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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王岐山江泽民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
在外地送花圈表示哀悼

李鹏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
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李鹏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
深切慰问

▶▶▶详见 A3版

提质增效铆干劲 砥砺奋进正当时
——张文深霍好胜等率南阳市党的建设和重大项目建设观摩组观摩侧记

火热的季节，沸腾的工地，干事创业的激情在燃烧。

7月 29日，市委书记张文深，市委副书记、市长霍好

胜率南阳市党的建设和重大项目建设观摩组进行实地观

摩，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市委构建新时代党的建设高质量

工作体系工作部署和市委、市政府“两轮两翼”战略，充分

发挥观摩活动的导向和促进作用，打好党的建设和项目

建设攻坚战。

此次观摩活动分六个组进行。张文深率第一组观摩

社旗县、方城县，霍好胜率第二组观摩淅川县、西峡县，市

委副书记曾垂瑞率第三组观摩邓州市、新野县、高新区，

市政协主席张生起率第四组观摩鸭河工区、南召县、镇平

县，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王毅率第五组观

摩官庄工区、桐柏县、唐河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景劲

松率第六组观摩卧龙区、内乡县、宛城区、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

党的建设亮点纷呈，项目建设气势如虹——今年以

来，全市坚持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强

力实施“两轮两翼”战略，重抓重推“九大专项”，新的经济

增长点和增长板块不断涌现，高质量建设大城市的脚步

越发稳健。

一路走、一路看，在比中学、在学中思。大家纷纷表

示，有交流才有进步，有比较才有动力，通过观摩活动明

晰了方向、找准了差距、鼓舞了士气，一定要把观摩的成

果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凝神聚力抓党建，一心一意谋发

展，以新作为、新成绩向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

市四大班子领导，各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市直

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观摩。

社旗县：

实施创新驱动
做大先进制造

在工人的演示下，一台激光切割机，对着钢板扫一

扫，30秒钟工夫，一个生动的自行车模型在钢板上形成。

如果使用传统的冲压方式，然后用模具切割，工序较多、

耗时较长、合格率低。这是观摩组在社旗县力星激光科

技有限公司看到的一幕，该企业是国内激光设备领军企

业，主要生产激光切割机、打标机等，今年 8月初将试生

产，年销售收入可达 2亿元。

中科华强智能装备制造项目，也是该县引进的“双

高”（高技术、高附加值）代表项目，建设工业机器人、5G
智能装备、精密印刷等生产线 12条，已经取得 5G智能设

备专利技术 28项，特别是 5G 手机面板加工技术在国内

外领先。还有，由汽车配件行业龙头企业——西格迈股

份投资兴建的同道弹簧项目将建设自动化汽车悬架弹簧

生产线 4条，可年产 600万只汽车悬架弹簧。

一路走来，社旗县高新产业带来的变化令观摩组一

行欣喜不已，大家称赞，这些项目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

好，必将有力推动县域经济跨越发展。

观摩组还实地察看了该县公安局党的建设情况。该

局以“政治统领”引航掌舵把方向，以“星级党建”提升基

层组织力，以“效能革命”转变工作作风，以“钉子精神”抓

实民生服务，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公安工作，全力

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

方城县：

注重党建引领
筑牢发展基石

走进方城县，比天气更加炎热的是项目建设的热潮：

勤大钢管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占地 120亩，总投资 7.5亿
元，建设标准化厂房 5栋，计划今年年底建成投产，建成

后可年产 5万吨精品轴承钢管、8000万套轴承配件，年新

增产值 8 亿元；神州灵山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占地 300
亩，总投资 23亿元，建设标准化厂房 11栋，建设叶蜡石制

品生产线 50条、金刚石生产线 150条，叶蜡石制品生产线

计划今年年底建成投产，金刚石生产线计划明年 8月建

成投产，项目建成后新增产值 20亿元。

经济发展高质量的动力来自于党的建设高质量。凤

瑞街道就是该县党的建设高质量的一个生动样本。观摩

组一行实地察看了该街道交通社区党的建设工作。为了

完善功能、方便群众，社区于今年 6月投资 600万元建成

了新的党群服务中心，总建筑面积达 1500平方米，院内

绿化面积 300 平方米。按社区治理、便民利民、老有所

养、学有所教、弱有所扶等五大板块，精准设置了服务大

厅、党群活动室、社区党校、党史文化馆、联席会议室、图

书阅览室、心理咨询辅导室、爱心超市等 40个功能厅室，

社区阵地建设水平得到了有效提升。大家一致称赞，该

街道高质量党建工作扎实推进，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日

臻完善优化，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基石不断得到夯实。

淅川县：

抓实党建载体
壮大县域经济

56 个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51.2 亿元，占年度目标的

65.1%，超时序进度 15个百分点——淅川县上半年重大

项目建设的成绩单让人眼前一亮。

眼见为实。在河南天一减振器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00 万只汽车减震器项目今年 1 月份开工，目前已有两

条生产线建成投产，实现销售收入 6000 万元。“我们的

产品台架寿命试验超过 800万次，远超国家规定的优质

标准，成功占领了行业科技前沿。”听了公司负责人的介

绍，观摩组成员连连点赞。在河南九龙新能源材料有限

公司，今年新开工的年产 2万吨锂电负极材料项目的环

保收尘设施全部完工，原材料煅烧车间土建基础施工已

完成，坩埚压型厂房正在进行设备安装，两条石墨化高

温生产线已建成投用，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产值可达

15亿元。

穿过一望无际的金银花田，观摩组抵达花海中的九

重镇唐王桥村。整洁靓丽的村居民舍，设施齐全的党群

服务中心，吸引着观摩组成员纷纷拍照留存。该村持续

深化“3+1”党建工作新模式，以“三亮三比三评”激活力、

以“两弘扬一争做”树导向、以“三清理一公开”优生态，着

力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全村干事创业的氛围浓，崇德向

善的风气正，村集体收入年年增，用高质量党建夯实了助

力脱贫攻坚、实施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

西峡县：

坚持绿色发展
着力降本提效

“绿色环保”“智能改造”“产业升级”……穿行在西峡

县各大企业，新概念、新工艺、新项目让观摩组眼界大开。

瑞发电气集团顺应市场形势，发挥自身技术优势，新

上马了防爆电机生产线项目。该项目产品技术高端，市

场前景广阔，综合效益显著。一期项目今年 3月份投产

后，预计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2亿元，利税 6800万元；二

期项目今年 5月份已开工，两年内即可建成，又能为企业

新增产值 6亿元。众德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年产 20万只车

桥及涡轮增压器生产线建设项目，创新采用机器人加工

单元，将原本 8道加工工序降为 3道，每条生产线人工使

用量由 12～15人降为 2～3人，生产效率提高了 21%，能

耗却降低了近 10%；他们还采用了先进的超声波清洗设

备，实现了节能降费、绿色环保。

企业技术创新带来了降本提效，社区党建创新带来

了幸福和谐。莲花街道莲花社区党支部联合 28家驻区

单位成立了社区党建工作部，构建起党建工作联抓、文

明创建联动、社会治安联防、公益事业联办、环境卫生

联做、文化活动联谊“六联共建”的区域化大党建格

局。他们在全县首创“社区是我家”微信在线反馈平

台，为居民提供多元化服务；建起社区民警、专职治安

巡逻队员、义务巡逻队员三级防控网，夯实了平安建设

的第一道防线。

邓州市：

发挥特色优势
做强产业集群

投入体量大，产业链条长，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

邓州市的项目给观摩组留下深刻印象。

观摩组首先观摩了邓州同捷汽车轻量化白车身零部

件总成项目，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11亿元，一期投资 5亿
元，用地 280亩，建设综合厂房、物流库、校验间等建筑 4.5
万平方米，形成年产 10万套轻量化白车身、车门模块、底

盘系统、三电系统、内外饰模块等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能

力。目前，项目综合厂房、物流库主体已竣工，综合厂房

正在进行设备基础和水电等施工，预计将于 10月份进行

设备安装，年底前开始小批量生产。

邓州市驰诚废旧机动车回收拆解项目总投资 1 亿

元，计划建筑面积 13万平方米，上马全自动汽车拆解生

产线，年可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 1万余辆。项目以报废

汽车回收拆解为主业，以废旧金属分拣加工为配套，业务

覆盖面包括豫西南地区及襄阳、十堰等地，可为邓州汽车

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延伸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走进邓州市龙堰乡刁河村党群服务中心，办事大厅、

图书角、特色电商展销区等一应俱全，村民可以在这里享

受一站式服务。该村高标准规划建设村级活动场所 1780
平方米，并且做到标准到位、功能到位、人员到位、服务到
位，为民服务有力有效。

新野县：

提高科技含量
增强竞争实力

清洗、切割、镀膜、包装……在新野新正方电子科技

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工人们忙得热火朝天，一块块智能触

摸玻璃从这里走下生产线。该公司由广东东莞鸿伟电子

玻璃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采用东莞总部成熟技术，建设智

能化车间，拥有年产 280万片电子智能视屏玻璃和各种

电子玻璃生产线多条。产品有人体智能秤、智能家居导

电玻璃系列等，主要与华为、小米、美的、格力、公牛等企

业合作，产品远销东南亚和欧洲。

新野长青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由广东长青集团投

资建设，项目总投资 3.68亿元，占地 215亩，以农林废弃

物为主要燃料，采用进口技术生产高温高压生物质直燃

水冷振动炉排锅炉，今年上半年，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1.1亿元，主厂房已浇筑，设备已订购。项目实施后可年

消纳处理农林废弃物约 31.26万吨，有效取代原有低效

率、高污染的小型锅炉，节约能源，改善环境，增加农民

收入。

新野县法治文化展馆和法治文化广场运用声、光、

电、雕塑等多种形式展示了我国古代法治文明、世界法治

文明的思想精华，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

制体系的建设进程，干部群众可以在这里学习党的制度、

法律常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新野县注重培

养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处理问题，法律服务

的触角延伸到了社会基层的方方面面。

高新区：

优化营商环境
加快转型升级

“我们的光学镜头产品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及实用新

型专利，主要应用于 AR、VR无人机成像技术、AI智能、人

脸识别、智慧城市、智能家居等领域。”在高新区的中关村

创新创业园，河南翊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信心满

满地向大家介绍。该项目总投资 1.5亿元，主要建设高精

密模具塑胶成型车间、光学镜片加工车间、高端精密光电

模组组立车间等，于 2019年 1月开工建设，4月投产。

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司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

树立“一颗红心向党、服务民众健康”的理念，发挥好党组

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推动党建工作助力生产

经营、助力队伍管理、助力脱贫攻坚，实现党建工作与企

业发展深度融合，使党建在企业生产经营各个领域展现

力量，企业发展步履铿锵，蒸蒸日上。

迎合未来 5G 信号和无线充电需求，加速手机壳去

金属化趋势，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自主开发和生产了
超硬功能光学镀膜，产品广泛应用于平板电脑、智能手
机、汽车中控等智能终端产品。项目以国际市场占有率
30％为目标布局，依托技术优势与广阔市场，积极推动
先进装备、靶材新材料等上下游关联产业协同发展，具
有极高的产业带动和集聚效应，致力于将南阳打造成中
国“膜都”。

鸭河工区：

打造智慧党建
全面提质增效

在鸭河工区，观摩组首先走进皇路店镇张井村观摩

该村党建工作。张井村近年来打基础、抓班子、带队伍、

整环境，呈现了“生产美、生活美、生态美”的全新面貌。

2018年张井村被评为市级“先进基层党组织”“生态文明

村”“文明村镇”，该村党支部书记任东同志荣获市级“标

兵村支部书记”、南阳市“百优”村党支部书记、南阳市首

届“最美退役军人”等荣誉称号。该村夯实党建阵地，打

造服务平台，凝心聚力，助推脱贫攻坚。组建了以 8名党

员为骨干的村“莲花宣传队”，每个周末举行“颂党恩跟党

走”“快乐星期天”文艺演出，每月 5日党员活动日开展

党性教育，丰富了村民业余文化生活，党的凝聚力、向心

力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

市第二人民医院鸭河医院（一期）总建筑面积 4.3万
平方米，设计床位 430张，建设门诊及部分病房综合楼、

配套设施等，总投资 18000万元。当前，A区病房楼地下

一层和地上六层主体已浇筑完毕，正在进行地上第七层

主体钢筋捆扎和模板支护；B、C、D、E、F区域正在进行基

础施工。

航空航天育种中心建设温湿度可控的现代化高温温

室大棚、航空航天育种中心、管理用房、科研用房等，总投

资 5000万元，目前项目 3座育种中心、1座玻璃智能大棚、

1座 60米超大拱棚、5个普通塑料温棚、3个模块高温拱棚

已全部完工，优质果蔬种植完成 90%，正在进行园区生产

道路修整。

南召县：

聚焦主导产业
蓄足发展后劲

天气虽然炎热，但如火如荼的建设和生产场景，纷至

沓来的优质工业项目，不断激发着观摩组对南召县美好

未来的希冀。

恒利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研发、生产、销售植

物酵素、植物发酵液、益生菌、固液体饮料、植物提取物等

的国家高科技生物工程企业。公司研发生产的植物酵

素、益生菌等系列产品均达国际领先水平，产品远销德

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华扬龙生科技产业园二期建设

项目总投资 6.9亿元，占地 276亩，新建生产车间、发酵车

间、仓库、研发中心及其他基础配套设施 21.5万平方米，

建成年产 20万吨植物酵素和 300吨益生菌的现代化生产

线。项目完全建成达产后，可实现产值双百亿元。

河南天蚕富煌钢结构有限公司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

化及相关配套项目，总建筑面积 28万平方米，建设研发

中心、钢结构生产车间、PC加工车间、成品展示区等一体

的钢结构装配式生产基地，总投资 5亿元，目前已完成项

目征地，正在进行场地平整。 （下转 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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