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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十年间，宝天曼世界

生物圈保护区植物大家庭由过去

的2921种增加了310种，其中新

增河南省植物新记录 12种；野生

脊椎动物由过去的 359种，增加

了 83种，发现河南鸟类新记录 2

个、昆虫新记录 12 个。9 月 18

日，记者从宝天曼世界生物圈保

护区十年评估大会上获悉，该保

护区野生动植物资源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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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守”宝天曼生物圈保护区 第四届中国农民电影节启动

淅川将上演“三水汇丹江”仪式

创新举措 贴心服务

南阳市优化公共资源交易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郝金欧

本报讯（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涂豫）“老师，我退役一
年多了，去年错过了高职扩招报名，今年还能报名吗？”微信
群里，退役军人张耀急切地给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招
生老师发信息。

退役返乡后，听说不少战友都参加了河南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的弹性学制学习，既提升了个人专业技能技术，也不
影响正常工作，又能获得专科文凭，今年，张耀早早地就做
好准备了。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扩招已经两年，目前在校弹
性学制学生300多名，有退役军人、现代职业农民、城市下岗
工人等，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他们定制“底层可共享、中
层可融合、高层可互选”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尤其是充分利用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应用技术，探索实践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和
新型教学模式，教学时间和内容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菜
单式”教学模式，实施修业年限2—5年的弹性学制。

相关负责人表示，多样化生源弹性学制人才培养模式
在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和南阳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试点以
来，为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急需的技术技能人才，
解决了社会已就业人员的技能技术提升难题。9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三江源，四地
水，润泽大地庆丰收。9月 19日，记者从在京举行的 2021
中国农民丰收节第四届中国农民电影节启动仪式上获悉，
分别来自青海三江源、江西瑞金和浙江丽水的江河水、井水
和溪水，将汇聚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淅川陶岔渠首，成为第
四届中国农民电影节最亮眼的环节。

据了解，第四届中国农民电影节将于本月26日在南阳
市淅川县陶岔渠首主会场盛大开幕。

本届电影节的主题为“寻路百年，光影同行”，届时，包
括《我的父亲焦裕禄》《垛上花》《伊水峦山》等 20部优秀农
村题材电影将集中展映，并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1000场
巡回放映，涵盖边疆地区、革命老区和乡村振兴示范村等广
大农村地区。9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通讯员 董希峰）
“收发货场地和办公场所靠租赁，需解决企业用地；办公
场地离仓库较远，影响运营效率；公司临时周转资金保障
不足……”9月 16日上午，在唐河县豫薯香农业种植专业
合作社电商平台，企业负责人潘国营对前来走访的“万人助
万企”县委宣传部包联企业分包人付爱国道出了目前存在
的问题。这些问题被梳理汇总后反馈给属地街道和县级层
面，集中研究、限时办理后将向企业进行反馈。

9月是该县的“助企活动月”，当日是唐河“万人助万
企”活动开展以来第三个“助企日”。自“万人助万企”活动
开展以来，唐河县严格落实“13710”工作制度，坚持大抓落
实、快抓落实、狠抓落实“五个一”推进措施，着力营造良好
的营商环境。截至 8月底，该县实施“四大专班”项目 265
个，完成投资 107亿元，其中，省重点项目 14个，项目数量
和投资总量均位居全市第一。9

本报讯（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杨万里）龚续潜虽然因
抗疫不幸离世，但她的精神却感动着无数人。日前，宁夏、
南阳两地发出通知，号召广大青少年向为抗疫献出生命的
西峡籍共青团员龚续潜学习，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
铮铮誓言。

9月 4日，河南日报以《芳华永驻山乡“疫”线》为题，报
道了西峡籍宁夏理工学院大学生龚续潜暑假期间在疫情防
控一线献出宝贵生命的感人事迹。9月8日，共青团宁夏回
族自治区委员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
工委、自治区文明办四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在全区青少年中
开展向龚续潜同学学习活动的通知》，要求广大青少年深入
学习龚续潜同学在大疫大考面前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的担
当品质，学习她励志勤学、努力奋斗的品格；要求各相关部
门精心组织向龚续潜同学学习活动，迅速掀起学习热潮。
同时，继共青团南阳市委、南阳市妇联、西峡县委发文号召
广大青少年学习龚续潜先进事迹后，南阳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出通知，号召学习龚续潜任劳任怨、勇
于担当的高贵品质，学习她吃苦耐劳、努力拼搏的优秀品
格，学习她胸怀大爱、乐于助人的高尚情操。9

学习龚续潜 争做好青年

唐河县

“点对点”服务“面对面”解忧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曾倩 通讯员 朱振华）
“这实在是太方便了，这样我们啥时候来都能办税了。”9月
22日，看着办税服务厅的自助办税终端，前来领取发票的
胡海峰高兴极了。

据了解，为做好企业的“贴心人”“服务员”“金牌店小
二”，踏踏实实地支持企业、服务企业、发展企业，南阳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以企业是否满意作为问题解决的标准，想
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解企业之所困。及时取消调整
承接和下发行政许可事项，特别是涉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简化，放宽了市场准入门槛，激发了市场活力。

“我们在办税服务厅先后配置9台自助办税终端，设有
24小时无人办税区域。按照审批服务便民化的要求，持续
开展‘减事项、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简化审批流程。全
区各级包联干部221名，共包联企业256家，各级领导主动
上门为企业提供现场指导、解答疑惑、出谋划策服务。确保
重点项目建设一路绿灯。并建立了服务企业‘好差评’机
制，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措施，力求做到企业有所
呼，政府必有所应。”南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此外，示范区按照“政府搭台、银企互动、助企解困、互
惠共赢”的原则，加强银企信息沟通，促进政银企在更大范
围、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紧密合作，从而助力全区企业良性
经营、持续高质量发展。9

南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做好企业贴心“店小二”

弹性学制为在职人员圆梦

珍稀动植物的“乐园”

登高远眺，能看到镶嵌在崇山峻岭间酷
似牛心的硕大山垛；漫步曼妙河涧，可以欣赏
到鬼斧神工般雕琢叠加在山水间的花岗岩摞
石群。宝天曼是河南省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2001年 9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
生物圈保护区。

在世人眼里，内乡宝天曼就像一个天然
的珍稀植物大观园，漫山是宝，让游客及专家
学者流连忘返。中国特有分布植物在宝天曼
多达 1265种，占全国总种数的近三分之一。
目前，在宝天曼生物圈发现植物种类 3231
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有银杏、水杉、红
豆杉、南方红豆杉、珙桐等 66种，占河南省重
点保护植物总数 92%。现今，在宝天曼森林
里生长着 105种国家珍稀濒危植物，包括紫
斑牡丹、麦吊云杉、金钱槭、青檀等。近年来，
保护区内还发现了国内面积较大的红豆杉群
落及河南省唯一分布的珍稀植物大果青扦。

宝天曼又是野生动物的王国，根据宝天
曼第二次科学考察记录，生活在保护区的野
生脊椎动物442种，金钱豹、金雕、白肩雕、原
麝、林麝、黑鹳、大鸨等 14种被列为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动物，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多达
72 种。区内昆虫 2257 种，占河南省总数的
28.9%，以宝天曼作为模式命名的新种 121
种，其中又有近三分之二的种类是宝天曼的
特有种，中华虎凤蝶和裳凤蝶被列入我国二
级重点保护昆虫名录。

生态保护的“科技范儿”

9月 18日，记者来到宝天曼管理局监控
指挥中心。只见工作人员打开电子屏幕，一
道道指令分秒之间便传递到 5个野外深山保
护站。

依托现代智能监测技术，宝天曼广袤山
林里布设了可见光热成像双目高清摄像头、
球机和枪机监控终端，建成功能齐全的资源
监控设施，开启了资源保护和科研工作的新
境界。依靠这些“智慧天眼”，适时把森林画
面传回指挥中心，监测林木面积达到整个保
护区面积的80%。宝天曼森林资源管护工作
逐步走上了可视化、信息化。

为了更好地守护人类稀有资源，探索智
慧化林业，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内乡县宝天曼
管理局在中科院、林科院、北京林大、河南大
学、南阳师院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大力支持
下，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先后完成了资源监控
系统、数字地理系统、动物监测系统、植物数
字系统、语音提示系统和野外巡护管理系

统。这些科技组合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奉献
了“林业力量”和“林业方案”。

为了精确获悉生物圈的动植物信息和数
据，近年来，宝天曼借助“3S”遥感技术，巧妙
结合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以保护区全境为实
施单元，对兽类、鸟类、昆虫、真菌等多个生物
类群及其栖息地进行全方位的科学监测，建
成了网格化全境动植物监测平台；同时利用
载人飞机和无人机加载遥感观测系统全谱段
高光谱成像仪等，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数据，并
把所有数据植入三维电子沙盘，生成空间分
辨率为 2米的高程模型和数字表面模型。当
人们站在电子沙盘前，只需轻点鼠标，宝天曼
任何一个地方的地形地貌、植被分布图、树高
分布图等尽收眼底，稀有植物所在的海拔坐
标、影像、生存特点一览无余。

在为期一周的评估大会上，与会专家经过
实地考察、听取汇报、社区代表座谈和查阅资
料后，充分肯定了宝天曼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各
项事业取得的成绩，并勉励保护区在未来的十
年里，建设成为“美丽中国、生态文明”的示范
区、全球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鲜活典范。9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姚依娜

“现在到南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
标可真是又省钱又省心。”近日，在南阳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参加投标的企业感慨
道，“一趟也不用跑，打开中心网站一看就
知道业务办到哪儿了，谁办的，啥时候办
完，清清楚楚。”

近年来，南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坚
持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智慧化见证、
精细化服务，不断提升公共资源交易的便
利性和透明度，积极构建阳光交易平台，全
力以赴打造最优营商环境，以高效、专业的

优质服务赢得了社会各界一致肯定。
推广应用电子保函，降低企业投标成

本。自2019年 1月正式上线运行电子保函
平台，2019年 2月 28日南阳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电子保函平台开出了全省首张电子
保函，揭开全省保函电子化的序幕。之后，
持续加大电子投标保函推广应用力度，自
2019年 11月 1日起，电子保函系统对所有
工程建设项目开放。2020年全年共开具投
标电子保函 685笔，承保总金额 2.24亿元，
位居全省前三。为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南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自今年5月 14日
起，将该市公共资源电子投标保函费率由
原来的 15‰下调到 5.5‰，下调幅度达到
67%，降至全省最低水平。

数字赋能，评标过程全方位见证。南阳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全省首个建成评标
全方位见证系统，将评标现场音视频、专家
行为、电脑桌面操作、评委交流进行实时传
播和存储，使评标现场处在无死角监控之
内，为评标过程监管提供了最有力的数字化
工具。自2020年系统启用后，共对2466个
标段进行了实时监控和存储，解决了传统音
视频监控对电子评标“只能远观，不可近看”
的弊病，有力加强了现场监督力度。

常态化开展远程异地评标，专家资源
跨区域共享。解决评标中的“熟面孔”“老
关系”及专家被“围猎”等问题，南阳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对标国内最优做法，强力推
进远程异地评标，实现专家资源跨区域共

享。自 2020年以来，共完成远程异地评标
项目70个，其中跨省远程异地评标项目10
个。今年8月底，又与西安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合作，完成了全省首个主场跨省远程
异地评标项目，实现了“零”的突破。

规范流程贴心服务，打造最优营商环
境。强化流程管理、强化现场管理，树立人
人都是营商环境理念。该中心组建服务企
业联络员队伍，每人分包23家企业，常态化
走访市场主体，摸清企业基本情况、宣讲落
实惠企政策、倾听企业愿望诉求、帮助企业
纾困解难；重大项目成立专项服务工作组，
提前介入，提供政策解读和咨询辅导服务，
帮助研究解决重大项目招标采购中存在的
难点问题，保障项目顺利推进。9

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中原地区唯一的世界生物圈

保护区，是河南省生物多样性

的分布中心。宝天曼生物圈总

面积 90950公顷，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和广袤的原始森林孕育

了同纬度生态结构保存最为完

整的区域。1956 年 4 月，南阳

地区在此建立了国有内乡万沟

林场。1980 年 4 月，经河南省

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了河南省

第一个自然保护区。1988 年 5

月，经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2001 年 9 月，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

界生物圈保护区。2006年原国

家林业局把宝天曼纳入全国首

批 51个示范保护区。9

相关链接

本报讯（记者 刁良梓）国家“双
减”政策出台后，各学校相继推出了
延时服务，孩子们在校时间将近10个
小时，南阳市二小一年级四个班用上
了折叠式午休床，让孩子们实现了

“拎包入住”。9月 22日中午，记者看
到了这种折叠床，表面看起来就是柜
子。到了午休时间，将折叠床拉出，
教室就“秒变”成了午休室！午休后，
只需把床体再折叠起来，就变成了柜
子的柜体，上层的抽屉还可以放置枕
头、被子等物品。孩子们说：“软软的
小枕头可舒服了。”9

““拎包入住拎包入住””真美气真美气！！

李栀子李栀子 摄摄

▲生长在宝天曼的水曲柳。9 ▶生活在宝天曼的松鸦。9 宝天曼管理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