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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深秋，地处伏牛山南麓的南召
层林尽染、花果飘香，正是一年好时
节。10月 16日，在南阳理工学院与南
召县联合举行的校地结对“扶贫日”活
动上，双方签订“南召县中小企业科技
创新提升工程”“南召县青少年教育提
升工程”合作协议。这标志着南阳理工
学院与南召县校地结对帮扶行动再次
升级，开启了以“双提升”为特色的校地
合作新篇章。

南阳理工学院（以下简称南工）与
南召的缘分，始自三年前。2018年，南
阳理工学院与南召县政府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依托南工在人才智力、科
技学术等方面优势开展对口帮扶。三
年间，南阳理工围绕智力、科技、培训、
人才、产销等精准发力，对中小企业、扶
贫产业等领域持续帮扶，形成以“1+5+
N”为特色的南工校地合作体系，在南
召大地上深深刻下了“南工智慧”的烙
印。

作为一所以工科见长的本科大学，
南阳理工何以能够实现地方社会经济
发展“同频共振”？又掌握了怎样的“独
家秘籍”，推动双方持续开展全方位、多
层次的深度合作？

“校地、校企合作是国家、地区创新
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回顾南阳理
工建校以来发展历程，我们始终以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积极搭建起
与地方政府和企业合作的桥梁，坚持产
教融合的开放办学之路。”南阳理工学
院党委书记刘荣英表示，从校企合作到
校地合作的不断创新，是南阳理工不断
尝试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增强自身办学
特色的不懈实践，也将助推学校逐步成为
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

产教协同，激发地方经
济“内生动力”

“民营企业发展最大的瓶颈就是技
术创新，多亏了南阳理工送来了科技特
派员团队，在他们手里艾草变成了致富
的法宝。”南召县华康艾业负责人李延
庆说，在南阳理工学院黄显章博士帮助
下，他们从原来加工简单的艾条、艾绒
发展为涉足艾草洗化、家纺、器械等领
域，生产 6大系列 100多个品种艾草制
品，规模在南召县居领军地位。

黄显章和华康艾业的密切合作，只
是南阳理工开展校地结对帮扶的一个
缩影。与南召扬生生物科技共建“河南
省工业微生物资源与利用发酵技术研
发基地”、河南鑫泰钙业共建“教育部卓
越工程师教育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为
白土岗镇中学捐建 15 万元光伏发电
站；组建15个科技帮扶团队，数十名教授
博士深入中小企业一线“贴身”服务……
在南召县三年扶贫成果展上，南阳理工

结对帮扶成效为当地脱贫攻坚行动增
添了亮眼的篇章。

天道酬勤，汗水浇灌出累累硕果。
2018 年、2019 年，南阳理工连续两年
获得河南省校地结对帮扶优秀单位称
号，并入选教育部第二届省属高校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31个典型项目。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近 3年
来，南阳理工学院根据当地产业特点和
发展战略，选派科技特派员21人，技术
顾问 10人，定点帮扶 13家企业，有效
激发了中小企业内生动力和发展实力。

以南召县中小企业科技提升工程
为抓手，“南工智慧”为当地企业发展和
产业壮大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智力资
源。由范蠡商学院牵头，围绕南召县整
体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药材产业规
划、精准扶贫、县域电商发展布局等课
题，编写了《南召县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3年)》，撰写出 17篇咨询报
告；校地合作处遴选数十名教授博士，
担任政府企业学校科技扶贫顾问，帮助
当地搭建8个科技服务平台，帮助骨干
企业建立科技研发基地2个，教学实践
基地 3个，产业园区 3个,落实成果转
化9项。

压实责任，建立长效智
慧扶贫机制

10月 16日，南召县南河店镇龙泉

寺村文化广场上热闹非凡。当天，南阳
理工学院组织6个院系的百余名师生，
为当地父老乡亲送上精心准备的“六个
一”大礼包：一场党的理论政策宣讲、一
场专家义诊、一次家电维修、一场文艺
扶贫演出、一场疫情防控知识进乡村和
科普知识进农村讲座。

今年已是南阳理工开展“六个一”
活动的第三个年头。出席校地结对“扶
贫日”活动的南召县县长方明洋感慨地
表示：“从送政策、送健康到送技术，南
阳理工的结对帮扶做到了用真心、做实
事，为南召实现脱贫摘帽打下了坚实
基础。”

南阳理工、南召县校地结对帮扶何
以“硕果盈枝”？

“学校把校地合作列为‘一把手’工
程，高度重视顶层设计和制度健全，推
动了相关工作保障有力、有序推进。”南
阳理工校地合作处处长赵彦普表示，从
2018年起，南阳理工创新探索实施以

“1+5+N”为特色的校地合作模式，构
建组织、制度、队伍、经费等保障体系，
形成“第一推动力”。该校成立了以校
党委书记和校长为组长的校地帮扶领
导小组，校内各二级单位也成立了以书
记院长（处长）为组长的校地合作工作
领导小组；先后出台《校地帮扶精准扶
贫行动实施方案》《帮扶工作作风纪律
规定》《校地帮扶工作运行机制》，明确
了五大类重点任务和 13项具体任务；

整合资源，构建起科学的组织、制度、队
伍、经费等合作保障体系，带动校地合
作研发、成果转化、资金流动、人才培育
形成无缝对接。

该校充分发挥高水平人才和智力
资源集中优势，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精
准帮扶队伍45支，围绕“智力、科技、培
训、人才、产销”五大领域重点攻关。三
年间，逐渐形成了包括政策宣讲、技术
服务、人才培训、劳务输出、项目研发、
项目培育、横向合作、科技咨询、送医下
乡和文艺进村等多种富有成效的帮扶
路径。

精准发力，打造校地服
务南工实践

“2019 年年底南召县脱贫‘摘帽’
以后，特别是今年，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重要指示，我们在前期全面
帮扶的基础上，针对南召县中小企业
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基础教育力量薄
弱的现状，对校地结对帮扶工作再加
压、再鼓劲、再提升，以两大提升工程
为抓手，推动南阳理工学院校地合作
服务更深入更精准，走向高质量发展、
高效率带动和品牌化之路。”南阳理工
学院校长安士伟说。

从一点一滴做起，改变落后边远乡
村学校的师生面貌，是南阳理工实施青

少年教育提升工程的初衷。自今年起，
南阳理工教师教育学院依托丰富教育
资源和多学科教学体系，围绕“送教进
山村、学习奖励进山村、健康关爱进山
村”等内容，组建特色帮扶团队，把高层
次的教育理念、更贴心的社会服务送到
每一个师生身边，为乡村学校打开一扇
面向外界的“窗户”。

站在新的起点上，南阳理工校地合
作正朝向更深的广度和深度拓展。从
前期志智双扶的“五大帮扶”，到今年开
展科教并重的“两大提升”工程，南阳理
工正转变工作理念，带动校地合作从单
纯帮扶升级为“合作共建、协同发展、产
教融合”的南工实践。

“让校内科研团队贴身服务企业，
把优质教育资源送进山村，两大提升
工程是我校转变体制机制效能、发挥
人才智力优势服务地方社会发展的新
路径，促使从一乡一企、一村一事的具
体帮扶，转向立足校地发展共同需求
的双赢格局。”南阳理工学院副校长肖
泽昌表示，校地合作是院校融入地方
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学校向应
用型教育转型的必经之路，南阳理工
学院将深入推进校地合作、产教融合
机制作，拓展学校服务脱贫攻坚、产业
升级和乡村振兴多领域综合能力，推
动学校向建成服务地方、面向全国的
高水平开放型、应用型高校方向不断
前进。

“南工智慧”为山乡“向阳生长”赋能
——南阳理工学院探索校地合作新模式助力精准扶贫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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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监督职责 追缴“空饷款”
“最近，我们配合县纪委第四执纪

办案协作区已经对村干部李某、王某
等多领取三四个月的10062元‘空饷
款’如数追缴……”日前，商水县平店
乡纪委干部吕宏伟介绍了该乡开展

“执纪问责、无缝覆盖”的典型案例。今
年9月，该乡纪委监委接到县纪委第四
执纪办案协作区转交的一封反映该乡
某村党支部书记李某优亲厚友、营私
舞弊等相关问题的匿名举报信。乡党
委立即召开专题会议，抽调纪检、组织、
财政相关部门人员配合县纪委第四协
作区立即成立了“案件审理组”。调查
中发现，群众反映“多领几万元工资”失
实，但部分属实。该村党支部书记李

某、村委会主任王某两人任职时间都
是2018年 4月份，年底结账时“无意”
中都领取了全年工资，每人多领了3个
月。另外一个村委干部单某是5月份
任职，领取了全年工资，多领了 4个
月。他们三个一共多领“空饷”工资
10062元。随后，该乡开展了开展了

“吃空饷”问题专项整治。“案件查处既
是对干部的保护也是对其他人的警示
教育，李某、王某、单某多领工资违背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廉洁自
律规定，给予党内警告和诫勉谈话，他
们心服口服”。该乡党委书记陈静如是
说，“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村级账务的
监管，坚决堵塞各种漏洞”。 （赵永昌）

斩断伸向群众利益的黑手
平顶山叶县马顶山村地处山区，自然

条件差，有183户村民，15户贫困户。脱贫
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在政府的帮助下，有不
少贫困户盖起了新房，搬进了新居。个别
村干部却在危房改造补贴款发放中，动起
来“歪脑筋”，借机索要“好处费”。今年4月
初，叶县县委第五轮巡察村（社区）第八巡
察组对常村镇马顶山村等12个村开展巡
察工作。入驻后，这个问题很快被群众反
映到了巡察组。 经了解，2015年，该村党
支部书记冯为利用为村民申请和发放危房
改造补助资金的职务便利，向李新宇索要
1000元的“活动经费”，冯金中也以此为由
被索要了500元。巡察组详细了解发放标
准，调阅补贴资金发放记录，并走访其他农

户等，随之，一起长达4年的危房补贴款发
放中索要“好处费”的事件被揭开。最终，
村党支部书记冯为被处于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并退赔了全部违纪所得。针对该案中
暴露出来的基层政策宣传不到位导致的
干部“吃拿卡要”问题，巡察组在对损害群
众利益坚决“零容忍”，对不正之风和腐败
现象“唱黑脸”同时，要求镇党委加大基层
政策宣传力度，并做好以案促改，提升基
层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我们要通过巡察
监督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斩断伸向
群众利益的‘黑手’，通过问题整改，逐步
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县委
巡察办主任王朝辉表示。

（郑鹤凌 王林子）

村居治理 把幸福“种”到群众心田
10月28日，商水县东城办事处倪

庄村文化广场锣鼓喧天，一位老者正
带领一群鼓手擂响威风锣鼓，赢得现
场观众阵阵掌声。这是商水县纪委监
委牵头在倪庄村开展村居综合治理以
来，在基层“种幸福”的一个缩影。以
前，倪庄村文化广场常年闲置，坑塘污
染严重，通往省道的村前大路也成了

“断头路”“伤心路”……村居综合治理
工作组入驻以后，硬起手腕打通了村
前断头路、整治美化坑塘7个。为了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工作组联系县文
化广电旅游局，把闲置的文化广场利
用起来举办盘鼓队、腰鼓队、广场舞培
训班。工作组不仅“送幸福”，还在群

众中“种幸福”。他们协调相关部门和
人员，在倪庄村建立内生机制，引导和
鼓励群众自创自办、自编自演、自娱自
乐、自主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让老百
姓成为公共文化主体，实现从“观众”
到“演员”的转变，提高群众获得感。
如今，倪庄村以前的“伤心路”成了村
民致富奔小康的“幸福路”，过去的污
水坑也成了村民的“致富塘”，文化广
场更成了村里的“开心广场”。通过

“种幸福”，倪庄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
康的劲头更足了，参与集体活动的热
情更高了，参加文化活动更积极了，群
众满意度和幸福指数“芝麻开花节节
高”！ （王明见 孙学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