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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卧龙区委宣传
部、组织部和团区委联合开
展的“我和我的祖国”微党
（团）课大赛决赛顺利举行。
来自全区各单位的 38 名选
手参赛。 图为卧龙区法院青
年干警在比赛中⑤2

本报记者 高嵩 通讯
员 丁清凌 摄

微党课
大比武

政策护航 我市 11万农民工返乡创业
创办规模以上企业 7200 余家，带动就业 680078 人

本报讯 （记者 曹蕊
通讯员 翟松）日前，记者
从市人社局获悉， 我市现
有农村劳动力 514.14 万
人， 在外务工 270.89 万
人， 作为一个人力资源大
市， 我市近年来在农民工
返乡创业工作上支持力度
持续加大，成效显著。

为更好地为农民工
回乡创业提供服务，我
市成立了由 17 家成员
单位组成的南阳市推进

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领
导小组， 在 7 个县市区
也成立相应机构， 统筹
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工
作。 先后出台一系列支
持农民工等人员创业的
政策文件， 从政策方面
形成体系。

同时，通过优化创业
服务，努力营造良好营商
环境，加大农民工回乡创
业的吸引力。 目前，全市
223 个乡镇（街道办）设立

了劳动保障站所，有 4088
个行政村明确专人负责
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为
返乡农民工提供“保姆
式”、“管家式”服务。 全市
通过大力推广“课堂培训
十创业实训”， 积极探索

“互联网+” 创业培训模
式，提高创业培训的针对
性、实效性。 近两年来，免
费为返乡人员提供创业
服务 5018 人次， 就业服
务 1.2 万人次。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农民工创业人数 113742
人，创办市场经营主体个
数 99532 个。 其中，达到
规模以上企业的有 7200
余家，涉及种植、养殖、农
机服务、交通运输、农产
品加工、 旅游等行业，销
售收入约 18.1 亿元。农民
工返乡创业带动就业人
数达到 680078 人， 其中
有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员
7979 人。 ⑤2

“实验杯”足球联赛落幕

绿茵场上欢乐多
本报讯（记者 陈明磊）8 月 12 日晚，历时

30 天的“实验杯”夏夜足球联赛在市实验中学
足球场精彩谢幕。

本次“实验杯”夏夜足球联赛以“快乐足
球、全民共享”为宗旨，是南阳足坛史无前例
的跨年龄、跨性别“无门槛”足球赛事。 参赛的
6 支球队中，既有年逾花甲的老将，又有十二
三岁的娃娃，还有英姿飒爽的绿茵巾帼，以最
灵活的自由组合形式组队， 以最过瘾的双循
环赛制比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赛事极具创意
地推出了“场上必须有一名 50 岁以上选手”、
“学生球队配备成年人门将”、“女足球队增加
一名上场选手并配备男子门将”、“赛前未报
名者可在某些球队人员不整的情况下预约替
补参赛”等规则，使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尽情
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 这些规则的制定与实
施，为我市举办娱乐性全民健身足球赛事、进
一步促进足球运动普及作出了积极探索，值
得借鉴、推广。

在 30 天的比赛中，本次“实验杯”夏夜足
球联赛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不仅吸引了众多
预约替补参赛的足球爱好者， 还得到了玛吉
斯轮胎、利威光学、翱翔俱乐部、龙翔足球俱
乐部、小白熊少儿足球等企业的支持。 ⑤2

上半年，我市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9%

新兴服务业成为新的增长点
本报讯 （记者 王雪

通讯员 张莹）上半年，全市
现代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387.79 亿元， 同比增长
9.9%，增速高于第三产业增
加值增速 2.6 个百分点，高
于 GDP 增速 3.4 个百分
点。 现代服务业对全市
GDP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为
29.7%， 对第三产业增长的

贡献率为 63.7%，现代服务
业逐渐成为推动我市经济
增长、优化升级的新引擎。

现代物流业持续快
速发展。 截至目前，全市
规模以上物流企业共有
188 家， 形成了溧河物流
园、卧龙跨境电商物流园
等 18 个物流专业园区。

“互联网+”等新兴服

务业成为服务业发展新
的增长点。 上半年，全市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55.1
亿元， 同比增长 16.5%，
高于现代服务业 6.6
个百分点。 其中，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7716.9 万元， 同比增长
59.7%， 营业利润 1760.4
万元， 同比增长 74.7%。
全 市 电 信 业 务 总 量
178.08 亿元， 同比增长
85.0%。 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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