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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柏县推动“五星”支部创建走深走实

争“星”竞一流 乡村天地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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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打造“六最”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 刁良梓）9月 9日上午，京东南阳城市旗舰
店举行开业仪式，这是南阳市政府与京东集团签约以来落地
的第一个项目，标志着京东集团与南阳市合作迈出了实质性
的一步。

京东集团是世界500强企业，自项目签约以来，南阳市高
度重视，强化资源要素保障，加快推进项目落地，不足 1个月
的时间，投资1.5亿元的京东南阳城市旗舰店就开业了，速度
背后彰显的是南阳市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蓬勃力量和良好
的营商环境。

据南阳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振中介绍，今年以来，
南阳市政府开展了“惠享南都”促消费活动，向居民发放消费
券，满足不同类型消费者的需求。京东城市旗舰店开业正当
中秋佳节消费高峰，适逢南阳市发放第五轮消费券，叠加京东
线上线下同款同价同服务的优势，引爆南阳市消费市场，促进
消费升级，拉动经济增长。8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曾倩
本报通讯员 王超杰

平成门下，车流滚滚；湍河桥畔，人声
鼎沸。初秋夜幕下的邓州城，灯火璀璨，一
片祥和。

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安全就在身
边，给群众看得见的安全感。在夏季治安
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中，邓州市公安局第
一时间成立了“百日行动”领导小组和“一
办、两专班”组织推进架构，并结合实际制
定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和考评细则，明确
目标任务，以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严格整治
管控风险为主攻方向，形成了“上下联动、

分工协作”责任链条，为“百日行动”开好局
起好步提供了组织保障。截至目前，邓州
市累计投入警力4500人次，发动群众防控
力量500余名，经过严密部署，形成维护稳
定“一盘棋”。

“已打掉电诈团伙 6个，抓获犯罪嫌疑
人 125人，移送起诉 62人；破获九类涉恶
案件 11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34人；抓
获网上在逃人员148名……”群众看公安，
关键看破案。邓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崔保国告诉记者，“百日行动”开展以来，邓
州公安机关共侦办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311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23人；查处行政案件
245 起，行政处罚 276 人；刑事警情、治安

警情分别同比下降41.3%、12.1%。
此外，为严密防范，织密治安防控“防

护网”，邓州公安机关围绕重点场所、重点
物品、重点群体三要素，盯死盯牢人员密集
场所、危爆品、管制刀具、涉众利益受损群
体、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等重点管控，逐
地、逐物、逐人制定方案，强化细化管控措
施，压紧压实责任落实，严肃严厉责任追
究，表格式列明问题责任，清单式限期对账
销号，全力推进社会治安“起底式”大清查、
大整治。

一次次雷霆出击的亮剑行动，一个个
振奋人心的战报战果，邓州公安机关高位
启动，全警全力、全力以赴，重拳依法严厉

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抓紧抓细抓实打、防、
管、治各项工作措施，发起一个又一个夏季
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的凌厉攻势，坚
决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

为民而战，人民警察始终都在。崔
保国说，邓州市公安局将持续开展“六防
六促”专项行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将使命放在心中，将责任扛在肩上，
全面落实打、防、管、治各项工作措施，依
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织密织牢社
会治安“防控网”，以广大民警辅警的“辛
苦指数”，换取全市人民的“平安指数”，
让百姓时刻感受到警察在身边，平安在
眼前。8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整齐干净的房屋、清洁如洗的道路、精
美贴切的文化墙，欢声笑语的儿童乐园，产
业发展如火如荼……走进桐柏县城郊乡尚
楼村，一幅美丽乡村画卷映入眼帘。

“尚楼村今年争创生态宜居星，以前这
里是块空地，断壁残垣，杂草丛生，如今，村
里修了路、栽了树、粉刷了墙壁，出门就有小
游园，村里实现了美丽蝶变。”城郊乡党委书
记岳东印说，广大干群切实感受到了“五星”
支部创建活动给基层党组织带来的活力，也
让老百姓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创建成果。

尚楼村正是桐柏县“五星”支部创建工
作冲锋号下，全县 215个村（社区）如火如
荼掀起“争星”热潮的一个缩影。眼下，桐
柏县委以“五星”支部创建为契机，聚焦产
业发展，构建“一村一品”，锚定方向、凝聚
合力，朝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奔赴。

闻着茶香把钱挣

“五星”支部创建，产业兴旺是关键。
在桐柏县吴城镇王湾村的山岗上，到处可

见采茶人手挽竹篮忙碌的身影。这里的群
众闻着茶香把钱挣，绿水青山能增收。

立足县级主导产业，桐柏县委先后出
台《加快茶产业发展的意见》《艾产业发展
实施意见》《品牌农业发展实施意见》等指
导性文件，拿出1000万元以上专项财政资
金，重点用于“五星”“四星”村级主导产业
发展。制定出台《桐柏县农业产业项目奖
补办法》，对农村发展龙头企业、一村一品、
优势特色产业扩大种植面积等进行奖补，
实施综合产业奖补项目 4 个，补贴资金
3880万元。统筹整合扶持村集体经济项
目 23个，共计投入资金 5100余万元，带动
66个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突破5万元。

借助项目扶持，王湾村今年扩大种植规
模。通过水土保持、农综开发等项目的实施，
连片发展茶叶种植3600亩，完善了水、电、
路、渠等基础设施。如今，在王湾村新建茶叶
加工厂一座，采取村集体与企业绑定的经营
模式，集体经济收入可达到30万元以上。

绿水青山真宜居

秋高气爽，走在新集乡磨沟村红绿相
映、绿水青山的乡间小道，仿佛人在画中，

心旷神怡。
在生态宜居工作上，桐柏县委注重突

出村庄地域特色和乡村特点，规划先行，全
面打造，优先编制争星重点村庄，已启动
24个村庄多规合一规划，新启动48个村庄
规划编制。申报乡村振兴专项债 3亿元，
整合涉农项目资金6300万元，用于全面提
升农村人居环境。

磨沟村紧抓“生态宜居星”创建机遇，
新争取到民生项目资金1100余万元，对河
渠、塘堰、石步河河岸进行治理，对村庄进
行整体绿化、美化、亮化，实现水清岸绿、河
畅景美、宜居宜人。

人人争先竞出彩

离岗不离志，余热映初心。今年63岁
的徐建国是省路港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退休
干部，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他毅然决
然接受桐柏县委聘任，返乡任职徐寨村乡
村振兴指导员。到任以来，他四方奔走，为
村申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带领村“两委”
成立了劳务公司，招商引资300万元项目，
仅仅几个月，村集体经济收入就达到20余
万元，实现质的飞跃……

选派退出领导岗位干部到村担任乡村
振兴指导员，是桐柏县委紧抓“五星”支部
创建机遇，构建新“桐柏英雄”党建工作体
系的有力补充。

为建强支部过硬村，桐柏县委在村党
支部层面开展“十面红旗”擂台赛，在乡镇
党委层面开展新“桐柏英雄杯”大比武，在
县直单位组织新“桐柏英雄杯”公开竞技
赛，在党员群体开展“最美共产党员”“先锋
指数”评选活动，在退岗党员老干部群体组
织返乡任职担任“乡村振兴指导员”，最大
限度激发和调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的能动性，营造人人争先，
勇争一流的良好氛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推动“五星”
支部创建进一步走深走实，桐柏县委成立
了桐柏县村（社区）“五星”支部创建工作领
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县委书记贾松啸
担任，下设8个工作组，各工作组均由县委
常委担任组长，牵头单位一把手担任联络
员，定期交办“五星”支部创建工作任务，全
县已形成周有安排、月有推进、季有排序、
半年有评比、年终有考核的创建态势，成为
推动乡村振兴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强力引
擎。8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娟）9月 14日，记者
从南阳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打造“审批最少、流程
最优、体制最顺、机制最活、效率最高、服务最好、国内一流”的
营商环境，该市制定了《南阳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并将于2022年 10月 1日起正式实施。

据了解，《条例》共六章四十七条，围绕总的指导原则、
市场环境、政务服务等方面进行了规定。《条例》总的指导原
则为高质量建设河南省副中心城市，全力打造“六最”营商
环境，用法规形式规定南阳市“5·18”企业家节，明确各部门
单位工作责任等。《条例》针对市场环境不优、保障不力、政
务服务意识不强、服务不到位、法治保障不健全、质效不高
等方面问题，作出一系列规定。《条例》的制定是南阳市坚持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取得的又一重要立法成
果。《条例》的实施，将为固化南阳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成功
经验，提升政务服务水平，破解南阳市营商环境痛点、堵点、
难点问题，打造富强活力南阳、法治诚信南阳、低成本创业
南阳、幸福美丽南阳、高效清正南阳、平安文明南阳提供强
有力的法治保障。8

两企上榜中国民企500强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曾倩）记者从南阳市工

商联获悉，近日，南阳市两家民营企业登上今年民企500强榜
单。

9 月 7 日，全国工商联在北京举办 2022 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峰会，发布了202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和调研分
析报告。南阳市两家企业榜上有名，其中，牧原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 832.75亿元的营收，排名第 101位，比去年的名次提
升56位；河南龙成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收入274.6亿元，排名第
475位。同时，河南龙成集团有限公司还入围2022中国制造
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第291位，这是该公司连续12年荣登
该榜单。

据了解，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在对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的基础上，以营业收入总额为参考
指标发布的排序结果。近年来，在南阳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南阳民营企业创新意识不断增强，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民营经济作为南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正
成为稳就业、保民生和保稳定的主力军。8

桐柏县

聚院士专家谋农业强县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 通讯员 杜福

建）9月 14日至 15日，首届“幸福淮河源”现代农业科技创新
高峰论坛在桐柏县举行，多位院士专家齐聚一堂，为该县打造
以高新技术为引领的现代农业产业提供建议、勾画路径。

活动举办期间，专家学者们围绕农业产业科创中心建设、
“三茶”统筹发展、乡村振兴、农业生物科技成果转化开展了调
研活动和专题座谈。桐柏县委、县政府向中国工程院院士李
德发、谯仕彦、印遇龙等专家颁发聘书，聘请他们为“桐柏县域
经济发展顾问”。同时，还举行了“桐柏县院士专家研学基地
——院士小镇”奠基活动，并与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京行实
业有限公司等一批优秀企业进行项目签约。

桐柏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赵国臣表示，近年来，该县引
入院士专家高端人才，打造一批专家院士工作站、高新农业
技术产业园区，使科技创新元素成为推动现代农业跃升的
核心动力，并形成了“政府+院士+企业”引领现代农业产业
发展的“金三角”模式，为桐柏冲刺全省县域 50强提供了坚
强助力。8

内乡县

“低成本”创业吸引客商投资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娟 通讯员 王豪 黄
梅）初秋时节，内乡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生机勃勃，一批“金凤
凰”相继落地扎根，“低成本”创业配套吸引客商来内乡县投资
兴业。

今年上半年，该县开发区入驻规上企业 70家，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加3家；开发区现有在建项目10个，总投资达44.6
亿元；已建成投产项目8个，越来越多的“金凤凰”选择扎根内
乡，原因之一就是“低成本”配套投入。

内乡县通过组建专业化管理公司（产投公司）和自建专
业化园区，量身定制生产场地，规范打造标准厂房，使企业

“拎包入驻”“轻装上阵”。采取边施工边招商的模式，吸引
优质的中小企业入驻园区。全力践行“保姆式”服务理念，
不断完善园区公寓、食堂、停车场、绿化、环保、公共交通等
基础配套设施，强化节能环保、电力保供、电价优惠等方面
保障力度，为企业在内乡投资打了“强心针”，为企业生产运
营提供有力支撑。

同时，该县加大融资力度，以产投公司为融资主体，购置
三个存量园区资产和新建农牧装备产业园为基础申请购建提
升贷，在农发行申请贷款7亿元，用于开发区农牧装备产业园
标准化厂房建设。利用增量配电工程，综合使用大网电和光
伏电，减少企业用煤发电的成本。8

京东与南阳合作迈出关键一步

□李栀子/文 刘禾/图

眼下正是猕猴桃成熟上市的季节，西峡县万亩猕猴桃迎来了采收期，小小猕
猴桃如今结成了乡村振兴的“致富果”，富了果农，兴了产业。

据了解，西峡县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光照充足，无霜期长，自然肥力高，立地
条件好，灾害天气少，非常适合猕猴桃生长，是国内外猕猴桃专家公认的最佳适生

区，是世界上猕猴桃资源最丰富的区域带。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西峡县已建成
猕猴桃人工基地14.5万亩，挂果面积8.5万亩，产量8万吨，产值8亿元，打造形成
了“312国道百公里猕猴桃长廊”，形成了红、黄、绿肉果实和早、中、晚熟品种相互
搭配的科学布局。

猕猴桃产业的发展拓宽了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路子、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
入，让广大农户真正尝到了“致富果”的甜头。8

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安全感

万亩猕猴桃
喜获丰收

◀桐柏县安棚镇李湾村茶园。8 资料图片
▲桐柏县月河镇易地搬迁安置点北湾社区。8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