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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近日，记者从南阳市
获悉，全省 2021年度县（市）创新引导计划项目确定，南阳市
7个县各有一个项目入选。这些项目将提升县域科技创新能
力，为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提供科技支撑。

据了解，县（市）创新引导计划项目由省科学技术厅、省财
政厅牵头，围绕农业科技园区和贫困地区优势主导产业关键
技术的研发、示范推广与成果转化组织实施，将发挥科技特派
员的作用，支撑县（市）主导产业发展。南阳市此次入选的项
目都是当地的优势特色产业，具有深厚的发展潜力，它们分别
是：社旗县大棚蔬菜高效轮作标准化技术示范与推广，桐柏县

“桐柏茶”光质补偿连续自动化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应
用，新野县大葱集约化育苗和机械化移栽技术示范与推广，淅
川县软籽石榴优质高产关键技术研究与推广，方城县宛菊（邓
菊）的品种挖掘和培育推广，内乡县优质番茄新品种实验示范
与推广，西峡县猕猴桃深加工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

根据规划，创新引导计划将突出需求导向、绩效为先、多
元投入、协同推进等原则，发挥“政产学研用”联合机制作用，
以省级财政投入引导鼓励地方财政投入，撬动社会资本投入，
形成上下联动、部门协作的组织机制，紧密围绕乡村振兴和脱
贫攻坚中的科技需求，以省级以上农业科技园区和科技特派
员服务团建设为重点，以科技引领提升当地科技创新水平，助
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6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为庆祝首个中国人
民警察节，进一步增强民警职业荣誉感、自豪感和归属感，激
励全警忠诚履行职责，勇于担当作为，1月 10日上午，南阳市
公安局举行升警旗暨重温入警誓词仪式，600余名人民警察
面向警旗敬礼。

上午7时40分，600余名民警辅警在南阳市公安局机关
广场整齐列队，他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8时整，护旗队员
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警旗来到旗杆下，伴随着雄壮的中国人
民警察警歌，鲜艳的中国人民警察警旗冉冉升起，600余名民
警辅警整齐划一向警旗庄严敬礼，表达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
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升旗仪式结束后，全体民警辅警重
温了入警誓词，广大民警辅警紧握右拳，面向警旗庄严宣誓。
大家纷纷表示，“中国人民警察节”的设立，充分体现了党中央
对人民警察队伍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关怀，作为人民警察感到
无比自豪和骄傲。今后工作中更要牢记嘱托、不辱使命，以强
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忠诚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任务，全力
维护南阳政治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以优异的成绩为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6

南阳7个项目
入选全省创新引导计划

南阳600余名民警
重温入警誓词

传统文化润泽“诗意校园”

南阳以高效快捷的审批效率，实现项目建设提质、提量、提速的新突破

项目“迎风飞”赋能高质量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张东林

1月 8日清晨，寒气袭人，温度降到零
度以下。

上午 9时 30分，在唐河县的唐州大剧
院里，偌大的会场座无虚席，唐河县“守初
心、担使命，争做五彩驻村第一书记”决赛
正式摁下“开启键”。

这次新颖的比赛形式让人眼前一亮。
除了 12名“五彩”第一书记轮番上阵和 4
名“靓彩”第一书记集体展示外，还有亲友
团现场助威。

唐河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军林是
此次比赛的“设计师”，他给记者介绍，“五
彩”即在建强基层组织上的红色出彩，在推
动农业种植上的金色出彩，在发展村级产
业上的银色出彩，在改善乡风民风上的蓝

色出彩，在打造生态文明上的绿色出彩。
所谓“靓彩”，就是在建强基层组织上的红
色出彩与“金色、银色、蓝色、绿色”中任何
一个有特色亮点组合的靓彩。

而此次进入决赛的12名“五彩”第一书
记，正是全县165名第一书记中的佼佼者。

唐河县共有 117个贫困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 18253户 42780人，是全省 12个重
点非贫困县和 20 个挂牌督战县之一。
2017年 11月以来，唐河县选派165名驻村
第一书记与驻村干部共计427人奔赴脱贫
攻坚一线，精准帮扶、精准发力，将党的力
量挺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最前沿。

唐河县总工会驻祁仪镇林泉村第一书
记刘啸宇是当之无愧的“金色书记”。在村
里他早成了乡亲们的主心骨，乡亲们有啥
难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刘书记”：“咱
们村里柴鸡蛋、野生中药材、野生葡萄都卖

不出去，可咋办？”刘啸宇想到了电商触网，
2020年该村电商销售柴鸡蛋 400余斤，野
生中药材 5000余斤，野生葡萄 60000斤，
大家心里乐开了花……

唐河县统计局驻东王集乡郑沟村第一
书记王伟巾帼不让须眉。2017 年 11 月，
她和丈夫同时驻村，“当时孩子还只有9个
月，两个人同为驻村书记，对于我们家庭是
个挑战。”王伟说，驻村三年来，带领大家先
后建成了大华机械扶贫加工车间、新饶扶
贫家庭农场、烟叶种植基地、电商扶贫服务
站等，实现了产业、就业带贫全覆盖。全县
脱贫示范户张四远说：“在家里种种地、搞
搞编织、打打零工，收入提高了，手头宽裕
了，精气神也不一样了。”现如今郑沟村的
村容村貌、户容户貌、精神风貌正发生着日
新月异的变化。

南阳艺校驻源潭镇蔡庄村第一书记彭

叶也毫不逊色，在她的带领下蔡庄村内外换
新颜。她自己写的诗《答卷》，让很多第一书
记感同身受：“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
我，采得百花成蜜后，不觉辛苦只觉甜……”

正是这些第一书记的辛勤付出，描绘
出唐河五彩乡村的美丽画卷。走进唐河县
广大乡村，眼前一派勃勃生机的景象：整洁
美丽的村容村貌，机器隆隆的扶贫车间，绿
意盎然的蔬菜基地……

李军林颇为自豪地告诉记者，唐河
165 名驻村第一书记先后引进帮扶资金
2.3 亿元，引进致富项目 182个，培育支柱
产业155个，创办专业合作社252个。

唐河县委书记周天龙向记者透露：“我
们主要是通过‘五彩’第一书记这种比赛形
式，为广大第一书记鼓劲加油，在全县树立
一种导向，激活全县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
一池春水。”6

“五彩”第一书记描绘五彩乡村

时下，寒冬正浓，却挡不

住万物萌发的勃勃生机：

南召云阳绿色冶铸一体

化项目点火，项目一期年产

铸造生铁 60 万吨，总投资

35 亿元，待 2024 年全部建

成后，将实现铸造产能 100

多万吨、销售收入 100 多亿

元的“双百”目标，年创利税

可达 10亿元，直接安排就业

5000人；

唐河航运工程项目一期

全面启动，项目总投资约

39.38 亿元，工程全长 128

公里，航道北抵社旗，南到襄

阳，届时 500 吨级货轮将通

过唐河进入汉江、长江，让偏

僻的南阳和长江中下游便捷

联通……

危机中育先机，变局中

开新局。2020年，面对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复杂

严峻的经济形势，南阳围绕

建设大城市的战略定位，持

续实施“两轮两翼”战略，重

抓重推九大专项，顺势而为，

持续扩大投资，实现项目建

设提质、提量、提速的新突

破，描绘出高质量发展的崭

新画卷。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陈艳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曾倩 通讯员 杜福建）寒
冬腊月，迎“寒”而上。1月12日，位于桐柏新老城区接合部的
桐柏县中原茶旅小镇项目施工正酣。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21亿元，总规划区域面积 4000
亩。项目将按照城市设计整体规划结构，建设依湖傍河、风光
秀丽、内涵丰富、生活便利的中原茶旅小镇和中原“规模最大
的桐柏红茶文化公园”。

桐柏境内气候温和，群峰林立，土壤肥沃，发展茶产业条
件得天独厚。曾多次被确定为河南省产茶重点县，河南省优
质茶叶生产基地县，省级出口农产品（茶叶）安全示范县称
号。到2020年年底，该县茶园总面积达13万余亩，茶叶年产
量2450吨，产值6.3亿元，涉及50000余人从事茶叶生产。

近年来，该县茶产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快车道。桐柏县委
副书记、县长贾松啸表示:“中原茶旅小镇项目是集茶产业、茶文
化、茶品牌、茶旅游为一体的城乡建设综合体，桐柏县将借助该
项目进一步推动全县茶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为建成‘中原茶乡’升级版、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的强劲动力，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迈出铿锵步伐。”6

中原茶旅小镇呼之欲出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 通讯员 袁永
强）放学铃声响起，伴随着诗歌吟诵声，少年们排着队步出南
阳市第九小学校门。1月 11日，来到这所前不久入选第二届

“全国文明校园”的特色小学，记者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书香四
季”。

有着60年建校史的南阳九小，前几年随着城市发展及社
区人口增长，曾面临校园面积局促、教学设施陈旧、在校学生
超容的困境，加之教师队伍老化，学校显得暮气沉沉。2017
年，新上任的校长李彦虎敏锐地意识到，改变学校的面貌，关
键在改变教师的思想认识。该校围绕师德师风建设，以新时
代精神文明和传统文化为基础，推出了匠心独运的“教师四季
篇章”，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扩充老师自身“精神容量”。该校
任课教师还充分发挥创意，带领学生设置了近百个“微”社团，
既有琴棋书画、中医、武术等“国学风”，也有啦啦操、微电影剧
本创作、英语配音等时尚活泼的兴趣小组。

南阳九小的特色育人实践，显著提高了师生的综合素质，
助推全校蓬勃发展。该校先后被授予全国读书育人特色学
校、全国学习科学实验学校、省文明校园、省首批德育示范学
校、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等荣誉。6

1 月 14 日，冬日暖阳下，南阳市民在如意湖旁抖空竹。
小小的空竹上下翻飞，精彩纷呈，入冬以来全民健身成为城市
一道独特的风景。6 李栀子 摄

项目“浪潮涌”

“我宣布，南阳新城区中央商务区正式
开工。”2020年 12月 2日上午，随着南阳市
委主要领导一声令下，南阳中央商务区项
目在凛冽寒风和隆隆机声中正式开工。

中央商务区项目是新城区产业的核心
承载地。该项目规划总面积约3307.5亩，规
划定位为豫鄂陕三省交界区域综合性商务
中心，着力打造一个水城共融的现代化新
城，为南阳城市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力。

站在2021年崭新的起点上，项目建设
的浪潮更加奔涌，项目建设的热度更加灼
人——

赊店老酒生态园、淅减智能制造数字
化车间技术改造、唐河奥金电子、新野旭润
光电、内乡电厂1号机组、内乡煤炭物流园
等202个重大项目竣工投产；

瑞发电气防爆电机、鼎泰高科产业园、
渑淅高速西峡至淅川段、河南天池抽水蓄
能电站、卧龙岗武侯祠文化园、南阳月季园
西园等一批在建项目加速推进；

卧龙防爆二期、牧原集团“百场千万”
工程、唐河复航一期工程、天瑞集团 70万
吨短流程高端铸造、立邦新型环保建筑材
料中原区域生产基地、镇平想念食品产业
园二期、福森药业迁建、南阳市中心医院新
区医院、中心城区完全学校等 696个重大
项目开工建设；

机场搬迁、宁西高铁等重大前期项目
取得关键性进展……

响鼓重锤，抓铁有痕。一个个大项目
的顺利实施，将培育出经济新的增长点，为
全市经济持续回稳向好提供澎湃动能。

数字是最好的佐证。截至 2020年 12
月底，南阳市 1117个 5000万元以上重大
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670亿元，引领全市固
定资产投资前 11个月增长 5.1%，高于全
省1个百分点。

落地“加速度”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让项目落

地跑出加速度，南阳走实项目谋划“针脚”，
分阶段、分梯次，挂图作战，为南阳经济高
质量发展“谋篇布局”。

据南阳市发改委负责人介绍，2020年
南阳建立大型项目谋划库制度，实行县市区、
市直部门一把手直接负责制，由主要领导亲
自谋划、亲自推动，进一步强化省重点项目储
备，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截至2020年
12月底，累计谋划2020-2024年5亿元以上
大型项目2023个，总投资37600亿元。

谋划的同时，已成熟的项目更是快马
加鞭、只争朝夕：总投资 7.5亿元的淅川县
平煤易成新材料新型碳化硅陶瓷管、总投
资 20亿元新野县上亿广场国际轻纺城等
317个项目落地开工建设，落地开工率达
60.4%；内乡县依托牧原集团上下游产业，
谋划了牧原肉食产业综合体、农牧装备产
业园、牧原智慧物流园等多个超30亿元的
重大项目；桐柏县围绕碱硝化工产业，谋划
了博源新型化工母液综合利用二期、坤和
日用小苏打、碱面超精细加工等一批项目，
将加速推进碱硝化工产业转型升级。

为加快项目落地，南阳还持续深化放
管服改革，推行线上+线下融合审批，进一
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企业
提供保姆式服务。

位于南阳市高新区第十一完全学校，
运用线上+线下融合审批，只用了 45天时
间就完成了所有审批手续的办理，负责该
校项目的相关负责人说：“过去要100天才
能办理完毕的审批事项，现在整整减少了
一半时间。”

这只是一个缩影。为切实打通服务项
目的“最后一公里”，南阳推行线上“工改”
系统和线下联审联批相结合，各地实行重
大项目联审联批“6628”推进机制，2020
年年初就将新开工重点项目审批事项清单
提交联审联批办，全部纳入联审联批审批
范围，对项目建设单位开展事前综合辅导，
积极推行联审联批、“多评合一”、“联合审
验”、“容缺办理”等创新实践，最大程度优
化审批流程，大力缩小审批范围，推动审批
更加高效快捷。据统计，2020年 12月 20
日，工改系统线上运行项目 1278个，涉及
审批事项2330项，已完成事项2258项，整
体运行情况全省第二。

一处处建设工地塔吊林立，一座座现
代化厂房拔地而起，一个个生产车间机器
轰鸣……广袤的南阳大地处处跳动着上项
目、抓产业、谋发展的强劲节拍。今年是

“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任重而道远，南阳将
乘着东风再出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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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穿越千
年，再现汉韵楚风。近日，南阳市“三馆一
院”盛装亮相，成为南阳新的文化地标。

南阳市“三馆一院”项目由博物馆、图书
馆、文化馆和大剧院四个项目组成，是体现
南阳厚重历史文化的精品工程，也是南阳文
化强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建设、开放，备受
市民瞩目。项目总占地 443 亩，总投资
18.04亿元，于 2020年 7月 8日竣工验收，
2020年12月29日起初步对外开放。

1月 12 日上午 9时，记者来到南阳市
图书馆二楼，智能机器人小宛已闪亮登场，
可完成问路引领等服务。

在南阳市群众艺术馆展厅内，几名摄
影爱好者正在观看摄影展出。百姓剧场、

市民休闲区、数字互动体验区、专家名人工
作室等12个项目也将陆续向市民开放。

南阳市大剧院总建筑面积约3.04万平
方米，由1095座的大剧场、478座的小剧场
组成。近期，一系列的惠民文艺演出也在这
里举行，为市民奉献了一道道“文化大餐”。

与此同时，南阳市博物馆的汉服、汉唐
舞、古琴等表演，免费鉴宝及名家讲座等精
彩活动吸引了广大市民的热情参与。6

图① 南阳大剧院雄姿绽放 6
图② 小读者在南阳市图书馆认真阅读 6
图③ 市民参观博物馆 6
图④ 市民在文化馆演奏乐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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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火车站站前广场改造项目建设如火如荼6 崔培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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