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 29日上午，
市六次党代会第三次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

式，通过了《关于五届

市委工作报告的决

议》等。

本报记者 阎亚平 摄

组版 张超 校对 赵良耿

AA22
■■20162016年99月3030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 乔浩光 王冰 赵倩

中国共产党南阳市第六届纪律
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

(40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建华 王 雨（女） 王书延 王志凯 王宛楠 王保华 王靖涵（女）

方明洋 旦天志 毕跃杰 吕秀武 朱炳海 任永亮 刘 超

刘 鹏 刘英凯 孙 彬 孙双全 苌其林 李 勇 李恒德

李筱珂（女）张 科 张强华 陈发祥 陈新江 周兴中 周浩然

赵顺民 柴 钧 徐天如 徐国举 郭 晗 郭希朝 黄 乐

黄 静（女）韩丙森 褚庆义 褚松涛 薛光明

中国共产党南阳市第六届纪律
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名单

书记：王保华

副书记(3名)：徐天如 苌其林 郭 晗

中国共产党南阳市第六届纪律
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

(9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保华 王靖涵（女） 旦天志 刘英凯 苌其林 赵顺民

徐天如 徐国举 郭 晗

中国共产党南阳市第六届委员会
候补委员名单

(13名，以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等的以姓氏笔画为序)
高贤信 关玉国 宋 彬 董良玉 白向锋 朱吉稳 时德清

张 梅(女，回族） 夏广军 王 奇 张新炜 赵 鹏 苏定

中国共产党南阳市第六届委员会
委员名单

(73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冰（满族） 王 放 王玉献 王吉波 王光玲

王保华 王智慧 艾进德（回族） 卢捍卫

史安平 邢 勇 朱 钦 朱海军 乔长恩

全新明 刘中青 刘庆芳（女）刘明杰 刘树华

刘朝瑞 闫宏显 许建超 孙国徽（女） 孙起鹏

苌其林 李 鹏 李长江 李显庆 李德成

杨 韫（女） 杨红忠 杨其昌 杨曙光 肖海有

吴 刚 余广东 汪天喜 张生起 张国强

张明体 张荣印 张清范 张婉婉（女，高山族）

张富治 季 陵 和学民 金 浩 周天龙

周华锋 庞景玉 赵志军 胡云生 柳明伟

段文汉 秦书君 秦性奇 莫中厚 贾松啸

原永胜 徐天如 郭 斌 郭建国 陶光辉

康连星 景劲松 谢先锋（蒙古族） 谢松民

褚清黎 樊 牛 燕 峰 薛长义 霍好胜

穆为民

中国共产党南阳市第六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

(11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保华 王智慧 史安平 杨 韫（女） 吴 刚 张生起

张富治 原永胜 景劲松 霍好胜 穆为民

中国共产党南阳市第六届委员会
书记、副书记名单

书 记：穆为民

副书记：霍好胜 王智慧 中国共产党南阳市第六次代表

大会经过认真审议，决定批准穆为

民同志代表中共南阳市第五届委员

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大会认为，过去的五年，是南阳

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五届

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干部群众，坚决执行中央、省委决

策部署，聚力“四一二”工作大局，坚

持“一统四抓三关键”总体思路，担

当作为，拼搏进取，探索走上高效生

态经济示范市建设新路子，服务全

国全省大局有力有效，转型发展迈

出坚实步伐，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

加快，基础能力建设持续强化，发

展动力活力明显增强，人民群众得

到更多实惠，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全面加

强，南阳的发展站上了新的历史起

点。

大会指出，未来五年，南阳处

于转型跨越绿色崛起的关键时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

们既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

临着严峻的困难挑战，要善于抢抓

机遇，勇于攻坚克难，赶转并重，

奋发作为，不断开创南阳发展新局

面。全市各级党组织、全体共产党

员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

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以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市建设为

统揽，坚持“一优一高一稳定”工作

方针，聚力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城镇

化、创新驱动、基础能力建设四大关

键，强力实施自然生态的绿水青山、

政治生态的绿水青山两大工程，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建设大美南阳

活力南阳幸福南阳而努力奋斗。

大会强调，要坚持绿色引领，坚

定不移走好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市建

设路子，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

建现代山水田园城镇体系，打造豫

鄂陕省际区域性中心城市，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推进文化

强市建设，彰显经济富庶美、城乡协

调美、环境友好美、向善思进人文

美，建设既丽且康、民富文昌的大美

南阳。要坚持改革开放创新，以全

面深化改革增动力，以全面扩大开

放增活力，以全民创业创新增优势，

让思想理念更加先进、体制机制更

加灵活、各类要素资源充分集聚、创

新创业源泉充分涌流，打造中原创

新创业活力城，建设勇争一流、生机

勃发的活力南阳。要坚持共享协调

发展，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全面

推进依法治市，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民主更

加充分、法制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安

定、人民更加安康，建设崇德尚法、

宜居乐业的幸福南阳。

大会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设大美南阳活力南阳幸福南阳，

关键在党。要认真履行“两个责

任”，强化思想政治建设，严肃党内

政治生活，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

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

设，着力夯实基层基础，坚定不移反

腐倡廉，营造清正廉明的政治环

境。要强力推进学习型、服务型、创

新型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各级党

委(党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
核心作用，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发挥广大共产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为南阳各项事业发展

提供坚强保证。

大会强调，实干兴市，拼搏兴

业。全市各级党组织、全体共产党

员要坚持“干”字当头，紧盯目标坚

持干，脚踏实地埋头干，以上率下带

着干，众志成城合力干，让拼搏实干

成为南阳的主旋律，让落实见效成

为南阳干部的形象和底色!
大会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党中央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省

委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忠诚担当，拼搏实干，决战

决胜全面小康，奋力谱写大美南

阳、活力南阳、幸福南阳的精彩篇

章!③6

中国共产党南阳市第六次代表大会

关于五届市委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6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南阳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

中国共产党南阳市第六次代表

大会审查、批准了中共南阳市纪律

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大会对中

共南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五年来的

工作表示满意。

大会认为，市五次党代会以

来，在省纪委和市委的正确领导

下，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担当责任、聚焦

主业，从严监督执纪问责，保持

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持之以恒改

进作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

层延伸，为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大

局提供了坚强保证。

大会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

纪律检查机关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和我市建设高效生态

经济示范市决策部署，坚持全面从

严治党、依规治党，忠诚履行党章

赋予的职责，深化标本兼治，以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为统领，

以纪在法前、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为遵循，以强化党内监督为关键，

以组织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实践

“四种形态”为路径，着力加强以

“六项纪律”为重点的纪律建设，

深化巩固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为重

点的作风建设，深入推进以惩治和

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为重点的反腐倡

廉建设，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的体制机制，打造政治上的绿

水青山，为实现市六次党代会提出

的目标任务提供坚强政治保证!③7

中国共产党南阳市第六次代表大会

关于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6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南阳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

本报讯 （记者任华裔）9月29
日下午，中共南阳市第六届纪律检

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本次会议应到市纪委委员 40
名，实到39名，符合规定人数。王
保华受市六次党代会主席团的委托

主持会议。

全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

了有关议程，并进行了无记名投票

选举。

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共南阳市纪

委书记、副书记、常务委员人选已得

到中共南阳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表决通过。

新当选的中共南阳市纪律检查

委员会书记王保华在会上发表讲

话。

王保华强调，新一届市纪委常

委班子和全体委员，要在省纪委、市

委的坚强领导下，秉承忠诚担当、拼

搏实干的市六次党代会主题精神，

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态度和作

风，不断夺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的新胜利。

就加强市纪委常委班子和全

体委员的自身建设，王保华要

求，要高举旗帜，做到政治坚

定。坚定理想信念，坚定政治立

场，坚定正风反腐的信心和决

心，做到政治坚定，忠诚于党，

忠诚于人民，忠诚于反腐倡廉事

业。要强化学习，做到践知践

行。把强化学习作为履职前提和

修身要务，切实通过持之以恒的

学习锻炼，提升思想水平、完成

角色转变、增强委员意识、提高履

职能力。要奋发有为，做到担当干

事。增强全局意识，做好参与决策

工作；增强履职意识，做好监督落

实工作；增强“一岗双责”意识，

做好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增强

宗旨意识，做好维护群众利益工

作。要履职尽责，做到务实重干。

发挥表率作用，在“做”上下功

夫，在“实”上见行动，在“效”

上见真章。要齐心协力，做到团

结和谐。市纪委常委会要充分发

扬民主，市纪委委员要珍惜信

任，共同营建既有民主又有集

中、既有个人表达又有统一意志

的生动局面。要健全机制，做到

保障有力。在规范制度上，进一

步完善和落实学习例会、重大事

项征求意见等制度规范，使各项

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组织领导上，采取切实保障措

施，保证纪委委员参与决策、发

挥作用。要严于律己，做到清正

廉洁，不断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的新局面，为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建设大美南阳活力

南阳幸福南阳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上，市纪委委员向纪委书记

递交了廉洁自律承诺书。③4

中共南阳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王保华当选市纪委书记并发表讲话

本报讯 （记者曾庆芳）9月 29
日晚，市第二届职工运动会闭幕式

暨颁奖晚会在广电中心演播大厅举

行。市委副书记王智慧宣布运动会

闭幕，市党政军领导谢先锋、张明

体、庹军、许保增出席并为获奖单位

颁奖。

市第二届职工运动会由市总工

会、市体育局主办，来自全市各级

机关、企事业单位的63个代表队
4000余人参加13个大项36个小项
的比赛。经过激烈的角逐，乐凯华

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代表队、河南

天冠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代表队、淅

川县代表队分获团体总分前三名；

河南天冠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代表

队、市交通运输局代表队、南阳宛

运集团有限公司代表队分获金牌总

数前三名。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

会主席谢先锋在讲话中指出，希望

广大干部职工把这次运动会的精神

带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中去，让高尚

的道德、合作的精神和顽强的意志

成为大家干事创业的根基。以永求

创新、勇争一流的精神，奋力谱写大

美南阳、活力南阳、幸福南阳的精彩

篇章。③8

市第二届职工运动会闭幕式暨颁奖活动举行

发扬拼搏精神 勇于争创一流
王智慧等出席

中共南阳市委六届一次全会隆重举行
（上接A1版）我们要严格执行《中国
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带头

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

建设，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党组织、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忠诚担当、拼搏实

干，不断开创南阳发展新局面。

就加强市委班子自身建设，穆

为民讲了六点意见：

第一，始终坚持以学为先，勤学

善思、与时俱进。要强化理论武装，

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系

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学习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学习即将召开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党章

党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要坚持学思践悟，把学

习成效体现在自觉落实“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五大发展理念”上；体现在加快建

设既丽且康、民富文昌的大美南

阳，建设勇争一流、生机勃发的活

力南阳，建设崇德尚法、宜居乐业

的幸福南阳上。

第二，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不

忘初心、对党忠诚。要坚定“四个

自信”，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切实做到

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

治方向不偏。要增强“四个意

识”，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对标 《党

章》对党的领导干部6项要求，内
化于心、外践于行，严格遵守、率

先垂范。

第三，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以

人为本、执政为民。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

标，让人民群众更好更公平地共享

改革发展成果。要扎实践行群众路

线，带头落实党员干部直接联系服

务群众制度，带头落实调查研究制

度，带头坚持“两走进、两提

升”，紧紧依靠群众推动各项工

作。要坚持不懈改善民生，解决农

村脱贫攻坚、留守儿童、环境污染

等问题，城市“大班额”、黑臭水

体等问题，让千万南阳父老乡亲生

活得更加安心舒心。

第四，始终强化责任担当，拼

搏实干、落实见效。要紧盯目标坚

持干，自觉肩负起与全国全省同步

小康的历史使命。要脚踏实地埋头

干，聚力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城镇

化、创新驱动、基础能力建设“四大

关键”，实施自然生态的绿水青山、

政治生态的绿水青山“两大工

程”，奋力躬耕、善作善成。要以

上率下带着干，让“干”成为南阳

干部的形象和底色。要众志成城合

力干，用事业凝聚人心，把大事办精

彩，把难事办出彩，共同致力于南阳

振兴崛起。

第五，始终做到团结干事，弘

扬正气、凝心聚力。要认真贯彻民

主集中制，努力形成又有集中又有

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

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

政治局面。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

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着力增强

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

我提高能力。要充分发挥市委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凝

聚起推动南阳转型跨越、绿色崛起

的强大合力。

第六，始终带头廉洁自律，严于

律己、秉公用权。要严守党的纪律

规矩，始终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

励，始终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

为民用权、廉洁用权，不越红线，坚

守底线。要大力弘扬严实作风，持

之以恒反“四风”、转作风、树新风。

要严格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

任”，管好自己，管好班子，管好

队伍，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弘扬良好家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

穆为民满怀激情地说，宏伟蓝

图鼓舞人心，壮丽征程催人奋进。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党

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紧紧依

靠全市人民，励精图治、顽强拼

搏，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建

设大美南阳活力南阳幸福南阳而努

力奋斗。③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