人

心，弘扬了正气，造就了一大批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先进

集体和先进模范人物，凝聚成加快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强大动力。

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

市上下把做好疫情防控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把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

学防治、精准施策，积极打好主动仗，全力以赴夺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探索推进“三有一可”

针对企业用工难和农民工
就业难、返岗难问题，南阳在
全省率先探索推进“三有一
可”工作机制，促进经济复
苏。

有组织地开展外出前健
康核查检测。落实属地管理，
由各县市区进行人员摸排，建
立台账，登记造册，分类管理，实
行“三签字两盖章”制度。

有组织地开展劳务输出。由各
县市区、乡镇政府负责，分级调度，点对点
沟通，统一包车、统一食宿、统一防护，在劳务输出
8个重点省份建立务工创业招商引智服务工作机构，
全市有组织地输送约130万人返岗。

有组织地开工复工。科学安排复工时序，建立
重点工业企业首席服务官和联络专班包保服务等工
作机制，32位市级领导分包全市 98家重点工业企
业，协调解决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遇到的物流运输、
用工、防疫物资、资金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各县市区
在推进企业有序开复工上也探索出不少好的思路举
措。截至目前，南阳市1427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
计复工 1403家，复工率 98.3%，产能恢复率达 70%；
全市 118家规模以上物流企业累计复工 112家，复
工率 94.9%；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开工 273家，开工
率达92%以上。

建设可追溯信息系统。南阳市研发推出了“劳
务健康与流动安全大数据智慧平台”，实现了企业与
农民工无缝对接，健康信息可追溯，一网通办、一码
通用、一次办结。据了解，南阳劳务安全一码通功能
强大，利用信息收集、智能分析、数据溯源技术，实现
务工人员各类信息汇总、查询、分析和健康情况全程
可追溯，并可为有求职意愿的务工人员提供岗位信
息，为开复工企业提供用工信息支持等。同时，南阳
市还将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工作统筹结合
起来，建立完善南阳劳务用工的“大数据库”，切实促
进农民工就业和高技能、高层次人才返乡创业。

项目建设蓄积发展动能

重点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是落实

中央“六稳”要求、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南
阳紧紧围绕高质量建设大城市的
目标定位，深入开展“项目建设
提质年”活动，以项目建设蓄
后劲。

加强项目谋划。初步谋
划 5000 万元以上重大项目
1084 个，总投资 4329 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1305亿元。其
中，省重点建设项目 44个，年

度计划投资 294亿元；市重点建
设项目 258个，年度计划投资 439

亿元。南阳还创新招商引资方式，大
力开展“不见面”招商，成功引进深圳上市

企业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深圳炫硕公司、中国电子集团中电光谷公司等一批
项目落地。

推进项目建设。推行“无接触审批”和“云开工”
模式，全市重点项目已开工 232个，开工率 95.1%。
其中，总投资 330亿元的牧原集团“百场千万”工程
项目开工建设，可拉动有效投资 4000亿元、提供就
业岗位3万个，成为南阳经济新的增长点。

优化项目服务。在疫情防控期间，南阳推行“四
办”服务，即注册登记、行政审批网上办、掌上办、邮
寄办、预约办，在此基础上还通过容缺受理、告知承
诺审批、延长证照有效期等措施，实行特事急办、即
时办结，实现了“无接触审批”，为疫情防控物资、居
民生活物资生产、经营、流通等开辟了“绿色通道”，
解了企业燃眉之急。该市还建立了银政企搭桥牵线
合作机制，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疫情防控期间
全市共为中小微企业减负8亿元。

为给企业复工复产引来金融活水，南阳以争取
国家重点政策支持为导向抢抓发展机遇。据统计，
该市共争取第一批专项债128.7亿元；争取专项再贷
款 8.1亿元，占全省投放总额的 12%；争取中央预算
内投资项目 516 个，总投资 4855.6 亿元，申请资金
210.2亿元；申报省补短板“982”工程项目311个，总
投资2450.3亿元；申报农发行贷款项目533项，总投
资 2115.7亿元，申请贷款 1272亿元；争取新增支农
再贷款5亿元、支小再贷款5亿元、再贴现5.55亿元，
再贴现额度占全省投放额度的25%。

南阳市市长霍好胜说：“南阳紧盯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总目标，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各
项决策部署，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这个头等大事，
坚持既定年度任务目标不变、坚持决战脱贫攻坚目
标不变、坚持决胜全面小康目标不变，抓好复工复
产、项目建设、经济运行、环境优化等重点工作，统筹
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③8

文中配图：工作人员对淅川县外出务工人员乘
坐车辆进行消毒。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南阳与湖北接壤，又是劳务输出大市，疫情防控事关全省乃至全国大局，任务

艰巨，责任重大。南阳市采取了一系列精准有力的防控措施，确保疫情得到有效

控制。国务院督导组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南阳市疫情防控工作所取得的

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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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南阳下好先手棋，以创新“三有一可”机制

为抓手加快复工复产，打好经济社会发展主动仗，为疫情大考之后的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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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赢得主动

时间就是生命。1月 21日，南阳召开全市电视
电话会议，全面启动疫情防控工作；1月 23日，成立
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1月 24日，大年三十，南
阳在全省率先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
应；1月 26日起，南阳市四大班子领导和全市县处级
以上领导干部全员到岗，承担主要防控任务的部门
全员进入工作状态，投入到疫情防控中来。

坚强有力的组织发挥出了强大战斗力。
1月 25日，南阳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升级

为疫情防控指挥部，市委书记张文深为总指挥，市长
霍好胜为第一副总指挥，市委副书记曾垂瑞、副市长
阿颖为常务副总指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坐镇
指挥、统筹调度，坚持每天调度一次、现场办公一次、
暗访督导一次，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到位。

1月30日，南阳全面升级管控措施，指挥部作为疫
情防控的“核心大脑”和“指挥中枢”，8个工作组均由市
级领导担任，市政府秘书长胡云生为首的30名市政府办
公室干部、47名来自市直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主动请
缨，第一时间奔赴战场……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先后
召开4次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3次市政府专题会议、
32次指挥部调度会议，出台各类通告、通知等指令性文
件100余份，及时解决防控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同时，建立了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防控责任
体系，驻村第一书记全部返回工作岗位，凝聚起疫情
防控的强大合力，形成了领导有力、指挥高效、同舟
共济、共抗疫情的工作格局。

织密网络全力保障

南阳坚持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按照“早发现、早
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原则，把“封”“查”“控”贯穿
全过程，落实早、严、精、实要求，形成了立体式的闭
环管控体系，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

一级应急响应启动以后，南阳就把信息公开放
在了重要位置，每天除了发布疫情权威数据外，还以
通告形式传递各类防控信息。

随着疫情发展，南阳的管控措施也逐步升级：
1月 25日起，关闭往返湖北省的高速公路，全面

停运省际、城际客运，设立各类卡点 11026个，投入
人员15.8万人，对市域、县域、乡镇（街道）、村（社区）
进行封闭管理，构筑了“全市域、全时空、全覆盖、无
空当”的四级防线。

同时，把从疫区进入南阳的人员作为排查重点，以
村组（社区）为单元，实行网格化管理、地毯式排查，利
用大数据、信息化等技术手段逐人排查、逐人比对、落
地找人，排查落实武汉返乡人员7.3万人，走出了一条
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支撑的精准防控新路子。

暂停举办聚集性活动，客运和公交车停运，出租
车、网约车实行管制，机动车单双号限行……

在疫情防控形势出现积极变化、取得阶段性成
效后，南阳坚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科学调整防控
措施，将全市 17个县市区 249个乡镇（街道）划分为
甲、乙两类，实施分区分级差异化精准防控，有序开
展农业生产，有序组织人员外出务工。

随着本地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境外疫情快速蔓延

和大量海外人员返回南阳，南阳把疫情防控重点转移
到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上来，成立了境外返宛人员处置
专班，坚持关口前移，全面摸底排查，加强信息采集，完
善日报告和双报告机制，对14天内的入境人员全部按
流程严格隔离管控，实现了境外输入性病例零发生。

发挥特色协同救治

与时间赛跑，与病毒斗争，医护人员在抗疫主战
场展开一场又一场生命抢夺战。南阳按照“四早”

“四集中”原则，统筹兼顾，整合优质医疗资源，制定
精准治疗方案，最大限度减少重症率、降低死亡率。

集中资源科学救治。该市成立了涵盖呼吸、重症
等10个专业在内，由51名高级职称医生组成的专家救
治组，构建了以20家市县两级定点医院为重点、16家
后备定点医院为辅助、重点区域发热门诊为支撑、远程
诊疗为补充、6700名医护人员参与的医疗救治网络。

发挥中医特色优势协同救治。南阳立足中医药大
市资源禀赋优势，充分发挥中医药预防作用和治疗作
用，建立中西医协同防治机制。成立了由国医大师唐祖
宣、名老中医吴林鹏等31人组成的中医药防治专家组，
调配中医专家分包县市区，每个定点医院配备2名中医
专家。把中医药纳入防治体系，制定中医药预防方案，
中医、中药全程参与救治，在治疗中使用率达到100%，
使用中医药参与治疗的病患无一例转为危重症，特别是
中西医结合治愈了一位98岁高龄的患者。通过政府集
中采购，鼓励支持宛西制药、福森药业、利欣药业等中药
企业克服用工和原材料困难，生产中医药预防制剂，免
费向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和易感人群发放，累计发放
10万余箱、覆盖40余万人，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进一步擦亮了南阳中医药名片。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疫情防控一线，南阳始
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组织动员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
干部投身疫情防控一线，让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
一是示范带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成立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临时党委，
在防控一线成立1.45万个临时党组织，参与党员干部
28.6万人，开展“举党旗战一线、亮党徽当先锋”和“党
员先锋岗”创建等主题活动，全市涌现了一大批抗疫
先进典型，形成党员示范引领、人人争先创优的浓厚
氛围。二是树立导向。坚持在急难险重中识别检验
干部，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疫情防控中的表现纳
入年度综合考评，出台鼓励担当作为“十条措施”和

“十及时”关怀措施，成立市级督查组22个，共查处疫
情防控中的违法违纪问题955个，问责处理党
员干部2235名，依规就高及时落实一线人
员各项待遇，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挺身而
出、抗击疫情，树立了鲜明导向。三是充
分发挥宣传优势，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
众，除了启动新闻应急机制，进行融媒
体宣传外，还采取发放公开
信，印发告知书、宣传手
册，播放大喇叭、小
喇 叭 等 多 种 方
式，广泛宣传发
动，全力打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战。

南阳战“疫”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赵建波 高成

▲交警在方城县券桥乡七里店村防控卡点冒雪执勤。

◀国网内乡县供电公司党员志愿者为群众代购生活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