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17590 元，超出全省平均水平 2426 元
新野县围绕强县和富

民相统一，聚焦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着力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 该县先后建成投产
新纺公司 12 万锭智能纱、
罗蒙服饰 300 万件衬衣和
20 万件羽绒服、 华星公司
500 台高档喷气织机、 鹏升
公司 100 台大圆织机和 200
万件服装生产线等一批高
质量项目，形成了以新纺公
司为龙头的纺织服装产业
集群。 引进建成鼎泰高科、
旭润光电等 10 多个智能制
造项目， 形成了 26 家企业
为群体的智能制造产业。 形
成了以科尔沁牛业、裕康面

业等 20 家企业为群体的食
品加工产业集群，着力打造
南阳大城市乃至全省全国
重要的农副产品供应基地。
培育形成了肉牛、 蔬菜、花
生三大农业产业化集群，从
业人员达 35 万人， 占全县
总劳动力的 68%。 产业支撑
了县域经济，也鼓起了群众
的“钱袋子”，2019 年全县生
产总值完成 261.58 亿元，增
长 7.2%； 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7590 元，超出全
省平均水平 2426 元。

实施城乡公交一体化，
新增公交车 300 余台，群众
实现“出门见路， 抬脚上

车”。 以城乡教育一体化为
目标，累计投入资金 7.02 亿
元， 新建改建学校 260 所，
新增学位 18500 个。 大力实
施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一体
化建设，县医联体纳入全省
县域医疗中心建设，新野成
功创建为全国基层中医药
工作先进单位。 强化科技创
新，全县共有高新技术企业
3 家、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4家。发展现代金融，拥有
上市企业 2 家，21 家企业成
功在中原股交中心挂牌展
示。 强化人才支撑，实施“新
野英才计划”，2019 年引进
各类高层次人才 205人。

退休人员养老金上调

月人均增加 136 元

本报讯（记者 王陈 通讯员
冯庄）7 月 29 日， 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宛城分局黄台岗市场监管
所举行揭牌仪式。

市场监管事关广大人民群
众的切身利益和生命安全，关
系到经济跨越发展和社会稳
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宛城分
局黄台岗市场监管所的挂牌，
开启了黄台岗镇市场监管工作
的新篇章。 揭牌仪式中，相关工
作人员纷纷表示， 要以扎实苦
干、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再接

再厉、大胆管理、敢于碰硬、严
格执法、热情服务，忠诚履行好
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 当好市
场秩序的维护者、 安全底线的
守卫者、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
努力开创市场监管工作新局
面， 为辖区营造宽松便捷的市
场准入环境、 公平有序的市场
竞争环境、 安全放心的市场消
费环境， 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活动中，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宛城分局 12315
工作站也一同揭牌。 ⑤2

本报讯（记者 陈书洁）7 月 30 日，我市召开“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新野县专场
新闻发布会，新野县相关负责人围绕“田园新野 梦圆小康”的主题，就近年来新野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脱贫攻坚工作进行了通报。

石童

2019 年，新野县生产总值完成 261.58 亿元，产业发展让群众鼓起“钱袋子”

田园新野 梦圆小康

本报讯（记者 曹蕊 通讯员
罗铁涛 王向东）7 月 29 日，记者
从市企业养老保险管理局获悉，
我市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上调补
发所需 2.1 亿资金已分拨到账，
每月人均增加养老金 136元。

根据省人社厅、财政厅《关
于 2020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的通知》文件精神，全市各
级经办机构高度重视， 积极行
动，相关业务科室工作人员加班
加点， 充分利用去年上线的全省
统一社会保险信息系统， 进行调
待模块调试、数据整理、待遇测算

等工作， 确保每一名待遇享受人
员的待遇调整准确无误。同时，提
前向市财政局申请充足的调待资
金备用，截至目前，全市企业退休
人员养老金上调补发 1 至 7 月所
需 2.1 亿资金已分拨到账， 各金
融代发机构正在根据调待计划分
发资金， 确保本月底前到达退休
职工养老金个人银行账户。

据统计， 该项工作惠及全
市 21.75 万名企业退休人员，
每月人均增加养老金 136 元。
自 8 月起， 将正常发放调整后
的基本养老金。 ⑤2

建立 107 个产业扶贫基地，实现农业产业扶贫全覆盖
新野为非贫困县，共有

贫困村 47 个。 近年来，该县
持续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探索实施了
农业产业扶贫“四个三”、科
尔沁肉牛寄养托管、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带动、“两小两
快” 扶贫车间、“四集中”兜
底保障等模式，走出了一条
平原农业县精准脱贫之路。
截至目前，全县还有未脱贫
村 9 个、 未脱贫人口 2264
户 4062 人。 该县在抓好产
业扶贫，依托肉牛、蔬菜、花
生等特色产业优势， 采取

“龙头企业+产业基地+党支

部+贫困户”“专业合作社+
产业扶贫基金+党支部+贫
困户”“互联网+现代农业+
党支部+贫困户”等模式，带
动农户增收脱贫。

该县先后建立了 107 个
产业扶贫基地和 3 个县级产
业示范园， 实现了对贫困群
众农业产业扶贫的全覆盖。
全县 38 个扶贫车间吸纳就
业人数 866人， 其中贫困人
口 324人。 多渠道开发保洁
员、护路员、护河员、护
林员、 保险宣传员等公
益岗位 6000 多个，统一
管理和考评， 岗位年均

工资在 3000元以上。 新野县
财政投入 7000 余万元高标
准建成 17 所规范化乡镇敬
老院，吸纳 1104 名特困人员
集中入住。 新建、改扩建 109
所供养机构，把 3034 名兜底
对象分类精准安排到相应机
构，实现“托养一人，幸福一
家”。 投入 884万元，在全市
率先高标准建设 34 个村级
标准化卫生室； 如期实现农
村危房改造动态清零。 ⑤2

本报讯（记者 王勇）日前，
南召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携
手该县 4 个律师事务所的 20 多
名资深律师，深入驻南召某部队
开展双拥维权暨“法律援助进军
营”活动，并给部队官兵送去了
西瓜、矿泉水、方便面和降暑饮
料等慰问物品。

南召县司法局党委书记、局
长张成罡在致辞中表示，相信通
过法律宣讲、法律咨询和法律援
助，广大官兵能够学到在部队里
没有学过的法律知识，掌握自己
及家人遇到法律疑难问题保护
合法权益的办法。

南召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李磊围绕“法律援助进军营”作
了专题讲座，他重点讲解了《兵
役法》及《退役安置条例》相关
法条，并以案释法；结合法律援
助流程及申请条件， 有针对性
地教育广大官兵遇到法律问题
如何申请法律援助， 引导广大
官兵尊法守法用法护法， 做新
时代优秀军人， 切实锻炼保家
卫国的真实本领，无悔青春，报
效祖国。 4 个律师事务所的律
师与官兵开展法律咨询互动，
接受官兵们关于退役安置、转
业就业、 亲属维权等法律咨询
20 多人次， 并互留电话、 添加
微信，气氛真诚友好。 ⑤2

文明之花
开遍宛城

目前，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过程中，我市注重发挥文化的
滋养作用，用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气质，让文明之花开遍大地、
香满全城。 图为 7 月 30 日，市民在卧龙岗街道汉画社区游园
游玩⑤2

本报记者 高嵩 摄

市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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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进军营

都市新闻 2020年 7月 31日 星期五04 编辑 张晓凤 美编 张浩 质检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