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王聪）近日，由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自然

科学博物馆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

与技术博览会(简称“博博会”）在成都举行，国内的264家文
博机构和207家文博企业参展。河南博物院、南阳市博物馆
等河南12家博物馆以集群的方式参展，南阳市博物馆荣获
了本届博博会“弘博奖”之“最佳展示奖”。

本届博博会以“博物馆的新驱动：科技引领、创意未来”为

主题。南阳市博物馆作为南阳市唯一参展单位，以宣传版面、

音像影视、文创产品、推介洽谈等形式在展会上展示了馆藏精

品、社会服务、陈列展览、文物保护、学术研究、流动展览、文创

开发等内容。

博博会期间，南阳武侯祠展出的《南阳汉代陶狗》和其开

发的铺首衔环、玉器等文创产品引起现场观众广泛关注，也让

观众更直接地了解南阳厚重的历史文化。③9

中国博物馆博览会举行

市博物馆获最佳展示奖

中国共产党南阳市第六次代表大

会昨天胜利闭幕了。这次大会审议通

过了穆为民同志代表五届市委所作的

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南阳市

委和市纪委，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

开得圆满成功。这是一次统一思想、

凝聚力量的大会，民主和谐、团结奋

进的大会，求实创新、与时俱进的大

会。我们对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

的祝贺！

大会期间，全体代表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紧紧

围绕大会主题，谋划发展大计，共绘美

好蓝图，认为报告主题鲜明，思路清

晰，任务明确，重点突出，实事求是地

总结了过去五年来所取得的显著成绩

和积累的宝贵经验，并全面部署了未

来五年全市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各项工

作，是推动南阳今后一个时期改革发

展的纲领性文件。

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

这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建设全国高效生

态经济示范市、豫鄂陕省际区域性中

心城市、中原创新创业活力城，这是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谋划南阳未

来发展作出的重大抉择，展示了南阳

发展的美好前景。围绕确定的奋斗目

标，市六次党代会对如何实现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各项任务等作出了全面部署。明确的

目标和有力的措施，对于激励全市人

民的士气，凝聚全市社会各界的力量，

加快推进南阳改革发展进程，具有不

可估量的作用。

实现目标，我们信心百倍。今后

的五年，我们要围绕市六次党代会确

定的宏伟目标，把发展方向、关键重点

和主观努力有机统一起来，坚持绿色

引领，充分发挥南阳大山水、大生态、

大空间、大文化的优势，加快建设高效

生态经济示范市，实现经济富庶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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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改革开放创新，以改革增动

力，以开放增活力，以创新增优势，打

造思想理念更加先进、体制机制更加

灵活、各类要素资源充分集聚、创新创

业源泉充分涌流的中原创新创业活力

城，建设勇争一流、生机勃发的活力南

阳。坚持共享协调发展，顺应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力推进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加快发展

各项社会事业，着力改善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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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干兴市，拼搏兴业！实现宏伟

蓝图，贵在落实，关键靠干！各级党组

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入贯彻中央治国理

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牢固树

立“五大发展理念”，用落实来检验理

想信念、纪律观念、能力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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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目标，源于人民的期盼；美

好的未来，成于不懈的奋斗。当前，摆

在全市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

认真学习六次党代会报告，全面贯彻六

次党代会精神，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六

次党代会报告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

凝聚到实现六次党代会提出的任务上

来。我们坚信，在中央、省委的正确领

导下，在全市广大共产党员和1100万人
民的共同努力下，新一届市委领导班子

一定能够以更加振奋的精神、更加务实

的作风，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

忠诚担当，拼搏实干，决战决胜全面小

康，奋力谱写出大美南阳、活力南阳、幸

福南阳的精彩篇章！③3

忠诚担当拼搏实干 谱写南阳发展新篇章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南阳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本报讯（记者赵倩）日前，国家发改委《关于调整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范围的请示》获国务院批复，我市西峡县、内乡

县、淅川县、桐柏县被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指承担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

固沙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等重要生态功能的区域，也提供一定的

农产品、服务产品和工业品。根据要求，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后，各县需要强化生态保护和修复，在国土空间开发中限

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以保持并提高生态产

品供给能力，享有财政、投资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我省是全国首批发布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

清单的七个省区之一。省发改委要求，新纳入的县(区)要尽快
制定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确保在享受财政转移支付等优惠政

策的同时，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谋划经济社会发展，更有

针对性地引导产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③7

西峡内乡淅川桐柏纳入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本报讯（记者赵倩）9月28日，2016河南“最美村官”表彰
会在洛阳举行。卧龙区七里园乡达士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王永豪等10名来自基层一线的村（社区）干部荣获“最
美村官”称号。

河南“最美村官”评选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

省民政厅、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本

届评选活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评委会办公室共收到来自
各省辖市、直管县以及个人推荐的63名村官人选材料。评
委会认真审阅材料，听取有关单位汇报，经过充分讨论，初评

出20名候选人。7月6日开始，河南日报、大河报等省市级主
要媒体对20人的事迹进行了详细报道。7月13日，评委会根
据评比标准，结合投票及社会监督情况进行了终评，选出了

10名最终获奖人选。今年当选的10名“最美村官”平均年龄
54.5岁，平均任职时间21.8年，他们是支撑我省农村基层工
作的脊梁。

此次表彰活动特意搭建了“村官论坛”交流平台，大家围

绕基层组织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村集体经济、实施精准

扶贫等问题展开了讨论。③8

河南“最美村官”评选揭晓
我市达士营村王永豪当选

序号

1

2

3

4

备注：上周时间段为2016年9月18日～9月24日，累计统计截止时间为2016年9月24日。

行政区名称

卧龙区

高新区

宛城区

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

达标天数

（天）

上周

6

2

3

5

累计

149

131

132

135

达标率

（％）

上周

85.71

28.57

42.86

71.43

累计

55.60

48.88

49.25

50.37

名次

1

4

3

2

PM10平均浓度
（ug/m3）

上周

112

131

135

86

累计

119

111

129

89

目标值

106

106

106

106

差值

+13

+5

+23

-17

PM2.5平均浓度
（ug/m3）

上周

61

99

71

53

累计

64

58

57

49

目标值

82

82

82

82

差值

-18

-24

-25

-33

南阳市环境保护综合整治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市城区大气环境质量监测考核通报 各县大气环境质量监测考核通报

本报讯（记者王鸿洋）9月29日晚，“唱响白河”群众文化
演出活动南阳理工学院专场在南阳市民服务中心广场上演。

南阳理工学院党委书记邢勇与社会各界人士一道品赏文化盛

宴，喜迎国庆佳节。

演出在大合唱《突破封锁线》和《七律·长征》中拉开帷

幕。南阳理工学院师生精心编排，各展才艺，整场演出形式多

样、特色鲜明，让现场观众享受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大餐。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市文明办主办，南阳理

工学院、南阳电视台承办，河南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司、“文

华·南阳天地”协办。③7

“唱响白河”理工学院专场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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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备注：上周时间段为2016年9月18日～9月24日，累计统计截止时间为2016年9月24日。

行政区

南召县

方城县

西峡县

镇平县

内乡县

淅川县

社旗县

唐河县

新野县

桐柏县

达标天数（天）

上周

7

7

7

7

7

7

7

7

7

7

累计

267

263

262

258

262

266

261

258

263

266

名次

1

4

6

9

6

2

8

9

4

2

PM10平均浓度（ug/m3）

上周

19

24

42

60

44

37

78

74

43

17

累计

35

73

65

62

55

39

50

65

55

41

市六次党代会胜利闭幕后，代表走出会场。本报记者 崔培林 摄

（上接A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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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

发展理念”，以更加饱满的激情、更加

高昂的斗志、更加过硬的作风，奋力

谱写南阳发展的崭新篇章。要统一思

想开新篇，准确把握大会主题、大局

大势、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全面从

严治党的核心要义，切实把全市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会

议精神上来，形成共建新南阳的思想

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群策群

力开新篇，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站位全

局找坐标，紧盯目标找差距，做到

“三对照、三审视、三提升”，上下同

欲、共同发力，以局部的出彩，汇聚

成南阳整体的精彩。拼搏实干开新

篇，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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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建

设既丽且康、民富文昌的大美南阳，

勇争一流、生机勃发的活力南阳，崇

德尚法、宜居乐业的幸福南阳。

当天中午，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

声中胜利闭幕。③6

本报讯 （记者蔡凯 曾庆芳）9月
29日上午，中国共产党南阳市第六次
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南阳会议

中心举行，选举中共南阳市第六届委员

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共南阳市第六届

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南阳市出席省

十次党代会代表。

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穆为

民、霍好胜、王智慧、杨其昌、刘朝瑞、原

永胜、李建豫、史安平、景劲松、王保华、

张生起、杨韫、吴刚、张富治在主席台前

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也在主

席台就座。

本次大会的执行主席是穆为民、王

智慧、王保华、张生起、杨韫。

省委对我市召开第六次党代会非

常重视，专门委派换届指导、风气督查

组成员、省委省直工委书记刘方军同志

来宛参加并指导会议。

大会应到代表470人，因病、因
事请假4人，实到466人，符合规定人
数。

上午8时10分，大会执行主席穆为
民宣布开会，主持选举。会场共设16
个选区。在欢快的乐曲声中，各位代表

依次投下了自己神圣的一票。投票结

束，经计票人员清点后，穆为民宣布，四

种选票各发出466张，全部等额收回，
选举有效。

计票结束后，总监票人向大会报告

了计票结果。工作人员宣读了当选人

名单。中共南阳市第六届委员会由73
名委员、13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共南
阳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由40名委
员组成。南阳市参加省十次党代会的

代表共54名。
代表们热烈鼓掌，祝贺大会选举圆

满成功。③6

本报讯（记者曾庆芳）9月29日上
午10时50分，中国共产党南阳市第六
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在南阳会议中心举

行第六次会议。

会议由穆为民同志主持。

本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应到55名，
实到53名，符合规定人数。

会议听取了总监票人关于大会选

举结果的汇报，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

通过了六届市委一次全会、六届市纪委

一次全会开会时间和主持人。③11

中国共产党南阳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