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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积极推进国储林项目建设

明年将完成营造林 32.83万亩
本报讯（记者 高如

衡 通讯员 胡涛）日前，
全市今冬明春国储林项
目建设工作动员会召开。
记者从会上获悉， 明年，
全市国储林项目建设要
完成营造林 32.83 万亩，
其中 , 新造林 22.13 万
亩， 抚育中幼林 8 万亩，
改培现有林 2.7 万亩，落
地国家开发银行资金 20
亿元。

国储林项目是我市
有史以来最大的生态建
设项目。 去冬以来，我市
国储林项目建设工作实

现了整体造林质量水平、
项目投融资模式、项目资
金投入、精准育苗“四大
突破”。 据统计， 全市共
完成国储林新造林 20.97
万亩， 占目标任务 19.98
万亩的 105% ， 其中，新
建特色经济林基地 3.25
万亩，实现了国储林项目
“开门红”。

我市国储林项目建
设模式受到了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国家开发银行
的一致肯定。 在 6 月 20
日召开的全国储备林项
目管理工作会议上，我市

代表河南省介绍经验，并
作为引领全国储备林持
续推进的典型，向全国推
广。 目前， 已有贵州、安
徽、江苏、甘肃、山东等
20 多个省市前来我市考
察学习。

明年，国储林项目将
聚焦重点， 全面掀起建
设新高潮。 9 月底前项目
区造林地块全部流转到
位签订合同； 抓好特色
经济林建设，按照比例，
规模发展经济林； 今冬
明春，西峡、淅川、内乡、
南召、桐柏、方城、镇平

将新规划营建国储林苗
木基地 300 亩以上，至少
有 一 个 基 地 集 中 连 片
200 亩以上；其他县区将
新 建 国 储 林 苗 木 基 地
200 亩以上，至少有一个
基地集中连片 100 亩以
上； 推进智慧林业系统
建设，构建市、区县、林
区（国储林）三级统一智
慧林业（国储林）信息化
管理平台 ， 初步实现视
频监控、森林防火、视频
会议、 信息管理等基本
应用功能 ，2020 年初步
建成并投入使用。 ②7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培训转业干部
本报讯（记者 陈卓 通讯员 张虎英）9 月

10日，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的南阳市 2019
年计划分配军队转业干部岗前培训班开班。

本次培训为期 7 天， 市转业干部培训中
心制定了详细的培训计划和充分的准备。 通
过集中培训与自学结合、 教师授课与课堂互
动、理论学习与实地考察的方式，以确保培训
质量。

本次岗前适应性培训， 目的是为我市军
转干部到地方工作后尽快进入角色创造条
件， 帮助大家实现由国防和军队建设人才向
党政和经济社会建设人才的转变， 为进入新
岗位、取得新成绩打好基础。 ②7

我市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园区、示范项目评审结果出炉，33 个主体获殊荣

“归雁”创新业 秋来硕果丰
本报讯（记者 曹蕊

通讯员 翟松）日前，我市
2019 年市级农民工返乡
创业示范园区、示范项目
和返乡下乡助力脱贫攻
坚优秀项目评审结果出
炉，共 33 个主体获殊荣。

我市于今年年初启动
市级农民工返乡创业示
范园区、示范项目和“返
乡下乡创业助力脱贫攻
坚”优秀项目评选认定工
作。 经过层层筛选，共 33
个获殊荣；石佛寺镇玉雕
特色专业小镇等 6 个园
区获评为市级农民工返
乡创业示范园区；内乡县
有机软红薯加工项目线
上推广与线下平台建设

等 18 个项目获评为农民
工返乡创业示范项目；河
南龙亘耐火保温材料有
限公司等 9 个项目获评
为返乡下乡创业助力脱
贫攻坚优秀项目。 我市评
选的这些项目推荐至省
人社厅表彰后，将获得省
级财政每个园区 50 万
元、 每个项目 2 至 15 万
元奖励。

近年来， 我市大力推
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
支持农民工创业示范县
建设，对认定为省级农民
工返乡创业示范县的，省
财政给予一次性奖补 200
万元。 支持农民工返乡创
业示范园区建设，对省评

定的以农民工为重点对
象、孵化功能完善、管理
制度健全、 孵化服务到
位、孵化效果突出的省级
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园
区，省财政给予一次性奖
补 50 万元。 每年评选一
批返乡农民工创业省级
示范项目，根据其项目前
景、 带动就业等情况，给
予一次性奖补 2 至 15 万
元。 每年评选一批大众创
业扶持项目, 每个项目给
予 2 万元至 15 万元的资
助。 评选全省返乡农民工
“创业之星 ”， 被评定为
“创业之星”的，省财政给
予一次性奖励 1 万元。

截至目前， 我市已获

评省级返乡创业示范县 2
个、示范园区 2 个；省级
示范项目 10 个， 省级返
乡下乡助力脱贫攻坚优
秀项目 6 个。

我市是人口大市、农
业大市，做好农民工返乡
创业工作， 意义重大。
2016 年以来，全市农民工
返乡创业人数新增 10.1
万人，累计带动就业 68.3
万人 ， 创造产值超百亿
元。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
用足用活返创政策，为农
民工返乡创业营造干事
创业的良好环境，确保今
年扶持外出务工人员返
乡创业 1.5 万人、 带动就
业 15 万人。 ②7

人工增雨作业

缓解近期旱情
本报讯（记者 王勇）9 月 10 日，市人工影

响天气指挥部办公室发布人工增雨作业公
告，为缓解近期旱情、改善环境质量，经市政
府同意，市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办公室拟于 9
月 10 日起根据天气条件适时开展火箭人工
增雨作业。

经空域管制部门批准，南阳市 11 个县市
和市区范围内共 35 个作业点，作业安全影响
区域为全市范围。 作业使用设备为人工增雨
高炮、人工增雨火箭。 市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
办公室提醒广大市民， 作业区域附近请勿围
观，注意安全，如果发现人工增雨作业火箭弹
残骸或故障弹， 请不要靠近， 更不可擅自拆
除、搬动或储藏，应立即向市气象局报告，联
系电话 67779977。 ②7

样样红慈善专项基金

资助贫困学子
本报讯（记者 高如衡 通讯员 丁付有）

日前，在宛城区五里堡街道，熊新、杨景慧这
两名刚刚步入大学的贫困学子受到了“样样
红慈善专项基金”的资助，解决了他们的燃眉
之急。

南阳样样红红木家具有限公司先后多次
资助贫困学子，为他们送上助学金、教育物资
等。2018 年 1 月，该公司向市三中伏牛路校区
等学校捐赠价值近 30 万元的学习生活和体
育用品， 并把当天义卖的 70000 元收入设立
为“样样红慈善专项基金”；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9 月， 该公司和万豪家居公司先后资
助五里堡街道辖区 6 位贫困学生， 提供助学
金 2 万余元。 ②7

9 月 10 日，张衡街道、
南阳雷锋厨师营工作人员
来到市六十五小， 为教师
送上月饼、 水果等总价值
5000 余元的慰问品。 图为
活动现场②7

本报记者 高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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