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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森林防火规划（2019-2025 年）》出台

构建保障体系 提升防控能力
本报讯（记者 高如衡 通讯员 张燕平 时源博）日前，市政府批准印发《南阳市森林防火规划（2019-2025

年）》（以下简称《规划》）。

寒冬送温暖 真情暖人心
共青团唐河县委积极

相应号召， 联合唐河县关
工委、 唐河县妇联以及唐
河县爱心志愿者协会走进
苍台镇后陈排湾村小学和
苍台镇敬老院，开展“情暖

寒冬” 扶贫助困志愿服务
活动， 为老人和孩子们送
去了寒冬里的温暖。 活动
中， 志愿者们与孩子们亲
切交谈， 鼓励他们努力学
习，并为他们送去了棉衣、

书籍、 文具盒等生活学习
用品。

共青团内乡县委也积
极组织内乡县微笑宝贝儿
童摄影机构等爱心企业开
展各类捐助活动， 为岞岖

镇清泉希望小学、 孙岗小
学的孩子们送去了价值 1
万余元的学习用品， 并鼓
励他们要心怀感恩、 努力
学习， 早日成为国家和家
乡建设的栋梁之材。

我市开展“希望工程·温暖冬天”活动

颗颗爱心 点亮冬日暖阳

市水利局

扶贫济困献爱心
本报讯（记者 曹蕊）日前，市水利局组织

开展了“送温暖、献爱心”捐款活动。
活动现场， 该局领导班子成员充分发挥

表率作用，带头奉献爱心，广大干部职工积极
踊跃参与，纷纷捐出善款，以实际行动发扬团
结友爱、助人为乐的时代新风，给寒冷的冬天
带来丝丝暖意。 据统计，此次捐款活动共筹得
捐款 27000 余元。

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此次活动中，广
大职工献出了一份真挚的爱心， 让困难群众
切实感受到了温暖。 ②1

本报讯 （记者 杨青
通讯员 张歆宜）为传播社
会正能量，助力脱贫攻坚，
近期， 团市委在全市开展
“希望工程·温暖冬天”活
动，号召各单位、爱心企业
和爱心人士扶贫帮困，为
留守儿童、孤残儿童、贫困
儿童送去温暖， 让孩子们
充分感受到社会各界的无
私关爱。

市四小南校区

激励学子守初心
本报讯（记者 王渊博）1 月 12 日，南阳

市第四小学南校区校园内喜气洋洋，“不忘初
心励志奖学金”颁奖活动举行，优秀学生领到
了数额不等的奖学金。

活动现场， 该校负责人宣读了获奖学金
学生名单， 总结了 2019 年秋期期末考试情
况， 并代表学校及各位家长对捐赠者表达了
真诚的感谢，并希望获奖学生能再接再厉，把
这份爱心与奉献发扬光大。

多年来，南阳市第四小学南校区（原潦河
镇新集中心小学）人才辈出。 2017 年秋，从该
校走出的优秀学子发起并成立“不忘初心励志
奖学金”，旨在激励全体学生立志成才，回报社
会。至今，“不忘初心励志奖学金”累计捐助 3.5
万元，已发放 2.15 万元，激励了一届又一届学
生发愤图强。 ②1

市女企业家协会

爱心捐助暖童心
本报讯（记者 杨青）日前，南阳市女企业

家协会“献爱心、送温暖”代理贫困儿童结对
仪式在社旗县大冯营镇举行。

此次捐赠活动为该镇 6 名失亲贫困儿童
伸出援助之手，送去了生活物资及慰问金。 现
场接受捐献的孩子们， 看着一件件新春礼物
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纷纷表示感谢。 仪式结
束后，爱心人士与贫困儿童进行交流，激励他
们树立理想信念，争取学有所成后回报社会，
帮助更多贫困家庭。

市女企业家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们
将积极呼吁更多社会爱心人士参与活动，为
贫困儿童的成长点亮一盏明灯， 让他们享受
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②1

同在蓝天下 共读中华书
市第四小学教育集团

在“希望工程·幕天同阅”
公益项目团队的协同组织
下开展了“同在蓝天下，共
读中华书———图书捐赠”
公益活动， 共捐赠图书
4321册。一本本书籍，代表
着一颗颗爱心， 该校的学

生们希望这些书籍能拓展
贫困山区儿童的视野，陪伴
着他们健康成长。 同时，市
第三十一小学也为贫困儿
童捐献图书 8500 多册，涵
盖故事类、科普类、启蒙类、
历史类、 国学传统等类别。
这批图书将带着全体师生

们的爱心和真情传递到希
望工程孩子们的手中。

据统计， 去年年底以
来，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联合幕天公益等发
起“希望工程·幕天同
阅”公益项目，在团市
委希望工程办公室的

组织下， 我市 23 所中小
学，共计捐书 82586 册，在
全国 45 个实施区域中排
名第一。 ②1

建立健全森林防火长效机制
《规划》 基准期为

2018 年， 建设期为 2019
至 2025 年，范围涵盖西
峡、南召、淅川等全市 12
个森林火险县级行政区
域，以预警监测系统、通

信和信息指挥系统、森林
消防队伍能力、森林航空
消防能力、防火应急道路
和林火阻隔系统以及森
林防火宣传教育建设等
六个方面作为重点 ，明

确今后一个时期我市森
林 防 火 发 展 的 总 体 思
路、发展目标、建设重点
和保障措施等， 立足于
推进森林火灾预防、扑
救、保障三大体系建设，

加大依法治火力度 ，建
立健全森林防火长效机
制， 全面提升我市森林
火灾综合防控能力，实
现森林防火管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助推森林防火管理体系建设
我市森林资源丰富，

地跨伏牛山、桐柏山两大
山系，是我省第一林业大
市。 全市境内有国家和省
级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
园、湿地公园等重要林业
资源，是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渠首所在地，生态区位
十分重要。 森林火灾是森
林的最主要灾害，对森林

资源和生态安全构成严
重威胁。 森林防火是森林
资源保护的首要任务，是
生态文明建设的安全保
障，是国家应急管理的重
要内容，事关人民生命财
产和森林资源安全，事关
“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
体”安全，事关国土生态
安全。 森林防火工作不仅

关乎生态安全，更是政治
任务，影响着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

长期以来， 我市森
林防火预防扑救保障等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相 对 薄
弱 ， 森 林 火 灾 时 有 发
生，一定程度影响了森
林生态安全 ，森林防火
形势异常严峻。《规划》

的 出 台 是 适 应 气 候 变
化、保护我市森林资源、
维护林区稳定的重要举
措 ，将提升我市应急管
理水平 ，助推森林防火
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对我市保护
森林资源安全和生态文
明建设也将起到积极推
动作用。 ②1

唐河县爱心人士为贫困儿童捐赠学习用品 杨青 摄

暖暖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