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仲景街道

“两筛”工作惠民生
本报讯（记者 徐海龙 通讯员 申亚丽）

日前，仲景街道召开专题会议，对街道免费预
防出生缺陷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
作出部署。

会议要求各社区确保符合条件的孕产妇
及新生儿能够及时享受到免费产前筛查和新
生儿疾病筛查的福利待遇。同时，要主动和其
他相关单位通力合作，切实将“两筛”这项民
生实事办实办好。

自全市免费预防出生缺陷产前筛查和新
生儿疾病筛查工作开展以来， 仲景街道妇联
联合卫计办积极组织召开项目协调会及“两
筛”工作培训会，对有关服务政策和工作程序
进行详细解读， 全面推进工作开展， 切实把

“两筛”工作组织好、实施好、落实好。

都市新闻 2017年 10月 13日 星期五02 编辑 郭征 美编 武帅

南阳月季园、月季大道、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15
年制完全学校、菱角池小学昨日集中开工

绣花一样绣出精美新城区
本报讯（记者 高如衡）

10月 12日，南阳月季园、月
季大道、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 15年制完全学校、 菱角
池小学 4 个项目集中开工
建设，此举也标志着我市新
城区建设拉开序幕。 市委书
记张文深宣布项目开工，市
委副书记、 市长霍好胜讲
话， 市委副书记王智慧主
持。 市领导景劲松、刘树华、
柳克珍，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管委会主任金浩等出席
开工仪式。

霍好胜在讲话中指出，
项目是支撑发展的关键，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和有关
单位要按照“快、优、省、廉”
的要求， 发扬工匠精神，下
足绣花功夫， 加快项目建
设，严把工程进度关、质量
关、投资关和廉洁关，把项
目建成经得起历史和人民
检验的精品工程、 民心工
程。 各级各部门要站位大
局、服务大局，履职尽责、配
合联动，努力为新城区规划
建设营造良好环境。

本次开工建设的 4 个
项目，是 2019 年世界月季
洲际大会和我市新城区建
设的重要支撑项目， 总投

资 26.5 亿元， 将先后在
2018 年底全部竣工并投入
使用。 其中，南阳月季园项
目位于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白桐干渠与李高路交叉
口两侧，占地 1543亩，将按
照国家 5A 级景区标准建
设， 将建成以月季展示、景
观营造为主，集科普、休闲、
娱乐、展销为一体的专业公
园。 月季大道总长约 5.76
公里，双向八车道，分为山
河地貌、 五洲色彩、四
海宾客三个主题分
区，并将色、姿、语、韵

“月季四美”赋予道路

景观设计之中，打造“七彩
缤纷带，十里花香路”的道
路景观，着力体现南阳城市
特色，展现南阳月季文化。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15
年制完全学校占地 182
亩， 建筑面积近 9 万平方
米，150 个教学班， 可容纳
学生 6960人。 菱角池小学
项目占地 34.7 亩，校舍 1.7
万平方米，36 个教学班，可
新增学位 1800个。

宛城区工商局

贴心服务获点赞
本报讯 （记者 徐海龙 特约记者 孔峰

通讯员 李瑞新）日前，鑫众投资有限公司的
工作人员来到独山大道宛城区行政服务中心
工商窗口，将一面“廉洁高效，服务贴心”的锦
旗送到该窗口工作人员手中， 对工商部门优
质高效的服务表示感谢。

“感谢行政服务中心工商局窗口工作人
员能急企业所急、想企业所想，为我们快速办
理好各项业务。 ”鑫众投资有限公司的工作人
员说。

日前， 宛城区政府牵头解决企业资金难
的问题， 对辖区鑫众投资有限公司等 4 家公
司进行资金整合。 鑫众投资有限公司因增资、
变更登记， 急需拿到营业执照与合作伙伴签
订业务， 宛城区工商局注册大厅工作人员了
解到企业需求后特事特办， 窗口工作人员开
辟绿色通道， 积极指导企业因增资需要变更
登记的一切资料， 为企业加班加点进行变更
登记工作， 使鑫众投资有限公司当天便拿到
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童心向党
10 月 13 日是中国少

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市
第七小学师生开展了“不
忘初心，热爱祖国”学习
教育活动。 图为 10 月 12
日该校师生在参加少先
队活动。

本报记者 高嵩 摄

9 月份

香菇出口 4.4亿元
本报讯（记者 陈晓文 通讯员 李长河）

记者从检验检疫部门获悉，9 月份， 我市香菇
出口达到 4.4 亿元人民币， 环比增长 45.9%，
同比增长 2 倍。

为更好服务外贸发展，南阳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深入落实“放管服”改革，积极推进 E-CIQ
系统上线运行，降低抽批率，缩短检验检疫周
期，压缩放行时长，进一步提升了检验通关效
率。同时，在备案工作中推行“双随机”，对复查
换证企业、国家级示范区内企业和获得第三方
认证企业采信比例大幅增加，进一步激发了企
业出口备案的热情。 今年以来，仅西峡县就新
备案香菇出口企业 4 家，新增企业数量同比翻
番，目前正申请备案的企业还有 4家，这也从另
一 个 侧 面
说 明 企 业
对 出 口 充
满信心。

本报讯（记者 金都 通
讯员 王海彦）10 月 12 日，
由市委宣传部、 市双创办、
市老龄委、市文明办、市卫
计委、南阳电视台联合主办
的南阳市 2017年敬老月启
动仪式暨健康南阳行活动

在川光社区举行。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

该社区 40 位高龄贫困、留
守老人发放了慰问品。来自
我市 10家医院的专家现场
义诊，讲解老年常见疾病的
防治知识。益博等社工组织

开展了“讲好地名故事”社
区宣讲活动，川光社区老年
舞蹈队还带来了精彩的文
艺表演。

今年敬老月活动的主
题是“关爱老年人，欢庆十
九大”。目前，全市上下正积

极筹备、精心组织各类敬老
爱老活动。健康进社区暨敬
老月活动启动仪式后，还将
陆续开展敬老慰问，举办各
类敬老文体活动、老龄专业
培训、敬老宣传及模范表彰
等活动。

我市敬老月活动启动

爱老敬老 扮美夕阳红

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
十一长假已经结束，记者从
旅游市场了解到，节后出境
游价格大幅回落，一些路线
的价格甚至是“腰斩”。

每年十一长假后旅游
产品的价格都会开始走
低, 国内线路的降价幅度
基本在三成左右, 出境游
线路的价格降幅更大 ,部
分线路降幅高达五成。 从

各大旅游网站发布的信息
看, 日韩泰的海岛路线降
幅在 1000 元至 4000 元不
等， 欧美澳长线的降幅在
1000 到 2000 元左右。

“泰国曼谷、芭提雅双
飞六日游国庆节出发的价
格是 6000 元,节后维持在
3000 元 左 右 。 降 幅 达
50%。 ”南阳海外国际旅行
社总经理王志星说：“十一

长假后至 12 月是旅游淡
季。出境游机票、酒店资源
价格都处于一年中低位，
所以出境游旅价格比十一
长假便宜五成甚至更多。 ”

事实上， 不仅是出境
游, 就是从国内旅游市场
来看, 十一长假后也是错
峰出游的好时机。“一般来
说， 国庆节后两周内是国
内热门景区客流量最少的

时候, 但是此时国内大多
数地方的气候条件还不
错,很适合出游。 ”南阳海
峡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因为游客往往选择
在国庆假期出游, 因此在
假期后， 国内一些热门景
点会出现短暂的“真空
期”，再加上旅游报价也比
国庆前后便宜很多, 因此
出行性价比极高。

十一长假后，出境游价格大幅回落

错峰出游 正是好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