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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封德 夏

婉 ）11月15日至16日，全省民
宿发展专题研讨会在西峡县举

行。省旅游局副局长李延庆、副

市长阿颖出席会议。

阿颖在讲话中指出，我市

强力实施全域旅游战略，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旅游产业已经

成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力量。作为旅游产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宿产业已

延伸到城市的角落和乡村的

空白区，为乡村振兴开辟了新

的路径。各县市区要结合实

际、突出特色、精心培育，充分

发挥生态和人文优势，持续完

善交通、产业配套设施，提升

民宿创意设计水平，精准对接

市场，加快推动全市民宿经济

发展。 要抢抓机遇，加快推

进，努力把民宿产业培育成为

生态经济的新增长点、农民增

收的新法宝、建设美丽乡村的

新动力。③8

全省民宿发展专题研讨会举行

发展民宿经济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张苗苗）11月
15日，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梁险
峰，省水利厅副厅长、省移民办

主任吕国范带领无党派人士专

题调研组到我市，就推进水生态

高质量建设实现水美河南专题

调研召开座谈会。副市长李鹏

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调研组认真听

取了我市水利、环保、国土等

部门的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南

阳水资源利用和水生态建设情

况取得的成效和面临的问题。

李鹏表示，南阳水资源丰富，

水生态优势得天独厚，南阳以

建设“生态大市、绿色南阳”

为目标，在服务国家战略，保

障一渠清水永续北送的同时，

推进共建共享，营造了全民共

建水生态文明城市的浓厚氛

围。南阳将以此次调研为契

机，继续加大水生态文明建设

力度，加强节水型社会建设，

深入推进河长制，加快水利改

革发展，创造和谐共生的城市

水生态环境。③8

加大水生态文明建设力度

科学治理水系 促进生态和谐

本报讯（记者曾庆芳）11月
16日，在收听收看了全省非洲猪
瘟防控工作第八次电视电话会

议后，副市长李鹏在南阳分会场

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进行部署。

李鹏在讲话中指出，各级各

相关部门要认真分析现状，切实

做到思想不麻痹、防疫不厌战、督

查不减弱，确保我市不发生非洲

猪瘟疫情。各县县长作为第一责

任人，应履职尽责，深入一线，就

当前的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现场办

公。要严把省外市外调入关、屠

宰检疫关及泔水管理关，全面落

实移动监管措施，加强源头管控，

有效阻断传播途径。要严格落实

生物隔离措施，加大人财物保障

力度，严纠失职失责行为，层层压

实责任，强化联防联控，确保各项

防控措施落实落细到村、到乡、到

部门，坚决打赢非洲猪瘟疫情防

控攻坚战。③7

多措并举严防非洲猪瘟

加强源头管控 阻断传播途径

本报讯（通讯员王方 刘昂）11
月14日，全市社区党组织书记轮
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此次轮训分

两期，每期培训学员150名左右。
这是我市首次集中对全市社区党

组织书记进行专题轮训。

培训重点围绕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

十九大、党章、社区治理体系

建设、社区党建等内容进行授

课和研讨，旨在进一步提升社

区 党 组 织 书 记 的 思 想 政 治 素

质、政策理论水平和驾驭新时

代社区工作的能力。③8

轮训社区党组织书记

加强理论学习 夯实履职根基

留余,顾名思义乃留有余地。坐
落在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的康百万

庄园，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过厅

上悬挂的那块镂刻着康家家训而被

列入中华名匾之一的“留余”匾。此

匾用来告诫子孙后代无论做什么上

对国家下对百姓的事都要留有余

地。正是凭借“留余”思想的文脉支

撑,使康家能够历经明清民国400余
年而兴盛不衰，有功名的子孙多达

412人;康家庄园扩展到33个院落，
53座楼房，1300多间房舍和73孔窑
洞，总建筑面积达64300平方米，是
山西乔家大院的15倍之多。曾因慈
禧太后册封而名扬天下。

“留余”匾文曰：留耕道人《四留

铭》云：“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

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

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

不尽之福以还子孙。”盖造物忌盈，

事太尽，未有不贻后悔者。高景逸

所云：“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

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推之，凡事

皆然。坦园老伯以“留余”二字颜其

堂，盖取留耕道人之铭，以示其子孙

者。为题数语，并取夏峰先生训其

诸子之词，以括之曰：“若辈知昌家

之道乎？留余忌尽而已。”

匾文的大意是说：留耕道人的

《四留铭》中讲：“留有余，不把技巧

使尽，以还给造物主；留有余，不把

俸禄用尽，以还给朝廷；留有余，不

把财富占尽，以还给百姓；留有余，

不把福禄享尽，以留给后代子孙。”

大概老天爷反对把事情做得过分

吧！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没有不留

下悔恨的。高景逸(明朝政治家、思
想家,东林党领袖高攀龙,世称“景逸
先生”)曾说：“遇事只要让人一步，自
然就有周旋的余地；碰到财物只要

放宽一分，自然就有剩余的乐趣。”

推而言之，所有的事都是如此。坦

园老伯(指第十五代康百万康道平，
号坦园)把“留余”二字题于匾额，挂
在堂上，大概是采取留耕道人的《四

留铭》，以告诫子孙后代吧！我仅根

据老伯的想法，并取孙夏峰先生(明
末清初理学家)教训其儿子的话加以
概括：你们这些后辈知道发家的道

理吗？那就是凡事都要留有余地，

不能做尽做绝。

康家匾额不仅是这样写的,在待
人处事理念和行为上也可窥见一

斑。庄园中有一副对联“友以义交

情可久，财从道取利方长”，进一步

揭示了康家做生意和待人接物“留

余”的原则。另外,还有一则“庆寿焚
券”的故事，说的是康道平八十大

寿，不让乡亲送礼，只让来客持原有

借债之文书，当场焚烧。拥财而不

贪婪，胸怀仁慈之心，难怪被方圆尊

称为“活财神”。

“留余”是安身立命大智慧,月盈
则亏、盛极而衰。中国有句古语叫

“不要将事做绝了”，给别人留有余

地,往往也给自己留下了生机与希
望;不给别人留路的人,最后自己也
必定无路可走。因此,留有余地,既
有益于他人,更有利于自己。网络流

传甚广的一段“留余忌尽”箴言，很

值得借来与读者共勉：知人不必言

尽，留三分余地于人，留些口德于

己；责人不必苛尽，留三分余地于

人，留些肚量于己；才能不必傲尽，

留三分余地于人，留些内涵于己；锋

芒不必露尽，留三分余地于人，留些

收敛于己；有功不必邀尽，留三分余

地于人，留些谦让于己；得理不必抢

尽，留三分余地于人，留些宽容于

己；得宠不必恃尽，留三分余地于

人，留些后路于己；气势不必倚尽，

留三分余地于人，留些厚道于己；富

贵不必享尽，留三分余地于人，留些

福泽于己；凡事不必做尽，留三分余

地于人，留些余德于己。③1

留 余
□ 亚方

一、南阳市方城县 受理编

号：D20181101025（*）
反映情况：方城县券桥镇东南

角1公里福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炼油，臭味重。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反映问

题基本属实。群众所反映的福盛源

科技有限公司，全称为方城县福盛

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办理

有环评审批手续 （宛环审 〔2015〕
420号），主要从事方城县、社旗县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置、有机肥料及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副产品的生

产、销售。主要生产工艺为病死动

物尸体破碎—干法化制（产生恶臭

气体）—固液分离—自动出料—二

次干燥（产生恶臭气体）—压榨—

动物油、骨肉粉，主要生产设备有

破碎机1台、化制机2台、烘干机1
台、压饼机2台，环保设备有废气
冷却机1台、废气加热炉1台、水
滤器1台。主要污染物是废气，废
气经冷却机冷却后进入废气加热锅

炉加热至1000℃进入水滤器过滤后
排入大气。经县联合调查执法组现

场核实，该企业车间内有少量异

味。

处理及整改情况：该公司已制

订整改方案，增加环保设备，进一

步消除异味，确保达标排放，整

改过程预计 30天之内完成，在此
期间，采取喷洒除臭剂、及时打

扫厂房等应急措施，确保最大化

降低异味。目前，该公司处于停

产整改状态。

问责情况：无。

二、南阳市卧龙区 受理编

号：D20181101098（*）
反映情况：瓦店镇东关村西北

角400米处废铁加工站，排放硫酸
水，气味刺鼻。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反映问

题部分属实。问题反映的区域位于

英庄镇贾营，地处偏僻，介于宛城

区瓦店镇与卧龙区英庄镇交界处。

该厂2018年4月租赁厂房，10月开
始试生产。主要设备有：铲车 1

台、筛选设备 2套、过滤沉淀池 1
个。生产工艺：废铁尾料加水经筛

选机—筛选分类—半成品。现场检

查时，该厂配套建设环保设施、未办

理环评审批手续已投入生产使用。

处理及整改情况：11月 6日，
卧龙区环保、公安部门会同英庄镇

政府对该厂铲车进行了异地封存，

对现场主要设备和配电柜进行查封

扣押，对其未批先建的行为依法进

行立案调查。同时，区环保局委托

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对厂区内的土壤

和沉淀池内的水样进行化验检测，

待 检 测 数 据 出 来 后 做 下 一 步 的

处理。

问责情况：无。③4

省委省政府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办理公示（第十一批续）

一、南阳市住建委 受理编

号：D20181102102（*）
反映情况：十二里河民进中学

东居民区生活垃圾堵塞河道、生活

污水排入河道，水体黑臭，靠近南水

北调干渠。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反映问

题基本属实。按照南阳市人民政府

办公会议纪要（宛政纪要【2016】600
号）和政府工作安排，由市住建委作

为项目实施主体，承担南阳市中心

城区十二里河综合治理工程的建设

任务。十二里河综合治理工程北起

兰营水库、南至丁奉店白河入河口，

全长 14.58km，项目概算总投资约
19.4亿元。十二里河综合治理工程
分两期实施，其中一期工程概算投

资约9.69亿元，工程内容包括：水利
工程、截污工程、生态景观工程及相

关的征收安置、水环保工程。受政策

性融资方式改变的影响，项目后续建

设资金中断，自2017年7月份以来，
十二里河综合治理工程基本处于停

工状态，施工区域全部用围挡封存。

目前，十二里河PPP合同已获市政府
批准，并进入省财政厅PPP项目专家
库，国开行现在正在对十二里河PPP
项目进行评审，待通过评审、资金到

位后，项目即可重新实施。

处理及整改情况：经现场核

实，举报所指出的中州西路民进中

学东居民区属于高新区百里奚街道

辖区，在十二里河综合治理工程重

新实施之前，河道附近的生活垃圾

和污水清理处置工作目前应由原河

道管理部门负责。南阳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已通知高新区管委会

百里奚街道办事处和河道管理部门

到现场清理处置。

问责情况：无。

二、南阳市内乡县 受理编

号：X20181102001（*）
反映情况：灌涨镇胡刘村南灌

庄至罗庄公路边一造纸厂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反映问

题基本属实。举报件反映的造纸

厂，为灌涨镇胡刘火纸厂，位于内乡

县灌涨镇胡刘村一组，主要从事火

纸加工，主要原料为书本废纸、锯末

等，主要设备有锅炉、碎浆机、烘缸、

切纸机等，工艺为废纸—浸泡—碎

浆—烘干—切纸—包装。2018年7
月开始建设，2018年9月开始投入试
生产。2018年11月4日，内乡县环
保局执法人员对该厂进行了现场检

查，发现该厂没有环保审批手续，擅

自生产，生产过程中没有废水排出，

但燃煤锅炉产生的废气经过简单处

理后直接外排，影响周围环境。

处理及整改情况：内乡县执法

人员立即下发《环境违法行为改正

通知书》，要求其立即停止生产，在

11月20日前自行拆除设备。目前该
厂已停产，锅炉水管、烟囱、电机、小

辊、织布等已拆除完毕，其他设备正

在拆除。

问责情况：无。③4

省委省政府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办理公示（第十二批续）

南阳市高新区 受理编号：

X20181103002（*）
反映情况：北京路黄岗工业园3

号，舜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无环评

手续，废水直排。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反映问题部

分属实。反映无环评手续问题属实，

舜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在进入高新区

黄岗工业园后确未取得环评手续，现

已封停该公司生产大门，要求其取得

环评及相关手续，经高新区环保局验

收合格后进行生产。反映废水直排问

题不属实，经现场查看，该公司未完成

装修，生产设备未完全搬入新址，未开

始生产，不存在废水直排问题。

处理及整改情况：高新区将对新

进企业进行摸底排查，对不达标企业进

行取缔，加大巡查力度，重点把关，做到

发现一起，处理一起，绝不姑息手软。

问责情况：无。③8

省委省政府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办理公示（第十三批续）

绿化水源地
荒山披绿装

作为南水北调中

线核心水源涵养区，

西峡县始终坚持“生

态经济化、经济生态

化”发展理念，广泛

开展植树造林绿化

荒山行动，日前，组

织800名干部群众到
回车镇 子岭村义务

植树，为水源涵养区

筑起了一道坚固的

“生态屏障”③7
特约记者 封德 摄

（上接A1版）
会议强调，要明确党报党刊征

订的范围，各级党组织负责征订的

重点党报党刊是指人民日报、《求

是》杂志和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刊，以

及明确参照执行的报刊。其他各类

报刊，均不得列入党报党刊征订范

围和征订文件。各级财政部门要给

予党报党刊订阅的经费支持，创新

经费保障的思路和办法，积极探索

长效订阅机制，各地要结合各自的

实际，大力推广将党报党刊作为公

共文化产品予以订购的做法。要加

强与邮政部门的协同配合，加强发

行网络的建设，优化投递的线路，增

加投递的频次，切实提高发行的时

效。

会议进一步要求，要高度重视

党报党刊阅读使用的问题，各级党

委宣传部门要做好具体组织实施工

作，通过多种方式组织党员干部认

真研读党报党刊的重要政策解读、

重点评论言论、重头理论文章和重

大主题报道。各垂直管理行业系

统、金融系统、部队、高校、“两新组

织”的主管部门要将重点党报党刊

订阅工作，作为开展党建工作的重

要手段，逐级做好计划落实。③4
（河南日报记者）

（上接A1版）

坚持“比排亮兑”
争 做 标 杆 党 员
以上率下，从领导带头抓

起。探索实施“一线直通”工作

法，县处级领导班子从自身做

起，带头落实“专班负责制”所

分包的重点项目，带头深入基层

一线、田间地头，讲党课、做调

研、抓指导、促落实，以此影响

和带动全县干部在一线实干、政

策在一线实施、问题在一线查

找、矛盾在一线解决、成效在一

线检验、本领在一线提升、干部

在一线识别，产生了县乡村三级

“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联动效应。

目前，拼搏实干、落实见效已成

为唐河干部的形象标识和鲜明底

色。

“比排亮兑”，从拉高标杆抓

起。在全县开展“一个支部一面

旗帜，一名党员一个标杆”主题

活动，掀起了争当红旗支部和争

做标杆党员的热潮；在乡镇结合

绩效评价和重点工作，以半年观

摩和年终观摩为主要形式，引入

大比武竞赛机制，评出先进乡镇

和落后乡镇；在县直单位实行工

作成效排序制度，按照条块结

合、纵横对比的总体要求，评选

最优单位和最差单位；在村级组

织开展村支部书记大比武活动，

激发干事创业激情；在全社会开

展“学树行做”活动，号召全县

学习先进、争当先进，树立了向

上向善的鲜明导向。通过“比排

亮兑”，全县上下初步形成了明争

暗赛、竞相赶超的生动格局。

有为有位，从树立导向抓

起。在选人用人上，把工作实绩

和群众认可度作为选拔和任用干

部的基本依据，健全有为有位、

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真正使想

干事者有机会、会干事者有平

台、干成事者有位置，不干事者

没市场。2017年以来，全县共调
整重用干部5批58人，全部从项
目建设、科技创新、开放招商、

脱贫攻坚、“双创”工作、美丽乡

村建设等一线主战场上选拔任

用，全县上下反响良好。

党建引领发展，实干承载使

命，忠诚书写担当。在唐河这片

热土上，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将更加坚定地凝聚在党旗

下，带领唐河人民,用自己的勤劳
智慧谱写“强富美高”新唐河的

乐章。③8

提升组织力 凝聚向心力

2019年度全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