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协第六届南阳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今日开幕

合力奏响新时代奋进最强音
———热烈祝贺政协第六届南阳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

风劲好扬帆，奋进正当时。 今天，政
协第六届南阳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隆重
开幕。来自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的政协
委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汇聚一堂， 共谋
发展大计，共话美好未来。我们向大会的
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当前，南阳肩负着加快高质量发展
和高质量建设大城市的双重任务。 开好
这次会议，对于增进共识、促进团结、凝
聚力量， 奋力谱写新时代我市政协事业
发展新篇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8年，是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一年来，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 中共南
阳市委团结带领全市人民， 高举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
全面落实“两个高质量”工作布局，强力
实施“两轮两翼”战略，重抓重推“九大专
项”，迎难而上、扎实工作，经济发展持续
呈现良好态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出了坚实步伐。

在中共南阳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市

政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注重把握使命任务，注
重强化思想引领，注重服务发展大局，注
重凝聚各界共识，注重汇聚智慧力量，注
重提升能力质效， 较好发挥了专门协商
机构的优势和作用， 为推动我市高质量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征程要有新
作为。 2019年是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
70周年，是推进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
这对政协履职尽责提出了更高要求，也
给政协事业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 市政
协及其常委会， 要以这次会议召开为新
起点，认真落实市委六届八次全会精神，
强化资政建言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
突出主题，做好主业，强化主责。 要瞄准
“让党委放心、让人民满意”的目标，强化
党的领导， 强化履职创新， 强化自身建
设，围绕事关南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事、
事关南阳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的要事、 事关南阳人民生存生产生活的
难事，积极助推改革发展，主动服务民生
改善，广泛凝聚共识，为高质量建设具有

较强吸纳集聚能力和重要影响力的大城
市、 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的南阳篇章贡献
智慧和力量。

使命因担当而光荣， 履职因有为而
精彩。 我们相信，肩负时代重任和人民
重托的市政协委员， 一定会以高度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行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圆满完成本
次大会的各项议程，把这次大会开成一
次发扬民主、凝聚共识、鼓舞干劲、催人
奋进的大会。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 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
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携手共进，勇于
担当，开拓进取，努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优异成绩
迎接新中
国和人民
政协成立
70周年！

祝 大
会圆满成
功！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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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如衡）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南阳市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定于 5 月 16 日上午在南阳
会议中心开幕。

六届政协共有中共、特邀、民主
党派、无党派、工商联、经济、科技、科
协、文学艺术、工会、共青团、妇联、农
业、医药卫生、台胞、台属、侨联、教
育、体育、新闻出版、社科、少数民族、

宗教等 25 个界别的政协委员参加会
议。 驻宛省政协委员和市政协专委会
特邀委员列席本次会议。 在未来的几
天里，委员们将围绕市委、市政府中
心工作和南阳经济发展重大问题进
行协商建言，并以提案或其他形式提
交给大会。

会议期间，政协委员将听取和审议
政协第六届南阳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政协第六届南阳
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六届一
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 告；列
席南阳市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听取并讨
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审议通过
政协第六届南阳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有关决议和报告等。

本次会期 4 天，5 月 19 日下午
闭幕。 ②8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 10 时至次日上午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本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http://sf.taobao.com/0377/
06，户名：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 ）进行拍卖，现公
告如下：

拍卖标的为惠梓溥名下豫 RD991J 奥迪牌汽车一
辆，评估价值为 128000 元，起拍价 103680 元，保证金

20000元，加价幅度 1000元。
详见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

taobao.com/0377/06）。
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9 年 5 月 24 日止（节假日休

息）接受咨询，详情以淘宝网发布的信息为准。
标的物情况介绍摘录自邓衡通评估 [2018]车鉴

字第 197 号评估报告。

详情咨询电话：
座机 0377-61661199
手机 16637769800张法官
法院监督电话：0377-61661169
联系地址：南阳市建设东路宛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
二 0 一九年五月九日

刊发
长篇报道盛赞南阳日报———

走好全媒体之路
添彩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赵甫）《中
国新闻出版广电报》5 月 14 日推出长
篇深度报道《南阳日报社靠“走”写出
新闻温度和力量》， 肯定南阳日报准
确把握时代脉搏，寻求与百姓心灵共
鸣 ，着力增强“脚力 、眼力 、脑力 、笔
力”，坚持“走转改”，探索践行“四全”
媒体之路，策划推出了一批时间跨度
长 、内容形态活 、社会影响广的大型
主题系列活动和新闻行动，书写南阳
创新发展的动人故事，为城市高质量
发展添彩。

报道指出， 今年以来， 南阳日报
社胸怀大局，因势而谋，顺势而为，先
后策划推出“社长·总编走基层”新闻
采访活动，开展《2019，我们都是追梦
人》《“两新” 人士风采录》《大师与月
季故事》等系列采访 ，重点推出《“鸽
司令”脱贫记》《“牛”事业 富乡亲》
《“玻璃杯”大王创业史》等一大批带
露珠 、冒热气的生动报道 ，不但充分
宣传报道了南阳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的喜人成就 ，更通过深入 、广泛展现
基层人民的幸福生活，以报道揭示大
主题，以宣传展现大时代 ，用心用情
讲好百姓故事，诠释了党的好政策。

报道说，全媒体时代，南阳日报社
摒弃传统思维和固有宣传方式， 建立了
全媒体联动报道机制。 从“社长·总编走
基层” 到《2019， 我们都是追梦人》，从
2019 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到“南阳高质量
建设大城市”， 通过采用全媒体联动、线
上线下全方位宣传的方式，《南阳日
报》、南阳网、龙腾南阳客户端等集中
发力 ，全国党媒平台、新华网“现场
云”、短视频、H5 等集中推送等方式，
形成立体化宣传矩阵，增加了各报道
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也充分展示了在
处理同一新闻事件时，新媒体负责鲜
活、 纸媒负责深度的良性融合模式。
此外，南阳
日报积极发
展“云悦读”
特刊 ，做到
重 大 事 件
不缺位 、重
大主题不失
语。 ②8

南阳报业传媒集团推出首款全媒体直播产品：

“五月盛会”
今日上午 9 时，邀您收看政协第六届南阳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术生 冯长
顺）为全程、全息展现市两会盛况，南阳
报业传媒集团隆重推出首款全媒体直
播产品“五月盛会”，将通过集团旗下南
阳网、 龙腾南阳客户端等全媒体平台，
借助新华社“现场云”，对这场“五月盛
会”进行全媒体直播报道。

今天上午 9 时，“五月盛会” 将对
政协第六届南阳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开幕会进行全媒体精彩呈现。 此外，5
月 19 日下午 3 时举行的政协第六届

南阳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会，5
月 17 日上午 9 时举行的南阳市六届
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5 月 20 日上午
10 时 30 分举行的南阳市六届人大二
次会议闭幕会，“五月盛会” 都将现场
直播。

“五月盛会”将以文字、图片、音频
和视频等多种形式， 为您奉献一场丰
盛的全媒体直播“盛宴”。届时，您还可
以通过南阳新闻网、南阳网客户端、南
阳手机报、南阳日报微信、南阳晚报微

信、南都晨报微信、南阳报业微博等媒
体收看收听“五月盛会”，或通过扫描
下方二维码同步收看收听， 并参与在
线互动。 ②8

扫描二维码
看市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开幕会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