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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编辑 田巍 余耀耀

本报讯（记者余耀耀）日前，“感动

南阳”2016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候选人已
经选出，活动进入投票阶段，请广大群

众积极参与，为您心中的感动投上宝贵

的一票。

为讴歌先进模范人物，进一步形成

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激励

全市人民齐心协力，开拓进取，为建设

大美南阳、活力南阳、幸福南阳提供强

大的精神动力，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市文广新局和南阳报业传媒集团联合

推出“感动南阳”2016年度人物评选活
动。

组委会对推荐材料进行初评，确定

了 20名个人（集体）作为“感动南阳”
2016年度人物候选人。现将候选人主
要事迹公布，请广大群众踊跃投票，评

选出您心目中的“感动南阳”2016年度
十大人物。截止日期：2017年2月28日

投票方法：

纸质投票邮寄至南阳市委宣传部

宣传科，邮编：473067

微信投票：关注“南阳发布”、“精彩

南阳”、“南阳网”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底

部“感动南阳”导航，进入投票专区参与

投票。累累累2

候选人事迹简介见B2版

弘扬崇德向善时代风尚 共建大美活力幸福南阳

“感动南阳”2016年度人物评选投票开始

开展“双创”活动 建设大美南阳

本报记者 任华裔

总投资23亿元，路网“无缝链
接”，新增200台公交车，集中供热
普及率达45%以上……2017年，中
心城区市政基础设施将发生“脱胎

换骨”的变化。

开工15条道路

合理布局路网，树立“窄马路，

密路网”的理念，形成大容量、高效

率的骨架路网。新建建设西路、梅

溪南路、北京路南延等8条道路，
改扩建信臣路下穿焦柳铁路立交

等3条道路，提升中达路等4条道
路功能；续建光武中路、两相东路

等7条道路。
实施“公交优先”战略，新增

200台公交车，新开5条线路，加密
15条线路，为700台公交车安装车
载WiFi、NFC手机刷卡设备，建设
100块智能化电子公交站牌。

规划建设慢行交通系统，积极

推进公共自行车租用系统、城乡绿

道系统、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电动

车、自行车停车位建设，逐步实现

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实物隔离，

不断提高步行和自行车绿色出行

比例。

加大停车场规划建设力度，加

快南阳中心汽车站、卧龙停保场等

场站建设进度。6月开工建设方庄
枢纽站，年内启动华耀城停车场、

姜营枢纽站立项工作。加快东环

路建设进度，全年计划完成投资

3.6亿元。

铺设35公里热力管网

加快提升供水水质，推进麒

麟、龙升两个南水北调配套水厂建

设和老旧管网改造，减少管网漏损

率，限期封停城区公共供水管网范

围内的自备井，保障居民饮水供给

和安全。加强燃气配套管网建设

及更新改造，提高公共燃气普及

率。扩大集中供热面积，推进区域

和分布式供热系统建设，2017年城
区集中供热普及率要达 45%以
上。重点推进市污水处理厂三期

工程建设和一二期的市场化运作，

早日开工。

梅溪河、三里河展新颜

按照“统筹规划、突出治污、综

合施策、稳步推进”的目标,坚持
“以人为本、生态优先、因地制宜、

持续发展”的原则，全力推进内河

综合治理工程。认真梳理房屋征

迁遗留，对症施策，确保梅溪河、三

里河 3月中旬前完成征迁工作。
进一步加快施工进度，强化对施工

重点部位和关键工序的质量、安全

管控，确保年底前全面圆满完成梅

溪河、三里河综合治理任务，十二

里河综合治理工程大头落地。

打造海绵城市

大力推行低影响开发建设模

式，配套建设雨水滞渗、收集利用

等削峰调蓄设施，突出解决中心城

区积水内涝问题。把单位庭院和

居民小区的雨污分流、雨水收集利

用、可渗透面积等，作为今后城市

规划许可和项目建设管理的重要

内容。把河道的工程护岸与生态

护岸、自然护岸相结合,利用河道
水系进行调蓄,加强生态综合治
理，全力做好国家海绵城市试点申

报工作。

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编制城市地下管线综合规

划，加强与地下空间、道路交通、

人防建设、地铁建设等规划的衔

接和协调，以道路建设统领管网

建设，按照先地下、后地上的原

则，合理安排地下管线和道路的

建设时序，力争一次敷设到位。

要建立施工掘路总量控制制度，

严格控制道路挖掘，防止“拉链马

路”现象。累累累2

路网“无缝链接”，新增200台公交车……

今年城市建设更便民惠民

管控燃煤散烧
抓好“查禁改替”

本报讯（记者陈大公 特约记者孔峰）昨日，记者从

市工商局获悉，今年工商部门将按照《南阳市加强燃煤散

烧管控行动方案》明确的工作任务和时间节点，加大组织

指导、调度通报、督导考核和奖惩问责等工作力度，推动

各县区、各有关部门切实抓好“查禁改替”工作，确保10月
底前全面完成各项任务。

工商部门将积极协调公安、交通、环保、质监等部门

开展联合执法，加强对散煤的日常监管，阻止散煤运输车

辆进入禁燃区，强化散煤质量随机抽检，依法处置销售不

合格散煤的违法行为，防止已取缔的散煤销售点死灰复

燃；大力推进洁净煤供应，督促各县区、各有关部门抓紧

建设洁净型煤供应配送网点，确保群众能买到好煤；全面

推动“电代煤”、“气代煤”和“清洁型煤替代”，推进各县区

因地制宜制订替代方案、实施补贴政策；建立健全燃煤散

烧管控长效机制，为落实好管控责任提供有力保障，为完

成全市空气质量改善目标提供重要支撑。累累累3

出租汽车“体检”
问题车辆停运
本报讯 （记者王笑荷 通讯员杨涛）2

月16日开始，市城区1800辆出租车将陆续
接受车容车貌、车内卫生等内容的严格检

查，存在问题车辆将被要求停止营运，进行

整改。

此次外检首先由出租汽车公司组织车

辆初检，初检不合格者限时整改，然后由运

管局组织专门人员，以公司为单位逐车检

查。检查内容主要有车身漆层、保险杠、玻

璃是否完整无破损，车内卫生是否整洁，车

辆营运标志标识是否完整有效，车辆营运

设施是否齐全有效等。在检查中发现的车

内卫生差、服务设施不完善等问题车辆，运

管局将要求其立即整改，再次检测合格后

方可营运。全部外检工作将于3月2日结
束。累累累3

展开“春雷行动”
整 治 城 市 乱 象
本报讯 （特约记者高峰）为提升城

市精细化管理水平，2月 15日起，卧龙
区城管监察大队将开展为期一周的“春

雷行动”，集中对店外经营、马路市场、

乱竖乱挂、违规促销等城市乱象进行综

合整治。

当天上午9时，卧龙区城管监察大队组
织执法人员70余名，出动执法车辆10台，
携带执法记录仪，对车站路、工业路、北京

路、建设路、新华路、永安路、红庙路等主次

干道以及师院区域、光彩市场区域进行全

方位清理整治。行动第一天，卧龙区城管

监察大队共取缔店外经营200余家，清理流
动摊点100余处，证据保全电动车、三轮车
16辆以及电子秤14台和各类商品、工具近
百件。累累累3

据新华社郑州2月16日电 停

车难、停车贵日益成为群众关注的

民生问题。近日，河南省发改委、住

建厅、交通厅联合出台新规规定，停

车费涨价须提前向社会公示，而对

一定时期内涨幅较大的“高价停车

费”，政府需依法介入。

按照河南省最新发布的《关于

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

策的实施意见》，今后，河南省将放

开具备竞争条件的停车设施服务收

费，逐步缩小政府定价管理的停车

服务范围，鼓励社会资本建设停车

设施，建立健全主要由市场决定价

格的停车服务收费形成机制。

为规范各定价主体的市场行

为，意见规定，市、县价格主管部

门确定的停车服务收费标准必须在

当地政府或本单位网站公布，同时

各类停车场所必须在显著位置公布

收费标准、计价方式、投诉电话等

信息；而停车场涨价必须在一个月

前向社会公示，不得联合涨价、串

通涨价，对于一定时期内涨幅较

大、群众投诉反映较多的停车服

务，当地政府需依法介入，引导和规

范市场。

此外，意见还鼓励各类停车场

所实施分区域、分车型、分时段的差

别化收费政策，特别是鼓励对短时

间停车和新能源汽车停车实行收费

减免优惠。

涨价提前公示 规范市场行为

河南对“高价停车费”开刀

本报讯 （记者赵勇 通讯员

屈连文）2月16日上午，记者在卧
龙区谢庄乡水牛冲村小学惠庄教学

点看到感人的一幕：马玉贵老师夫

妻俩和一群孩子在哗哗流淌的水池

前洗漱，幸福与快乐洋溢在他们的

脸上。

马玉贵老师今年60岁，自1980
年3月开始，他从每月5元的代课教
师做起，先后成为民办教师、公办

教师，在水牛冲村小学惠庄教学点

一待就是37年 （本报2016年6月
20日报道）。马老师以校为家，爱
生如子，用滚烫的爱心和辛勤的汗

水浇灌着祖国的花朵，被誉为山乡

知识的“播种者”、“最美乡村教师”，

先后荣获“卧龙区师德先进个人”、

“感动南阳”2015年度人物提名奖、
河南省“平凡的力量”贡献奖等

称号。

“再也不用挑水了！这水喝着

真甜！”马玉贵老师高兴地告诉记

者。2016年10月26日，他作为市第
四届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参加市

委宣传部组织的颁奖典礼活动，在

现场见到了道德模范获奖者——南

阳金明厨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华军

先生。孙华军了解到惠庄教学点师

生饮水困难，需要马玉贵老师从几

百米远外的家中挑水时，当即表态

要帮助解决这个困难。随后，孙华

军又驱车到教学点，看望马老师和

孩子们，并拿出7000元钱，作为打
井、修建无塔供水的费用。经过精

心的施工，在2017年开学之初，无
塔供水设备投入使用。⑥3

爱心人士捐资打井解决师生用水难

马老师的心愿实现了

新闻后续�

据新华社天津2月16日电“天

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2
月18日19时31分，将迎来农历二
十四节气中的“雨水”。此时节，我

国正处在“七九河开，八九燕来”的

阶段，大部分地区气温回升到0摄
氏度以上，天气变暖。

据了解，“雨水”是立春后的第

二个节令，每年2月18日或19日，
太阳移至黄经330度，为“雨水”节
气。该节气有两层含义：一是表示

寒冷冬季降雪天已经过去了，从天

而降的不再是雪花，而是雨水；二是

表示暖湿的气流加强，雨水增多，有

利于庄稼返青生长。民谚有“春雨

贵如油”之说。

气象专家称，“雨水”节气是寒

去热来的转折初期，经常会有冷空

气从西北或北部入侵我国北方大部

地区，带来阵阵寒意。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营养科主任李艳玲提醒，此时节，公

众要预防感冒等早春流行疾病，应

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合理着装，不要

过早脱掉棉毛衣服，以防风寒侵入

而致病。此外，多晒太阳，勤于锻

炼。⑥3

明日迎“雨水”大地始回春

本报讯 （通讯员史振君） 为

迎接第六个“世界无线电日”的到

来，2月15日上午，南阳无线电管
理局在宛城区仲景街道泥营社区开

展了以“忠实履行《条例》职责，

当好空中电波卫士”为主题的宣传

活动。

南阳无线电管理局工作人员通

过解读无线电知识、发放宣传资

料、现场咨询等多种形式，向群众

宣传无线电作为通信载体在促进社

会发展、经济建设及重大活动保障

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宣传活

动现场共发放宣传彩页200余份、
科普手册300余册，收到了良好效
果。累累累2

开展宣传活动 当好“电波卫士”

方城县投资

3.5亿元建成的规

划展示馆、博物

馆、图书馆、文化

馆、广电演播中

心、演出会议中

心 日 前 全 部 开

放，成为人们共

享文化大餐的好

去处 累累累6
特 约 记 者

陈新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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