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告读者
根据上级春节假期安排，本报2月15日（丁酉年腊月三十）休刊，2

月16日（戊戌年正月初一）增出报纸，2月17日（正月初二）至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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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封德）2月
11日，西峡县对“传树争做”活动中
涌现出来的61名先进个人、47个先
进单位及脱贫攻坚工作26名先进
个人进行奖励。

2016年以来，该县坚持把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精

神文明创建的基础工程，深入开展

“传树争做”主题教育活动。两年

来，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群众自觉参

与、稳步推进，活动已成为党风政风

建设的细胞工程、社风民风的基础

工程、党员群众的灵魂工程。

先进效应凝聚发展动能。“传树

争做”活动以正导向立规矩，以正能

量去杂音，公民的文明道德意识、社

会生活中的法治意识、市场经济中

的诚信意识、党员干部的创新意识

普遍增强。2017年，该县生产总值
完成271亿元，增长9.6%；地方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达到14.1亿元，增长
9.3%，总量居南阳市第一。同时，涌
现出全国“最美家庭”庞凤仪家庭，

全国三八红旗手余慧琴，“河南好

人”张明华、宋红军、李玉芝，“感动

中原人物”陈俊德，“感动南阳”先进

集体太平镇桦树盘爱心群体等一大

批先进典型。③4

奖励“传树争做”先进

凝聚道德力量 弘扬时代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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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提）2月13日，
农历腊月二十八，市委书记张文

深，市委副书记、市长霍好胜在市

城区看望慰问春节期间坚守岗位

的医务人员、环卫工人和重大项目

建设者，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他

们的辛勤工作和敬业奉献，送上节

日的美好祝福。

春和景明，惠风和畅，市城区处

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氛。张文深

等市领导先后到市中医院、卧龙区

环卫工人早餐供应部、世界月季洲

际大会项目建设工地等处走访慰

问。每到一处，他都同坚守岗位的

一线工作人员握手致意、亲切问候，

并给大家拜年，祝大家春节愉快、工

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在市中医院，张文深与一线医

务人员亲切座谈，对医院全体职工

一年来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并通

过他们向全市医疗卫生战线对南

阳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

感谢。张文深说，打造全国健康养

生之都，是支撑我市建设重要区域

中心城市的“四梁八柱”之一柱，希

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建好特色专科，培养名医

名师，打响仲景品牌，为中医药产

业发展和仲景健康城建设再立

新功。

在工业南路环卫工人早餐供

应部，热气腾腾的花卷、馒头刚刚

出笼。得知早班作业的环卫工人

都可以吃到统一配送的免费早餐，

张文深称赞这种做法好、暖人心。

张文深为现场的环卫工人一一发

放了慰问品，他动情地说，环卫工

人最辛苦，用勤奋的工作为城市创

造了美好环境，春节假期还继续战

斗在岗位上，这种奉献精神值得我

们学习，我代表全市人民向全体环

卫工人拜个早年，祝愿大家阖家欢

乐、一切都好。

位于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

世界月季洲际大会项目建设工地，

机声隆隆，红旗招展，施工大军奋

战正酣。张文深走进建设者中间，

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并向大家赠

送了防寒棉衣。张文深说，世界月

季洲际大会一系列项目建成以后，

将成为南阳的标志性建筑，向全世

界展示南阳的良好形象。由于工

程项目时间紧、任务重，广大建设

者牺牲了与家人团聚的宝贵假期，

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大家表示感

谢和慰问。施工人员一致表示，要

坚守岗位，抢抓工期，坚决保质保

量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市领导梁天平、马冰、李建涛

一同看望慰问。③1

本报记者 贾林伟 特约记者 申鸿皓

2月11日，农历腊月二十六，
暖阳和煦，在社旗县唐庄乡马庄

村，贫困户刘金胜接过火红的春

联和“福”字，高兴得合不拢嘴，爽

朗的笑声溢满幸福的农家小院。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社旗

正能量。社旗县委宣传部组织开

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暖暖新年、福送贫困农民”征

联写联送春联活动，伴着深深的新

年祝福，让广大贫困群众笑逐颜

开，处处弥漫着幸福的年味儿。

“扶贫修通富裕路，春风叩开

幸福门”“排民忧户户喜奔小康

路，解民忧家家乐过幸福年”……

征联活动得到了全县广大楹联爱

好者的鼎力支持，短短两天时间

就征集到各类春联300多副。这
些接地气的春联遣词文雅、创意

新颖，且富有地方特色或切合新

时代新气象。

11日上午，大冯营镇周庄村文

化广场上人头攒动，三张大桌子一

字排开，笔墨纸砚一应俱全，裁纸、

折叠、书写、晾晒、分发……村民们

拿着县里来的书法家们现场制作

的楹联作品，脸上笑开了花。“这两

副春联写得真好，符合咱周庄的实

际，说出了咱周庄党员和群众的美

好期盼……”村支书周金顺专门挑

选了“不忘初心为人民，牢记使命

兴中华 执政为民”和“花满枝头春

到文化周庄，乐在心中福降美丽乡

村 福满周庄”两副春联，过年就

会贴在村部的大门口。

与此同时，在县城广场、街道

社区，凡是人员密集的地方，都有

书协会员和书法爱好者义写义送

春联的身影；在16个乡镇文化中
心、85个重点贫困村，60多名国
家、省、市、县书法家协会会员和

当地乡土文化能人一道，运笔红

帖、挥毫泼墨，为全县广大贫困户

义写春联。截至目前，社旗县已

为广大人民群众免费送出春联5
万余副。③7

特约记者 丰兴汉 左力

“过去做饭像东北‘二人转’，

一人烧柴一人做饭，烟熏火燎睁

不开眼。现在用上了天然气，我

一个人做饭很省事，干净又轻

闲！”

2月12日中午，唐河县马振抚
乡绵羊山村贫困户陈建春熟练地

拧开燃气灶开关，看着蓝色的火

苗舔着锅底，脸上挂着冬日暖阳

般的微笑。

绵羊山村是个地处浅山岗丘

区的贫困村，村民祖祖辈辈用土

灶烧柴做饭，不仅得费力拾柴，

还要忍受烟熏火燎，而且对房舍

简陋的贫困户来说火灾隐患很

大。“感谢乡党委、政府和燃气

公司送来的天然气，让全村人从

今过上了干净日子。”贫困户李

世建道出了全村群众的心声。

李世建所说的公司就是该县

华嘉盛燃气公司。临近春节，在

全县脱贫攻坚“百企帮百村”活动

中，县发改委和马振抚乡协调公

司投资逾百万元，为村里建成了

天然气入户工程，并拿出21.5万
元为绵羊山村的43户贫困户免费
安装了天然气，让贫困户用上了

优质价廉的清洁能源。

新年新景新气象。漫步在绵

羊山村，这个闭塞落后的小村庄

已经变了模样：除了天然气，水泥

路进村联户，崭新的农家院错落

有致，新建的学校、文化广场分外

抢眼,贫困户修饰一新的家里有了
浓浓的年味儿……

“是党的扶贫政策照亮了俺

这个小山村！”村支书曲良仁扳着

指头算起了“福利”：投资77万元、
年发电量 12.78万千瓦时的光伏
电站落户绵羊山村，可为贫困户

户均增收2000元；投资14万元，
在村里主干道设置太阳能路灯30
盏；投资60万元建设了新村部和
文化大院；投资90余万元硬化村
道3.1公里；投资150余万元新建
了村小学和幼儿园…… ③5

山 村 用 上 天 然 气大 红 春 联 送 乡 亲

张文深霍好胜看望慰问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

美好祝福送一线 深切嘱托励前行

▼大红灯笼高挂，喜迎新春佳节 ③5 本报记者 崔培林 摄

本报讯（记者张提）2月13日，
市长霍好胜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2
次常务会议，研究2018年主要经济
指标安排和重点项目建设等工作。

会议指出，2018年是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

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

关键一年，是开启新时代南阳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重

要一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

会议强调，要坚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和“跳起来摘桃子”的原

则，科学制定主要经济指标。要突

出一个“实”字，目标要实、措施要

实、效果要实，确保统计数字、客观

形象、主观印象三者统一。要紧扣

重要区域中心城市定位，围绕实施

“两轮两翼”战略、推进“九大专

项”、构筑“四梁八柱”来制定经济

指标；坚持民生优先、生态优先、农

村优先、城乡融合、三产融合，坚持

政府主导、规划引领、市场引导，坚

持发挥政策投资、企业扩张、回归

创业、全民创业、招商引资“五个主

体”作用，坚持盘活存量、优化增

量、扩充总量、提升质量“四量统

筹”，着力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会议要求，要层层分解任务，

把经济指标分解到县区、分解到行

业、分解到部门，落实到项目、落实

到企业、落实到市场主体。要统筹

兼顾、突出重点，加强领导、强化督

导，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全力做好

今年经济工作。

就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会议要

求，各级各部门要加压增责，牢固

树立项目带动意识；加强谋划，认

真研究上级政策；突出重点，围绕

重点产业、重点园区、重点项目、重

点企业、重点平台，实现与“九大专

项”的紧密衔接；拓展融资渠道，强

化要素保障，深入推进“放管服”改

革，全面优化项目建设环境。要遵

循“快、优、省、廉”的原则，强化部

门协作联动，加大现场办公力度，

转变作风，提高效率，以项目建设

的突破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领导景劲松、郑茂杰、张明

体、刘庆芳、谢松民、马冰，市政府

秘书长胡云生出席会议。③8

市政府第62次常务会议召开

质量为先谋发展 快优省廉抓项目

据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春节

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

志看望了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

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

宋平、李岚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

春、罗干、贺国强、刘云山和田纪云、迟

浩田、姜春云、王乐泉、王兆国、回良

玉、刘淇、吴仪、曹刚川、曾培炎、王刚、

孟建柱、郭金龙、王汉斌、何勇、赵洪

祝、王丙乾、邹家华、王光英、铁木尔·

达瓦买提、彭珮云、周光召、曹志、李铁

映、司马义·艾买提、何鲁丽、丁石孙、

许嘉璐、蒋正华、顾秀莲、热地、盛华

仁、路甬祥、乌云其木格、华建敏、陈至

立、周铁农、司马义·铁力瓦尔地、蒋树

声、桑国卫、唐家璇、梁光烈、戴秉国、

肖扬、韩杼滨、贾春旺、叶选平、杨汝

岱、任建新、宋健、钱正英、孙孚凌、胡

启立、赵南起、毛致用、王忠禹、李贵

鲜、张思卿、张克辉、郝建秀、徐匡迪、

张怀西、李蒙、廖晖、白立忱、陈奎元、

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李兆焯、黄

孟复、张梅颖、张榕明、钱运录、孙家

正、李金华、郑万通、邓朴方、厉无畏、

陈宗兴、王志珍等老同志，向老同志

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衷心祝愿老

同志们新春愉快、健康长寿。

老同志们对此表示感谢，高度

评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创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对习近平总

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

心表示衷心拥护。老同志们希望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锐意进

取，埋头苦干，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作出新的贡献。③1

中央领导同志看望老同志

新华社成都2月13日电 中

华民族传统节日农历春节来临之

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四川，

就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精神进行调研，看望慰问

各族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人民

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初春的巴蜀大地，春寒料峭，

蕴含着勃勃生机。2月10日至13
日，习近平在四川省委书记王东

明、省长尹力陪同下，来到凉山彝

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成都市等地，深入村镇、企业、社

区，考察脱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在汶川考察灾后恢复重

建发展情况，给各族干部群众送

去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地处四川西南部的凉山彝族

自治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和四川省民族类别、少数民族人口

最多的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差和

发展相对不足，该州是全国集中连

片深度贫困地区之一，17个县市中
11个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习近平十分惦记这里的群

众。11日上午，雪后的大凉山艳阳
高照，沿途雾凇银光闪闪。习近平

乘车沿着坡急沟深的盘山公路，往

返4个多小时，深入大凉山腹地的
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和解放乡

火普村看望贫困群众。

三河村平均海拔2500多米，
是一个彝族贫困村。习近平沿着

石板小路步行进村，察看村容村

貌和周边自然环境。他先后走进

村民吉好也求、节列俄阿木2户
贫困家庭看望，详细观看门前的

扶贫联系卡，同主人亲切拉家常，

询问生活过得怎么样，发展什么

产业，收入有多少，孩子有没有学

上。他饶有兴趣地听10岁小女
孩吉好有果唱《国旗国旗真美

丽》，并带头鼓掌。在村民节列俄

阿木家，习近平同村民代表、驻村

扶贫工作队员围坐在火塘边，一

起分析当地贫困发生的原因，谋

划精准脱贫之策。大家用朴实生

动的语言表达了见到总书记的喜

悦和幸福，畅叙了党和政府对彝

族同胞的关怀关爱，述说了脱贫

攻坚行动给乡亲们带来的大量实

惠，人人都边说边激动得流泪。

习近平饱含深情地说，我一直牵

挂着彝族群众，很高兴来到这里，

看到大家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心

里十分欣慰。得知近年来村里大

力发展种养业，引进优良品种的

牛猪羊，家家户户种植了马铃薯、

核桃、花椒，农民收入持续增加，

习近平十分高兴。他强调，发展

特色产业、长期稳定致富，都需要

人才。要培养本地人才，引导广

大村民学文化、学技能，提高本领，还要移风易俗，通过辛勤劳动脱贫致富。

习近平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让各族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贫困地区，特别是在深度贫困地

区，无论这块硬骨头有多硬都必须啃下，无论这场攻坚战有多难打都必须打

赢，全面小康路上不能忘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家庭。

解放乡火普村是易地扶贫搬迁的新村，搬迁新房沿公路依山而建。习

近平走进贫困户吉地尔子家的新居，在院内平台远眺火普村全貌，听取该村

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彝家新寨新村建设、产业扶贫和公共服务保障等情况介

绍，随后进屋察看住房功能布局，了解一家人生产生活情况。习近平指出，

这里的实践证明，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精准脱贫的有效途径，一定要把这项

工作做好做实。搬迁安置要同发展产业、安排就业紧密结合，让搬迁群众能

住下、可就业、可发展。 （下转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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