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赠送学习用品 记者追访
路面已恢复平整

城管出击
加紧维修路面

本报讯（记者 王雪 通讯员 魏凯）2020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强力领导下，各部门共同努力，克服了疫
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扭转了年初经济下滑的困难局面。 2020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460 家，资产总计
3321.1 亿元。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 4.3%，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3.9 个百分点；实现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 0.7%，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4.8 个百分点。

产品结构向中高端转型，非公有制工业释放活力
高附加值、 高技术含量和节

能环保等产品快速增长，产品结
构向中高端转型。 2020 年，钢结
构产量同比增长 86.5%， 通信及
电子网络用电缆产量同比增长
34.6% ， 传感器产量同比增长
18.2% ， 互感器产量同比增长
12.9%， 工业自动调节仪表与控
制系统产量同比增长 12.3%，光
电子器件产量同比增长 10.4%。

与此同时， 传统产品的产量
同比下降，卫生陶瓷制品产量下
降 47.6%， 天然大理石建筑板材
产量下降 34.7%， 饮料酒产量下
降 21.5%，纯碱（碳酸钠）产量下
降 5.4%。

2020 年， 非公有制工业增
加值增速同比增长 4.9%， 高于
全市平均水平 0.6 个百分点，占
比为 76.8%，拉动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 3.3 个百分点，
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贡献率
达到 75.5%。

从效益指标来看， 非公有制
工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9%，高
于全市平均水平 1.2 个百分点，
高于公有制 5.4 个百分点， 占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总量的 80.1%，
拉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
增长 1.5 个百分点。 ②8

骨干行业业绩快速回升，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重点骨干行业业绩快速回

升，拉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持续
向好。 据数据显示，全市 37 个行
业大类中， 有 22 个行业实现正
增长， 其中 13 个行业的累计增
速均超过 10%。 医药制造业，专
用设备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
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汽车

制造业等八个行业表现较好，实
现增加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比重 42.0%。

“两新”产业表现突出，产业
结构进一步优化。 2020 年，全市
高新技术产业同比增长 10.4%，
占比为 57.4%。 其中，生物与新医
药技术产业、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
产业、新材料技术、电子信息技术
四大产业拉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速 4.2个百分点。
战略新 兴产业同比 增长

8.3%， 占比为 36.6%， 相较去年
提高 9.2 个百分点； 拉动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2.8 个百
分点，贡献率达到 64.8%。随着产
业转型升级的扎实推进，叠加大
气环保治理因素的双重影响，高
耗能产业的增速和占比双双下
降，全市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市民上报
路面出现深坑

我市开展寒假儿童关爱服务活动

把爱带回家 寒假更温暖

2020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 4.3%，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逆势而上 工业经济跑出“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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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塌陷，市民拍照上传
“南阳数字城管”微信平台

城管快速出击
修复隐患路面
□本报记者 记者 杨青 通讯员 陈曦

日前， 市民王先生在建设路与明山路交
叉口东北角处， 看到路面塌陷后出现 2 处深
坑，不少市民纷纷绕行。

于是，他通过“南阳数字城管”微信平台，
反映此处人行道路面上塌陷的深坑约 50 厘
米深，临近傍晚，路上行人较多，稍有不慎就
会掉进坑里摔伤，影响出行，希望相关部门能
够尽快处理。

本报讯（记者 杨青）近日，
市妇联号召相关部门在全市深
入开展“把爱带回家”2021 寒假
儿童关爱服务“四送”活动，并广
泛发动社会各界为广大儿童特别
是孤儿、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送
温暖献爱心， 让孩子们度过一个
健康、安全、温暖、幸福的假期。

活动中，市民政局广泛发动
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深入学
校、乡村、社区开展关爱儿童“四
送”服务活动，通过开展“小雏菊
课堂”活动，为家庭课业辅导困
难的留守儿童提供学习内容回
顾和作业辅导，并和他们一起绘
画创作， 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
好，帮助树立自信心。

卧龙区妇联联合黄新名班
主任工作室精心录制了《做智
慧型家长， 享家庭教育之乐》
《父母是孩子的起跑线》等家庭
教育公益讲座， 通过微信公众
号进行系列展播， 指导父母学
教育、懂教育、会教育，在全社
会倡树注重家教、 科学家教的
良好风尚。

西峡县妇联组织第六届“最
美家庭”代表分享了“最美家庭”
的家风家教故事， 优秀的家风家
教让家长和孩子们感触颇深。 大

家表示要弘扬忠厚传家、 德艺兴
家、勤俭持家等优良家风，发挥良
好家风滋润人心、陶冶情操、涵养
品德的作用，让家庭越来越和谐。

淅川县妇联携手团县委和
爱心志愿者联合会走进上集镇
光明社区，为困境儿童和留守儿
童送去了羽绒服等爱心物品，工
作人员还为孩子们和家长播放
了《儿童安全第一课堂———家长
如何保护孩子预防性侵》和家风
家教系列故事动画片，孩子们和
家长都受益匪浅。

内乡县妇联携手县消防救

援大队、爱心企业深入赤眉镇开
展寒假儿童关爱服务“四送”活
动。 县消防救援大队为孩子们开
展寒假消防安全专题讲座，发放
消防安全的宣传资料，为大家讲
解寒假期间如何预防遭受烟花
爆竹、取暖用电、交通事故等意
外伤害相关知识。

此外， 南召县妇联对留守儿
童进行了法治安全教育， 嘱咐他
们寒假期间注意安全， 不去溜冰
滑雪，不到危险水域涉水，不单独
骑车上路， 避免交通事故等意外
发生。 ②8

当日 18 时，市数字化城管中心工作人员
接到王先生上传的信息后， 第一时间安排信
息采集员前往现场查看，经信息核实后，市数
字化城管中心将该案件派遣至市住建局进行
处置。

市住建局迅速与市政工程总公司维修一
公司联系，该公司立刻组织施工人员，准备施
工材料和设备赶赴现场。 由于该区域行人较
多，为防止发生意外，抢修人员用反光围挡及
小彩旗进行了临时封挡， 在旁边设置警示标
牌，安排专职安全员引导路人绕行。施工人员
按抢修方案对破损部位进行了细致的处理，
并用砂石回填塌陷部位，用冲击夯夯实基础，
撒砂整平后，再铺设路面砖，整个抢修过程用
时 50 分钟。

第二天，记者赶赴现场看到，此处路面已
被修复平整，过往行人路过此处通行顺畅，避
免了之前对塌陷处刻意避让的现象。

据一位路过这里的快递人员称， 他每天
往返此路段好几趟，刚刚经过这里时，注意到
路面塌陷处已经被修好了，很平整。

王先生在“南阳数字城管”微信平台上看到
案件回复的信息后十分开心，他表示，上报的问
题当天就得到圆满的解决， 工作人员及时为大
家解决困难，消除了安全隐患，感到十分温馨。
同时，大家也要爱护和维护公共设施，让城市
更加文明、美好。 ②8

南阳市城管局 南都晨报社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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