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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广东经验中寻找南阳答案我们在广东经验中寻找南阳答案””
——南阳市党政考察团广东招商侧记南阳市党政考察团广东招商侧记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曾倩 通讯员 王超杰）
英雄虽已逝，精神永长存。6月 17日上午，追授邓州市公安
局民警卢阁同志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暨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南阳市公安局隆重举行。

据了解，卢阁生前任邓州市公安局汲滩派出所驻村警务
队副队长，2021年 10月 2日，国庆安保在派出所值班期间，因
突发疾病，他不幸光荣牺牲，年仅42岁。

辖区企业着火，他不顾火势凶猛，全力灭火，为企业挽回
巨额经济损失；23年的命案积案，他连续作战、严谨细致，成
功侦破；疫情防控，他坚守防控卡点，深入村组社区，及时消除
风险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卢阁生
前战友追忆战友，缅怀英雄。卢阁参加公安工作 23年间，一
直战斗在道路交通安全、打防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
第一线。他坚持立警为公、执法为民，干一行，爱一行，钻一
行，被群众当作“自家人”“贴心人”。

与会民警纷纷表示，弘扬英雄精神，继承英雄遗志，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以党和人民满意的新业绩向党的
二十大献礼。8

本报讯（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王涛）6月 19日，国网南阳
供电公司组织带电作业人员，冒着36摄氏度高温，在10千伏
滨供一西线带电安装高压刀闸和避雷器，经过 1个多小时的
紧张作业，终于完成了任务。

受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影响，今年南阳电网预测最大负荷
将比去年最大负荷高出 70万千瓦。为确保高温期间电网设
备安全可靠运行，国网南阳供电公司加快度夏工程建设，按期
投运 220千伏山城峡口稳控、110千伏高新变等 10项主配网
重点项目，提高电网供电能力。加强电力设备和线路巡视检
查，利用无人机、红外测温巡检等技术手段，对输电线路、枢纽
变电站及重要客户进行巡视和带电检测，第一时间发现并消
除各类隐患。同时积极开展线路设备不停电检修和“零点作
业”，尽量减少客户等待时间，进一步提升供电可靠性。

据国网南阳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负责人介绍，现
阶段南阳电网总体形势稳定，晚间高峰时段供电压力仍较
大。希望广大市民节约用电，养成节电好习惯。8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娟 通讯员 庞磊）
6 月 20日，走进京宛对口协作项目——内乡县乍曲镇郦邑贡
菊种植基地，一垄垄整齐的菊花幼苗在阳光的沐浴下郁郁葱
葱，焕发出勃勃生机，孕育着乡村产业振兴的新希望。

为促进菊花产业创新发展，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黄丛林
团队给内乡菊花送来了“新技术新品种”，为特色优质茶菊品
种脱毒复壮，试验示范食用菊花新品种，用科技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赋能乡村振兴，深化京宛协作。

除了菊花品种试验示范，此次“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河南内乡
特色产业科技支撑和示范推广项目”实施内容还包含樱桃试验
示范基地建设和熊蜂辅助蔬菜杂交授粉，提高番茄、西瓜等蔬菜
品质，促进绿色生产，加速转型升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科技
助力，提升了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使内乡县“两花三桃多元果”
的产业布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以菊花、月季花、油桃、核桃、猕猴
桃为主的特色林果业正强势崛起，黑李、樱桃、柑橘、石榴等多元
化林果带也渐成气候，实现“山上披绿、林下生金”。8

内乡县

京宛协作结“两花三桃多元果”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通讯员 范亚
康 刘禾）日前，在西峡县阳城镇耀辉冶材
有限公司，一场特别的“法治体检”引起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政府部门、司法单位、
企业业主三方参与，围绕坚持依法行政、优
化企业服务的目标，就“政府单位怎么办、
党员干部怎么干、企业怎么改”展开深入交
流，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提升基层依法治
理水平。

厉行法治可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
自2021年 8月起，西峡县组织31个律师团
队95名律师（公证员）建成法律服务团队，
先后举办“法治体检”活动 188场，走进基
层“把脉问诊”，从法治角度直面问题、直击
痛点，积极探索依法治理新路径。

知法学法用法，提升法治素养。该县
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树牢法治思维，掀起学

习热潮。先后有 1362名党员干部在河南
干部网络学院自学法治课程超过 7907人
次，1300 余名一线执法人员参加了专题
培训，组织执法测试、法治比武等活动
260余场，80%以上党员干部就“一规划两
纲要”开展系统学习，各行政主体自觉成
为法治政府建设重要的组织者、推动者和
实践者。

在强化法治教育的基础上，该县将行
政行为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出台完善了
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重要事项公示制
度、重点工作通报制度等；落实政府法律顾
问制度，全县各行政主体共聘请法律顾问
51 名，把合法性审查贯穿行政行为全过
程。

扛稳法治责任，提升履职效能。3月
16日，西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西峡县鸿

沣食品有限公司颁发了该县首张《食品生
产许可证》。自今年1月1日中低风险食品
的生产许可审批工作下放县级到首张许可
证发放，西峡围绕“接得住、管得好”，组织
各级相关单位通过对《食品安全法》等食品
生产许可审查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学习，
为依法行政奠定坚实理论基础。

优化法治服务，共建法治西峡。“真是
出乎意料，政府对我的意见这么重视，虽然
钱不多，但却体现出对群众诉求的尊重，给
他们点赞。”曲先生真诚地说。今年 3月，
曲先生在西峡乘坐出租车，因乘车费比平
时多了 2 元，向交通执法部门电话投诉。
问题迅速得到有关部门回应，执法人员对
驾驶员的行为进行批评教育，司乘双方达
成和解。

“合法、合理、合情”，良性的法治服务

促成群众、政府共建法治社会的良性互
动。为进一步推进行政相对人法律风险防
控制度和“两轻一免”清单，依法给予群众
和企业容错纠错的空间，该县积极推广使
用行政指导、行政调解、风险防控等柔性手
段，实现行政执法有“力度”，更有“温度”。
截至目前，西峡村居法律顾问覆盖率达到
100%，累计为群众提供各类专业法律意见
941条，代群众起草法律文书 133件，提供
现场法律服务517次，受到群众一致好评。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加快推进
法治政府建设的着力点，继续管好并用好
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放活市场这只‘无形
之手’，完善社会这只‘自治之手’，为促进
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发展创造更富效率、
更加协调、更为规范的政务环境。”西峡县
委书记周华锋说。8

西峡 善治赋能高质量跨越发展

邓州民警卢阁被追授二级英模

南阳迎战高温保供电

相关新闻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学到的是经验，“冲刷”的是大脑，改
变的是认知。南阳市工信局局长徐文磊
表示，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我们跟改
革前沿地区最大的差别就是理念的差别，
要想弯道超车，要先从解放思想、转变观
念开始。南阳市政数局副局长蔡咏说，数
字化建设是重大战略任务，我们在广东经
验中寻找南阳答案。

在一连串的头脑风暴中，南阳不虚此
行，收获的是累累硕果。南阳市政府相继
与正威集团、华润集团、前海方舟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在东莞，经过充分对接，
数控装备产业 6 个项目签约落户南阳，
标志着南阳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

移迈出了坚实步伐……此外，从新能源
到新材料，从“三大改造”到数字城市建
设，从新兴战略产业到文旅、康养，多家
企业与南阳市达成广泛合作共识，资
源、技术、资本等优势不断向南阳集聚。

其实，早在 2021年 12月 24日，南阳
市人民政府、河南省商务厅在深圳联合举
办2021南阳市粤港澳大湾区招商推介暨
产业合作交流会，活动签约项目 150个，
合同引资额 1303.35亿元，拉开了南阳精
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序幕。

南阳市招商投资促进局局长徐明表
示，去年以来，南阳市完善“五快一提”工作
机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气度抓招商，积

极承接粤港澳大湾区项目转移。今年以
来，新增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省外资金项目、
合同引资额均比去年同期增长一倍以上，
是南阳承接经济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主阵
地，有力地支持了南阳市副中心城市建设。

而这只是冰山一角。今年前5个月，南
阳市新签约项目599个，其中投资额在10亿
元以上的项目154个，占比为33.7%；投资额
在30亿元以上的项目52个；投资额在50亿
元以上的项目14个；其中，投资方来自长三
角地区的项目 158个，总投资 1583.26亿
元；来自京津冀地区的项目122个，总投资
1591.97亿元；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项目
152个，总投资1077.66亿元。8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娟 通讯员 李正秋）
狮子河、古路河、回龙沟河形成了独特的“三川”地貌，境内山
势错落有致，溪水潺潺、奇石异景、植被茂密。6月 20日，行
走在南召的“后花园”——位于南召县城北 5.5 公里的崔庄
乡，生态美景如画，让人流连忘返。

崔庄乡拥有林地面积 41万亩，森林覆盖率 73%，良好的
生态环境是这里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近年来，该乡把生态
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和重要内容，持续做好“管控保
护、除脏治乱、造绿添彩、融合发展”四篇文章，初步实现了生
态文明建设和农民增收致富的双赢。

该乡积极做好“管控保护”文章，强力推进矿山整治和生态
修复，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稳妥有序推进退林还耕，空
气质量长期保持在南阳市各乡镇前列。同时，致力做好“除脏治
乱”文章，通过“以点带面、全面铺开”的方法，全乡的人居环境净
起来，群众的满意度、幸福感进一步提升。今年以来，崔庄投资
300余万元，规划造林面积2000余亩；争取项目资金100余万
元，在主要公路沿线和群众居住较为集中的村落，栽植银杏等苗
木1万余株，营造出了风景独特、色彩纷呈的绿色生态空间。

如何做好“融合发展”文章？崔庄乡加强生态价值转化，
依托生态资源、乡村田园风光，初步形成了从菌种培育、菌棒
加工、香菇种植到储存销售的相对完整产业链条，并打造出集

“吃、住、学、游、购、娱”于一体的网红景点，吸引了南召周边的
群众纷纷前来打卡游玩。8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 通讯员 史源
远）在南阳市宛城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企业开办专区，前来
办事的商户络绎不绝，时不时有人向“小宛”们咨询问题。

为方便群众办事，宛城区在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设立了“企
业开办专区”，“小宛”就是人们对帮办人员的亲切称呼。该部
门把市场监管、税务、公积金、医保、社保、银行开户、刻章、免
费邮寄集中在一个区域，同时设立“小宛快办”帮办专区，由各
部门选派业务熟练人员组成帮办小组，对拟开办企业先期提
供咨询服务、申请指引和全程电子化指导，确保一口说清、一
次提交成功，努力做到让好事“快”办、好事“好”办。

“我们将企业开办所需的设立登记、刻制印章、申领发票等
表格归类整理为一套表格，通过帮办指引实现一次填报，确保
一次通过。”企业开办专区负责人关心峰介绍说，一套表格一次
填报后，由窗口工作人员开展内部审核，将营业执照、公章等当
面送达企业手上。据了解，在宛城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现已
实现了“开办企业一件事全流程零成本4小时办结”。8

宛城区

开办企业4小时办结

南召县

生态美带动群众富

万亩荷花竞绽放万亩荷花竞绽放
□文/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曾倩
本报通讯员 谭亚廷 图/时君洋 张卡申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夏至时节，位于镇平县杨营镇中原荷花博
览园里的莲花竞相绽放，荷叶、村庄、绿叶
和花海，构成一幅绝美的田园山水画卷，
吸引游客纷至沓来。据了解，近年来，镇
平县大力发展有机莲藕种植产业，目前，
该县莲藕种植面积近2万亩，就地转移劳
动力达4000余人。8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曾倩
本报通讯员 曹飞

六月的江浙，骄阳似火。卧龙区党政
考察团奔赴江浙两省六地，感受这片改革
创新、锐意发展的兴业热土。

在宜兴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政
企双方围绕卧龙区城市更新、干线公路、
农村公路等基础设施及园中村改造进行
广泛的洽谈交流。

小市场大民生，卧龙区党政考察团一
行参观江苏弘粮集团总部，深入考察智慧
农贸市场管理建设经验，并就欲投资项目
进行沟通对接。

走进江苏如皋市吾悦广场、万达广
场，实地考察了解新型大型商业综合体运
营情况。

在江苏国泰华盛实业有限公司，双方
就毛衫产业项目落地卧龙进行深入交流，
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一路走一路看，一边学习，一边招商，行
程满满，收获颇丰。卧龙区党政考察团负责
人表示，招商引资是推进经济转型发展的重
要抓手，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
年来，卧龙区紧扣产业链条缺失环节，面向

“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瞄准“三类500
强”、高校院所等开展定向招商，同时通过产
业链招商，引导以商招商、行业组织招商、全
员招商等方式，不断扩大卧龙区对外开放和
招商引资的力度和广度。8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陈琰玮

6月 8日至 12日，5天辗转

3市，对接美的、华润、正威、万

达、中国电子等多家世界500强

企业，深入洽谈达成了一批合作

意向，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各路名

企大商齐聚南阳投资兴业的良

好局面，为南阳建设现代化副中

心城市装上了动力引擎。

在如今这个一日千里、百舸争流的时
代，要想乘势而起，造船出海不如借船出海。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南阳发
展也没能独善其身，和全国、全省一样，进
入4月份，各项指标不同程度出现下滑。

是坐等还是主动？南阳的思路是化危
为机、危中寻机。

南阳市委书记朱是西分析认为，受疫情
严重冲击，上海、广州、深圳等沿海发达地区，
对产业投资强度的要求越来越高，“腾笼换
鸟”的力度越来越大，为发展中的南阳带来了
重大发展机遇。

在短短 5天时间，南阳市党政考察团
先后到佛山、深圳、东莞等地，主动登门拜
访华为、美的、华润、正威、中国电子等世界
500强企业，与粤港澳大湾区的 30余位企
业家座谈，攀亲结缘，以“一天当作两天干、
两步并作一步跑”的高效务实作风，考察团
点对点、实打实，洽谈大项目、招引好项目。

“凡是沿海先进地区能做到的，南阳一
定能够做到。”6月 12日，在与东莞企业家
座谈时，朱是西表示，南阳要打造全国一流
营商环境，让企业在南阳发展安心、顺心、
舒心、放心。

不搞“花架子”，不做“虚功夫”，南阳以
专业的态度、务实的作风、饱满的热情深深
打动考察对接企业，让企业家进一步坚定
来宛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洽谈大项目
招引好项目 学到的是经验，改变的是认知

赴江浙招商强弱补缺

位于南阳
经开区的招商
引资项目利民
集团致力于物
流装备生产，
从开工到达产
仅 用 了 5 个
月。8 李栀
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