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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管宣传舆论
坚持党管意识形态
本报讯（记者李佩佩）10月19日，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张富治到市委党校，为党校7个主体班的学员作了
题为《旗帜鲜明地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专题辅导。

张富治结合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工作部署，从为

什么、如何看、怎么办三个方面，深刻阐述了意识形

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科学判断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

的形势，指明了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的努力

方向。张富治指出，要保持高度警惕，坚持意识形态

领域斗争绝不松懈；坚持“两个巩固”，切实增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强化责任意识，推动

主体责任落细落实、落地生根。要始终坚持党管意识

形态，切实强化党委（党组）领导责任制，坚持全党

动手的大宣传工作理念，扎实做好各项意识形态工

作。③7

科学做好水系规划
建设生态宜居水城
本报讯（记者张苗苗）10月1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浩、河南水利投资集团董事长王森一行到我市调研指

导中心城区生态水系治理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副市长

谢松民出席。

王浩、王森一行先后到白河二坝、白河国家湿地公

园和新城片区等地调研。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王浩

听取了南阳市中心城区生态水系规划，并提出了建设性

的意见建议。他指出，南阳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要充分

发挥优势，发掘水文化，做好水文章。要保护好白河生

态环境，进一步提升景观效果，实现白河分段通航，打造

城市生态休闲娱乐区。对城市水系科学规划，做到城市

规划、道路交通、桥梁建设、绿化等统筹考虑、科学安排，

兼顾城市景观多样性和灵动性。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打

造城市新景观，建设宜居宜业生态水城。③4

招聘环保社会监督员

完善基层网格
呵护碧水蓝天

本报讯（记者赵倩）为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防治督查、

排查手段，切实推进“三治标三治本”措施落实和秋冬季大气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进一步加强对环境保护工作的社会监

督，提高环境管理水平，经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

办公室研究决定，在市中心城区公开招聘社会监督员80名，
其中卧龙区、宛城区、高新区、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各20人。

此次招聘的社会监督员主要负责辖区环境污染问题现

场监督、排查上报。年龄在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熟悉辖
区环境，热爱环境保护事业，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拍照、摄

像、录音、微信等功能者均可报名。应聘者可携带本人二代

身份证、本人近期免冠正面证件照片到所在区环保局填表报

名，报名时间为10月23日至10月25日。③7

本报记者 张提

绘就伟大梦想新蓝图，开启伟大

事业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报告吹响了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冲锋号。在南

水北调中线渠首，在脱贫攻坚工作一

线，在重大工程建设工地……习近平

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讲话在人们耳边

回响，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

斗的激情在大家胸中澎湃。大家纷

纷表示，要用勤勤恳恳的工作、扎扎

实实的成绩，在新的征程上迈出平稳

坚定的步伐。

秋日的渠首，碧空如洗，波光粼

粼。尚世杰和渠首护水队的队友们

刚刚清完一船漂浮物，短暂的休息时

间，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沿着长渠

望向了北方。长渠的另一端，首都北

京，举世瞩目的十九大正在举行。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说，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我们干的这份

工作，就是在守护金山银山、守护生

命健康。”尚世杰话语里满是自豪。

他说，通过学习十九大报告，他对保

护渠首生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护

水员这个岗位也有了更真切的理

解。“淅川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

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区，做好护水工

作，就是新时代我们的新使命。确保

清水永续北送，就是在为保护生态环

境、建设美丽中国作贡献。”

内乡县余关镇子育村，仙鹤纸业

扶贫车间里机声隆隆，在生产线上忙

碌的，大多数是村里的贫困群众。张

定林老人是车间的保洁员，虽然年纪

稍有点大，但老人的干劲丝毫不比年

轻人差。

“总书记在电视上说，要让贫困

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

面小康。我听了心里格外高兴，走路

干活都觉得轻松多了。”张定林说，十

九大开幕当天，子育村易地搬迁安置

区11名住上新居的贫困群众在俺家
看了电视直播，大家一边看一边鼓

掌。“现在我们已经住上了新房子，有

了新工作，十九大又给老百姓定了这

么多好政策，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

好！”

十九大报告催人奋进，建设者脚

步从未停歇。位于方城县赵河镇姜

栋庄村东北的郑万高铁横跨南水北

调干渠特大桥施工地，“坚定不移跟

党走 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巨幅标语

异常醒目，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

景。

“十九大报告指出，五年来国家

在高铁、公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基

础设施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作

为工程建设者，我们高铁人感到无比

自豪和骄傲！”中铁十五局郑万高铁

河南段项目部协调部经理耿小万欣

慰地说，去年4月份开工建设以来，项
目部全体员工齐心协力为“郑万速

度”提速，成功应用大量创新成果，加

快整体施工节奏，项目推进又稳又

快。

新时代带来发展新要求，新课题

需要交出新答卷。耿小万说：“我们

广大工程建设者要在十九大报告的

指引下，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

精神，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

劳动者队伍，倡树精益求精的敬业

风气，焕发新精神，不断创造新业

绩。”③4

焕发新精神 创造新业绩
——我市广大群众务实重干奋力圆梦

�承担郑万高铁卧龙
区段的中铁十七局的建设

者利用架梁间隙阅览党的

十九大在京开幕消息 ③7
本报记者 崔培林 摄

�10月19日上午，96
岁的新四军老战士杨美田

在女儿的陪伴下学习党的

十九大报告精神 ⑥5
本报记者 张戈 摄

�10月19日，宛城区红泥湾镇举办《十九大喜讯到
村寨》乡村音乐会，以淳朴的表演形式歌颂伟大的党、歌

颂伟大的祖国，为党的十九大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③7
本报记者 陈大公 摄

通讯员 赵兰奇 刘鲜芝 金新科

“北京召开十九大，习总书记

把话发；中华复兴世界夸，全国上

下乐开花……”10月19日，社旗县
“前进曲剧团”在唐庄乡吉湾村上

演的《十九大带来新变化》曲剧阳

调唱腔，赢得了观众阵阵掌声。

今年 73岁的唐庄乡前庄村农
民刘天聚，以白发皓首献余热的满

腔热情，带着方城、唐河等周边县

区的 26位戏剧爱好者，创办了
“前进曲剧团”，自编自演了反腐倡

廉、预防职务犯罪、孝老敬亲等多

部现代精彩剧目，在附近村庄义务

演出。今年6月份，为配合脱贫攻
坚工作，该剧团创作了扶贫剧目

《摘帽》，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文

娱形式，受到了群众喜爱。

在演出现场，吉湾村七旬农民

赵长林说：“家门口来了戏班子，

用听得懂的语言宣传党的好政策，

特别喜欢！通过看戏，我不仅知道

了党的十九大内容，还欣赏了现代

戏、古装剧，好事啊！”

“前进曲剧团”自组建以来，

演员们不论三九寒冬或盛夏酷暑，

经常奔走在乡村巡回义演，为群众

送上丰盛的精神文化大餐。据统

计，该剧团先后演出700多场，受
教育群众达10万余人。③8

古稀老人巡回义演宣传十九大

本报记者 苏中

从市移民局办公室主任，到唐

河县毕店镇凌岗移民新村第一书

记，2016年6月，刘富伟被派驻淅
川县大石桥乡郭家渠村任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

在郭家渠村的一年多时间里，

刘富伟和工作队员一道建立健全村

党务政务公开、民主议事、党员大

会、民主生活会等制度；协调移民

后扶项目资金7万元实施了引水改
造工程，解决了群众多年的吃水难

问题；积极争取各方面项目资金支

持，投资600多万元建设大中型水
库移民避险解困项目，投资 1600
多万元建设易地搬迁项目，建设总

投资额 400多万元的香菇扶贫基
地；加大群众精神扶贫力度，投资

50万元建设村党群服务中心，投资
50万元建设村文化教育活动中心，
评选“最美乡贤”“最美工匠”等。

“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更

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刘富伟说，十九大报告中，“人

民”二字重千钧。而报告中“精

准”和“真脱贫”让他印象深刻，

一个说的是方法到位，一个说的是

结果确凿。扶持对象精准、项目精

准、资金精准、措施精准，只有尊

重群众意愿，对症下药，才能赢得

群众真心点赞。

在郭家渠村，产业扶贫作为

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抓手，

香菇扶贫基地采取群众自投自

养、免投包养、基地务工、托管

分红等4种模式，利用到户增收资
金和小额贷款，挨家挨户动员群

众种香菇，做到项目全覆盖、全

参与、全受益。为了帮助贫困群

众脱贫，目前郭家渠村正在推进

西瓜、经济林、500亩中药材产
业。同时，实施乡村旅游规划建

设，努力把郭家渠村打造成丹江

口库区的一颗明珠。

“十九大的召开使我深感使命

光荣、责任重大，又信心百倍、激

情满怀。”刘富伟说，作为驻村第一

书记，他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政

策，把党的声音传递到千家万户，

做带领群众发展致富的追梦人。③7

做带领群众发展致富的追梦人

本报记者 段平

10月19日上午，市老龄办主任
顾蕾一大早便赶到中心城区华鑫苑

小区文化广场，紧锣密鼓地安排当天

的敬老爱老志愿服务活动。

今年10月是我国第八个“敬老
月”，又恰逢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市

老龄办开展了一系列有力度、有影响

的敬老活动，文艺展演、志愿服务进

社区、慰问百岁老人贫困老人……在

全市营造了浓厚的敬老爱老氛围，用

实际行动表达了对老年人的尊敬和

关爱。

作为一名从事老龄工作的干

部，顾蕾最关注的就是老龄事业。

她说，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健全农

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

务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

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

业和产业发展”。从报告中她看到

了党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视和对

老龄事业发展的高度关注。顾蕾表

示，“敬老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这

一个月里大家为老人送去多少温

暖，更在于唤起人们的敬老意识，更

多人践行敬老爱老的光荣传统。在

今后的工作中，她将以十九大报告

为新起点，切实贯彻落实报告精神，

加强敬老文化宣传，切实提高老年

人优待水平，加快服务体系建设，使

敬老氛围更浓厚，老年人生活更幸

福，社会更和谐。③8

敬老爱老
传递社会正能量

市学术技术带头人推荐工作启动
受理材料时间为10月30日～31日
本报讯（记者赵甫 通讯员王勇）市人社局日前下发通

知,启动2017年南阳市学术技术带头人推荐工作，受理推荐
材料时间为10月30日～10月31日。被评为市级学术技术
带头人的，市政府给予一次性津贴2000元。

通知要求，年龄在45岁以下，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
术职务，近3年连续参加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且符
合申报基本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根据文件规定向所在单位

申报，基层单位根据评选条件和相关规定，在民主评议、群众

推荐的基础上，对申报人员进行遴选，推荐至所在的县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和市直主管部门。非公有制（民办）

单位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向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推荐人选。已入选南阳市学术技术带头人的人选不再参与

选拔。对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取消本人入选资

格并暂停所在地区、部门下一年度推荐资格。③4

学精神 鼓干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