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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挂星 企业家授勋

南阳市召开企业家大会为民办实事 细节见真情
——南阳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卧龙岗：让文化“活”起来

▲社区老人安享晚年
幸福生活。8 张玲 摄

▶学校开展课后延时
服务。8 张玲 摄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继续以技术
创新支撑高质量发展，聚焦‘碳达峰、碳中和’，打造 4A
级绿色工厂，争取‘十四五’末销售收入达到500亿元，争
当南阳市建设副中心城市的先锋！”12月 8日，在南阳市
企业家大会上，河南龙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书成的
发言铿锵有力。当天，河南龙成集团有限公司等 211家
企业被授予“2020年度工业星级（基础）企业”，河南龙成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书成等 13 名企业家被授予

“2020年度功勋企业家”。
会议对工业星级（基础）企业和功勋企业家进行了大

力表彰。据了解，这样的形式、这样的规格召开这样的会
议，在南阳历史上尚属首次，目的就是要乘着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调研南阳的东风，吹响“建
设副中心城市，企业家当先锋”的号角，进一步营造关心关
爱企业家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企业家振奋精神提境界、
锐意创新谋发展、鼓足干劲再出发，以谋大局、干大事、创
大业的澎湃激情，加快推动南阳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

广大企业家纷纷表示，要做大做强主业，用产业振兴
南阳，为南阳建设副中心城市，作出新的重大贡献。8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通讯员 王中献）12月 14日，
探索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创建高峰论坛在邓州
举行。这次高峰论坛是由邓州、北京、南京、郑州、合肥
五地院士、专家共同参与，以网络交流互动的形式举行。

据了解，今年7月份，邓州被确定为全国农业科技现
代化共建先行县。此次论坛上，各位专家作了精彩的报
告，他们介绍了智慧农业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对邓州
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创建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为邓
州农业科技现代化发展建言献策、贡献智慧。论坛集中
讨论了现代农业高新科技发展动态，为农业经济发展提
供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持，推进邓州更好地开展农业科技
现代化先行县创建工作。

邓州市主要领导表示，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致力
于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农业科技成果熟化落地、农业科
技人才引进培养，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产学研用深
度融合，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以科技创新引领农
业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
创建的邓州样板。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通讯员 樊迪）“感
谢你们，居民区里的老旧下水管道已换新，环境也变好了。”

“监督卡就是好，村里的‘断头路’也修通了，出行可
方便。”……

12月 13日，内乡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正一一录入
群众反馈的结果，并将督办台账进行销号。

自9月份以来，内乡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深入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抽调60余名人员组成
20个工作组，紧盯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生态保护、营商
环境及扶贫助困等关键领域，深入基层发放“廉政监督
卡”，广泛征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建督办台账并督促
相关部门积极处置，“点对点”解决问题，切实把矛盾化
解在基层，促进党风政风持续改善。

截至目前，该县纪委监委共开展走访活动 18次，接
待群众反映 180余人次，就地化解矛盾 22件，督促整改
问题28个，修改完善规则制度38项。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持续深化群众
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整治，确保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内乡县
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张拓说。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曾倩 通讯员 朱振华）
“为切实加大对涉企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我们围
绕侵犯企业知识产权、破坏企业生产经营秩序、恶意阻工、
强揽工程、强迫交易等影响重点项目建设和企业正常经营
的违法犯罪活动开展专项行动。”近日，记者获悉，南阳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公安分局在做好企业运行“平安盾”上
的做法受到了上级公安机关和辖区群众的充分肯定。

该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示范区公安分局牢固树立“服
务企业就是服务大局”意识，强化职能作用，紧盯问题，自行
动开展以来，共侦办涉企刑事案件3起，治安案件8起，刑事
拘留4人，行政拘留6人，罚款4000元。快速侦破盗窃重
点绿化企业设施案件并及时追回设备，为企业挽回经济损
失2万余元，受到企业好评；运用大数据碰撞、串并深挖，查
处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两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人，有力维
护了企业合法权益；侦破食药环案件3起，捣毁涉案窝点3
个，依法清除营商环境的“拦路虎”“绊脚石”，切实维护企业
合法权益，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8

邓州

高峰论坛“空中论剑”

12月13日，2021年河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在南阳
圆满闭幕。来自全省28支队伍的646名运动员、教练员齐
聚南阳，给观众带来了精彩的足球盛宴。8 周梦 摄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于晓霞

关爱“一老一小”，建设幸福宜居南阳；
创建“城管驿站”，携手同心扮靓城市家园；

“红色物业”进小区，居民生活更加幸福……
在南阳大地上，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做好
事的热潮犹如春风，吹遍城市乡村，覆盖吃
穿用住行。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南阳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带头走基层、听民声，解难题、
办实事，推动全市党员领导干部深入一线，
用心用情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
断把党史学习成果转化成服务“五个南阳”
建设、打造河南省副中心城市、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的具体行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
深走实、见行见效，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
多群众。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2月13日上午，宛城区仲景街道泥营社
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一楼大厅里，一群老人
手持乐器排练《13710之歌》，欢乐的歌声和着
优美的乐曲声传出大院飞向远方；五楼的一
间老年公寓里，白发苍苍的92岁老人雷霆正
在房间内专心作画，一幅怡然自得的画面。

泥营社区老年人幸福的晚年生活，是南
阳市着力构建有温度有生命力的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南
阳市已建成县级养老服务中心10个，街道综
合性养老服务中心28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315个，居家养老服务站点187个，街道综合
性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达到77%，社区日间
照料中心覆盖率达到96%。

照护好“一老”，也要服务好“一小”。“中
小学生课后延时服务”工作，备受众多家长
关注。“写作业有老师辅导，课后活动既有足
球、田径等室外体育运动，又有阅读、朗诵、
书法、音乐等室内活动。”课后延时服务令南
阳市许多家长经济、心理双“松绑”。市第二
完全学校初级中学学生家长张平说：“现在，
孩子足不出校便能获得多方面培训辅导，解
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截至目前，全市 387
所中小学校开展了课后延时服务，受益学生

274679人，有效破解了中小学生“放学早、
接送难”矛盾，进一步减轻了学生课业负担，
增强了全市教育服务能力。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市城市管理局在中心城区创新开展了城管
驿站建设试点工作，目前已建成 6 个城管
驿站党建综合体，通过共建共享，更好地做
好城市管理工作，为市民群众创造美好的
城市生活。

物业服务与居民的生活质量息息相
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创新“党建+物
业”管理模式，以姜营社区、菱角池社区、华

山社区等地试点探索“红色物业”建设，以党
建引领创新物业管理服务，全力打造宜居生
活家园，让群众深切感受到党史学习教育带
来的变化和实效。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为
民办实事。南阳市梳理出民生实事 4819
件。目前已办结 4464 件，办结率 92.63%，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

围绕企业难点、痛点，南阳市各级各相

关部门把扎实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作为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的有力抓手，精
准帮助企业解决难题，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倾情倾力厚植企业
发展沃土。

7月 16日，是南阳市第一个“企业服务
日”，市委书记朱是西深入豫西集团生产车
间，现场协调解决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市长王智慧到南阳药益宝艾草制品有限公
司调研，并召开现场办公会，研究解决具体
问题。

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干给一级看。全
市各级助企干部深入企业，面对面深入交
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发展前景，全面
收集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瓶颈制约。同
时，开通企业问题诉求热线，确保企业反映
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

围绕企业难点、痛点，南阳市各级各相
关部门把扎实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作为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的有力抓手，精
准帮助企业解决难题，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倾情倾力厚植企业
发展沃土。

“希望在车辆产业关键技术和零部
件、未来智能汽车发展方向的传感和感知
部件等方面获得科技帮助。”淅减公司的
这 一 需 求 引 起 了 当 地 有 关 部 门 高 度 重
视。12月 3日，淅川县科工局联合市科技
局邀请武汉理工大学汽车学院相关教授、
专家走进淅减公司，助力淅减公司高质量
快速发展。

在“万人助万企”活动中，全市 4159
名包联干部深入 6279 家企业开展精准帮
扶，累计收集企业问题 7687 个，已解决问
题 7203 个，办结率 93.7%。目前南阳市已
有 255 项事项，只需要一张身份证，就能

“一证通办”。在全省营商环境排名中，南
阳市同比跃升 8 个位次，进步幅度全省第
一。

学史力行，实干为民。南阳市在党史学
习教育中，解决群众最急迫、最困难、最关心
的问题，让发展更有温度，让民生幸福更有
质感，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
众，托起群众幸福梦。8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曾倩

“凤鸣高岗，龙吟淯水。卧龙岗不仅是
南阳中心城区的地形高地，更是南阳的文化
高地。让孩子们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对
他们成长有利。”12月 12日，正值周末，刘女
士带着孩子逛起了武侯祠，她说，卧龙岗最
著名的地方就是武侯祠了，作为历史老师，
自己对躬耕精神很是敬仰，孩子上小学后，
每年都会带他来此参观。

据记载，位于南阳市西郊卧龙岗上的
武侯祠，是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
军事家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历史上著名
的“三顾茅庐”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1996
年，武侯祠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18 年，南阳市卧龙区启动了卧龙
岗武侯祠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建设。2019
年，复建卧龙岗被列入卧龙区的十大工

程。卧龙岗恢复工程建设顺利启动并进入
了快车道。

为什么要复建卧龙岗？南阳市卧龙区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会中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介绍，河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中提
出，要推动文化繁荣兴盛，提升发展软实
力。具体而言，既要大力保护传承文化，又
要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做大做强文旅文创产
业。古建筑作为一种文化精神载体，其背后

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不可估量。保护文
物不应局限于文物本体，还应致力于挖掘其
文化价值，让文化传承不绝、历久弥新。多
年来，南阳一直致力于宣传诸葛孔明文化，
复建卧龙岗、创建 5A级景区正是南阳作为
历史文化名城应有的举措和行动。

卧龙岗文化园以卧龙岗、武侯祠、汉画
馆及周边1平方公里区域为重点，以文化保
护、生态修复为基础，系统恢复卧龙岗生态
原貌，全面提升武侯祠和汉画馆两大景点，
把卧龙岗建设成为集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
现代文化于一体的躬耕纪念地，打造成为城
市中央5A级景区。

从山门跨进武侯祠，碑刻林立，古朴的
茅庐、交错的古树，香炉里烟雾缭绕，仿佛能
带人一览三国鼎立的场面……

据介绍，为了深入挖掘文化元素，卧龙
岗文化园以文化符号为基础要素，融入文
创、科技等元素，比如将采用行进式演艺方

式在园区营造 12 个演艺点位，从“于显乐
都，既丽且康”的南都盛景，到东汉末年的三
顾草庐、卧龙出山、火烧赤壁……系统展现
诸葛亮忠、智、勤、廉的精神内涵。文化园将
运用更多大众喜闻乐见、充满时代感的“走
心式”传播，让躬耕文化“活”起来，充分展示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在复建卧
龙岗过程中，我们将挖掘文化元素、用好古
典建筑，用心、用情、用躬耕者的精神建设
好躬耕者的躬耕地。叫响‘南阳卧龙岗、诸
葛躬耕地’的品牌，真正把卧龙岗建设成为
全省乃至全国具有重要
影响力的文化高地、旅
游目的地，建设成为南
阳人的精神家园，成为
南阳省域副中心城市的
特色文化品牌。”李会中
表示。8

内乡

“点对点”解决“急难愁盼”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做企业运行的“平安盾”

但见群鸥日日来但见群鸥日日来
□文/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曾倩
图/李波 赵新敏

近日，在淅川县湿地保护区，上
万只候鸟或在水面休憩觅食、结队嬉
戏，或列队展翅高飞、翱翔云端，让渠
首大地尽显灵动有趣。

“今年，由于丹江口水库水位创了
新高，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成群的鸬鹚、
红嘴鸥及珍稀鸟类中华秋沙鸭、青头潜
鸭、黑鹳等选择在丹江湿地栖息。目
前，越冬候鸟已经回来了上万只。”淅川
县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主任马
翔告诉记者。

淅川湿地保护区面积达 100 多
万亩，公益林面积居河南省县级首
位。8

白鹭戏水白鹭戏水。。88

水雉灵动水雉灵动。。88

鸟瞰武侯祠。8 李栀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