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0亿千瓦时到200亿千瓦时
改革开放40年，南阳电力实现“四级跳”，带动经济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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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冯峰王涛

省委省政府第一批环境保护
督察结束进驻
共抽查核查点位2239个，罚款210.11万元

40年前，谁也想不到，南阳电网的用

电量会突破200亿千瓦时。当时的南阳

电网还非常的羸弱，属于河南电网的西南

末端，整个电网用电量刚超过5亿千瓦

时。

35年前，南阳电网用电量首次突破

10亿千瓦时；

15年前，南阳电网用电量首次突破

50亿千瓦时；

11年前，南阳电网用电量首次突破

100亿千瓦时；

2017 年，南阳全社会用电量突破

200亿千瓦时，创下新的历史记录。

纵观南阳电力发展史，特别是改革开

放40年来的崭新篇章，南阳电网电量“四

级跳”现象，令人激情满怀：从1969年南阳

供电公司（南阳地区电力公司）成立的第9

年到“六五”期间首次达10亿千瓦时的第

一跳，累积了5年；到2003年超过50亿千

瓦时的第二跳，整整用了20年；而到2007

年突破100亿千瓦时的第三跳，仅仅用了

4年；2017年全社会用电量突破200亿千

瓦时的再次跨越。40载，四次跳跃，一次

比一次有力，一次比一次完美，它昭示了南

阳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更显示了

南阳供电公司和南阳电网为地方经济发展

所承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责任。

20世纪，南阳电网作为省网的末端

受电点，那时，南阳地区经济以农业为主，

工商业基础薄弱，电力主要用于照明和生

活用电，电量微小。

1985年9月，南阳供电公司实施“双

放心工程”、农网改造“民心工程”等建设，

加快主网、配网和农网及电力基础设施建

设，解决电力输送“瓶颈”问题，提升供电

服务质量和供电服务水平。

“十一五”以来，南阳电力事业进入一

个高速度、正规化、大规模的发展时期。

这期间既有接入大电网带来的机遇，更有

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有力地促进了电力

事业的发展。

“十三五”期间，南阳电网投资将达

110亿元，新建扩建500千伏变电站4座、

220千伏变电站25座、110千伏变电站

84座，初步建成输配协调的坚强智能电

网。

点击辉煌的电力发展史，我们惊喜地

发现，近年来，以工业经济为主的第二产

业，是南阳社会用电量增长的主力军；而

以农业为主体的第一产业，随着“效益农

业”的战略调整，也步入了微增长的行

列。南阳供电公司立足于服务乡村振兴

战略，助力百城建设提质、民生实事等工

程，以提升供电能力和电能质量为核心，

高效推进县域中低压线路建设和配电台

区改造，持续提高户均配变容量，实现城

乡电网均衡发展。

坚强的电网和优质的供电服务为南

阳的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改革

开放40年来，南阳电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全社会用电量呈跨越式增长。展

望未来，南阳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

间，南阳电网也将伴随着南阳经济的腾飞

创造新的辉煌，谱写更加灿烂的篇章。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刘根堂）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留学人员创业园内的许昌智能继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的党建活动室，只见墙上的

众多图片记录着该公司党支部组织开展的

丰富文化活动。“发展企业不忘党建，抓好

党建引领发展”，围绕这一理念，该公司把

企业党建融入公司发展全过程，取得了企

业党建与发展效益双赢，先后被授予高新

技术企业、河南省创新型试点企业、河南省

产能减排科技创新示范企业。这是许昌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多措并举提升非公企业

党建工作水平的一个缩影。

为强化企业党建队伍专业化水平，该

区通过在企业管理层党员中选拔和上级

党组织下派等方法，选配能力强、懂管理

的优秀党员担任党组织书记。采取“单位

推荐、个人自愿、组织决定”方式，由各镇

（办）党（工）委或行业主管部门党组织选

派党建指导员到非公企业指导开展党建

工作，逐步建立专业化、专职化党务工作

者队伍。2018年，该区共向区域内非公

企业派专职党建指导员18名，为促进企

业党建工作专业化水平提供了组织保障。

针对非公企业无活动场所、活动难组

织的现状，该区按照“七有”（有场所、有制

度、有设施、有标志、有党旗、有书报、有活

动记录）标准，鼓励非公企业推行“组织共

建、活动联办、资源共享”工作模式，为党

员、企业和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充

分发挥党组织辐射带动作用，夯实企业党

建阵地建设标准化。截至目前，该区95%

以上的非公企业实现了“七有”标准，为企

业党员参加党建活动提供了平台和载体。

在推进企业教育制度化管理方面，该

区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党员民主评议等

党内基本制度，全面推行“党员活动日”，

建立微信交流群、开设“党员大讲堂”，运

用“线上+线下”模式，将党员教育融入日

常抓在经常。建立“指标细化、考核量化、

表彰择优、后进转化”党员教育管理制度，

着力培养日常工作能看出、关键时刻能站

出、困难面前能挺出、危险时刻能豁出的

“四能”党员，真正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成

生产动力。河南瑞尔智能电力设备有限

公司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

党员冲在生产一线，仅9月份生产总值就

达2亿元，当月增速1615.5%。

为加强企业党建工作规范化建设，该

区建立完善了区党工委领导联系、党组织

书记“述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工作责

任清单”等工作机制，全面提升非公党建工

作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建立非公企业和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保障机制的意见，从“组

织、人才、阵地”给予支持，为工作更好开展

提供基础保障。该区7名党工委委员共联

系非公企业21家，经常性对企业党建工作

进行指导，帮助企业解决党建难题78个，

提升了企业党建工作规范化水平。

为提升企业党建活动常态化水平，该

区深入开展“强组织展风采促发展”系列活

动，通过设置党员示范岗、划定党员责任

区、组建党员先锋队，促使党员在本职岗位

作表率，在生产经营和急难险重任务中挑

重担。创新推行以“双服务双促进”为主要

内容的“双双”模式，积极开展“践承诺、做

表率”“岗位练兵、技能比武”“我为企业发

展建言献策”等活动，促进党建工作与企业

发展深度融合。扎实开展“亮牌子、亮身

份、亮承诺”活动，不断提升服务水平，树立

好新时代共产党员良好形象。

多措并举抓党建，勠力同心促发展。

今年前三季度，该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完成116.2亿元，服务业营业收入24亿

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9亿元，税收收

入7.68亿元，增幅均居全市第一名。

11月6日，在渑池县果园乡西村村的百亩辣椒基地，群众在抢收辣椒。近年来，在该县“双椒一药”（辣椒、花椒与中药材）的政策

扶持下，群众种植辣椒的热情高涨。眼下正是辣椒集中采摘的时节，每天在基地采摘的群众达50余人，每人每天可收入70余元。

本报记者杨远高 通讯员王一博摄

本报讯 （记者焦莫寒）11月8日，

记者获悉，省委省政府组织9个环境

保护督察组开展的 2018 年第一批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正式结束，推动了一

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整

改落实。

在10月 23日至11月 7日督察组

进驻期间，各组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坚

实扛起政治责任，紧紧围绕中央环保督

察“回头看”交办环境问题和反馈意见

整改落实、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特别是

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人民群

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等重点任务开

展工作。

进驻督察中，各督察组采取个别谈

话、调阅资料、实地走访、受理举报、现场

抽查、下沉督察等方式，陆续梳理曝光

18个典型案例，引起强烈反响。

截至11月7日，9个督察组共抽查、

核查点位累计2239个，其中，2018年中

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交办案件点位716

个，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意见涉

及点位29个。同时，督察组还收到群众

来电来信举报4939件，受理有效举报

4302件，问询谈话319人，走访相关部

门218个，调阅资料8250份。督察组向

被督察地区交办问题4302件，其中已办

结2657件，立案处罚56家、罚款210.11

万元，立案侦查2件，约谈47人，问责

170人。

根据督察工作安排，各督察组将陆

续进驻第二批被督察城市，整个督察工

作将持续1个月，预计于11月下旬结束

全部进驻督察。

本报讯 （记者田明）11月8日，记

者获悉，从11月5日凌晨开始，省气象

局抓住有利时机，积极组织全省气象部

门开展飞机和地面人工增雨作业，全省

大部分地区普降中到大雨，有效缓解了

旱情，对小麦早期生长非常有利。

据11月4日卫星遥感监测结果显

示，我省有40.7%的面积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干旱，其中，中旱以上比例为9.3%，

主要分布在信阳、驻马店、南阳等中南部

地区，且旱情发展趋于严重，不利于小麦

的分蘖和冬前形成壮苗。对此，省人影

中心在11月5日到6日组织开展飞机增

雨作业4架次，作业时间8小时，燃烧催

化焰条141根。同时，全省各地气象部

门积极开展地面增雨作业，到7日8时，

出动作业人员700余人，开展196点次

地面人工增雨作业，发射37式人影炮弹

3183发、各型火箭弹702枚，燃烧催化

焰条94根。

在人工增雨和自然降水的共同作

用下，我省黄河以南地区普降中到大

雨。到7日8时，全省平均降水量23毫

米，中南部地区的旱情得到有效缓解。

本报讯 （记者董豪杰）11月7日，

由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组织相关专家研

究制定的《河南省2018年小麦冬前管理

技术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

针对今年气候、播种特点与当前苗情，从

小麦施肥浇水、病虫害防治、冻害预防等

方面进行科学指导。

省农技站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

省麦播工作进展顺利，全省大部分地区

墒情较好，播期适宜，播种质量整体较

高。

《意见》指出，小麦冬前管理，应做

到因苗制宜，分类管理。小麦出苗后要

及时查苗，出现缺苗断垄的地方，要及

早用同一品种的种子开沟补种。对整

地粗放、坷垃较多、悬空不实麦田，要及

时浇好分蘖水，踏实土壤，保苗正常生

长；对于没有水浇条件的麦田，应做好

冬前镇压和中耕划锄保墒，缺肥麦田可

趁雨雪天气适量追肥；对底肥充足、生

长正常、土壤墒情适宜的壮苗麦田，冬

前一般不再追肥浇水，只进行中耕划

锄，保苗稳健生长。对播种偏早、有旺

长趋势的麦田，要及时进行深中耕断根

或镇压，也可用化控剂抑制其生长，控

旺转壮；晚播麦田，冬前一般不宜追肥

浇水，可浅锄松土，增温保墒，促苗早发

快长。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谢辛
凌）“多亏了邻里这些姊妹们，不光帮着做

家务、干农活，闲时还能来陪俺谈心聊天，

心里有啥疙瘩也能及时解开了。”11月7

日，沈丘县周营镇赵庄村的留守困难妇女

郭素梅告诉记者。

前年郭素梅的丈夫因意外事故离世，

她去年又意外摔伤。为此，一家人生活陷

入了困境。村里的巾帼守望互助队的队

员们获悉后，便你来我往，时常上门帮助

照料家务，操持田里的农活，这让郭素梅

感激不尽，对生活又重拾了信心。

为帮扶救助特殊贫困群体，今年以

来，该镇妇联结合农村实际，整合现有资

源，倡导各村成立巾帼守望互助队，积极

开展邻里互助、姐妹关爱活动。

“各村由青壮年留守妇女成立的巾帼

守望互助队主要面向辖区内患病、年老、体

弱、失能、半失能等困难群体，经常性开展

走访慰问和邻里帮扶。”该镇妇联主席孙娟

说，“在具体工作中，各村将辖区需要帮助

的困难群体进行情况摸排，然后由巾帼守

望互助队进行结对帮扶。”除了物质帮扶

外，各村互助队还充分发挥女性“朋友圈”

的优势，开展帮做家务、接送学生、心理慰

藉等活动，让困难群体得到物质和精神的

双重抚慰，此举赢得了群众的点赞。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通讯员韩静）

“曹窑村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绩，最重要

的是种好了党建这颗梧桐树。”近日，在

临颍县城关管理办公室举办的第四期

“村支书论坛”上，曹窑村党支部书记贾

守信说起半年时间曹窑村由原来的软弱

涣散村变成现在的样板村时很激动。这

是该县开办的首个“村支书论坛”。

为建立健全沟通联系、协调推进县、

乡、村三级联动工作机制，进一步推动新

时代基层党建工作。今年以来，该县城

关管理办公室开办了“村支书论坛”，充

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积极探索以党建

引领激活乡村振兴，着力提升基层党组

织服务群众的能力，增强基层党组织战

斗力，选好“领头雁”，为乡村发展保驾护

航。“村支书论坛”每周五举行一期，由

“城关办”各村（社区）支部书记轮流主

持，分享工作中的心得体会，畅谈特色亮

点，提出遇到的难题，以相互交流讨论的

形式，为其他村明晰思路，提供借鉴。

“村支书论坛”上，贾守信围绕改革

中遇到的人员界定、清产核资等难点和

核心问题如何破解进行经验分享。曹窑

村作为临颍县15个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试点村之一，是“城关办”实践创新、改革

发展、先行先试、典型引路的“试验田”，

历经五个月的先行探索，目前改革的各

项工作任务已全部完成，走在了其他试

点村前列，走出了一条具有本村特色的

改革之路，受到了市、县农业部门以及县

领导的肯定和好评，为其他行政村农村

产权制度改革全面铺开提供了“曹窑样

本”。

“通过参加‘村支书论坛’，学到了老

支书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以及分析问

题的思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场‘传

帮带’式的学习。”听了各村的党支部书

记的“治村之道”，北街村支部书记辛发

成感慨地说。

人工降雨缓解我省旱情

省农技站专家提醒

小麦冬管应因地制宜

渑池辣椒红 日子火

据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生态环境部、

农业农村部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农村污染治

理攻坚战行动计划》，提出加快解决农业农村

突出环境问题，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

战。

行动计划提出，通过三年攻坚，乡村绿色

发展加快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农业

农村污染治理工作体制机制基本形成，农业

农村环境监管明显加强，农村居民参与农业

农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

到2020年，实现“一保两治三减四提升”：“一

保”，即保护农村饮用水水源，农村饮水安全

更有保障；“两治”，即治理农村生活垃圾和污

水，实现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有序；“三减”，即

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和农业用水总量；“四

提升”，即提升主要由农业面源污染造成的超

标水体水质、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环境监

管能力和农村居民参与度。

我国打响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