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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康 帆）8月
6日凌晨 2时至 17时，淅川县出现强

降雨过程，全县最大降雨量达到 165
毫米，5个乡镇累计降雨量超过 100
毫米，个别区域 1 小时内降雨量甚

至达到 97.9毫米。强降雨造成部分

群众被困、山体塌方、城市内涝、房

屋受损、道路和梁桥损坏、农作物牲

畜受灾。

灾害发生后，淅川县立即启动

防汛应急预案，加强防汛领导，深化

防汛意识，细化防汛责任，迅速转移

疏散群众，最大限度降低这次强降

雨带来的损失。目前，全县无一人

员伤亡，灾区人心稳定，秩序井然。

加强防汛领导。汛前，淅川县

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带领相关单位

负责同志实地察看防汛情况，要求

做好汛情监测工作，储备好防洪物

资。洪灾发生后，淅川县立即召开

防汛工作紧急会议，安排部署防汛

抢险工作，县四大班子领导第一时

间深入防汛一线，慰问看望受灾群

众。建立健全县、乡、村、组四级防

汛值班备勤制度，严格执行领导带

班和 24 小时值班制度，加强对水

库、山区、河段等涉水工程、地质灾

害隐患点的监管，严格防汛责任追

究制度。

深化防汛意识。该县气象、水

文部门及时研判近期天气情况，通

过电视、广播、网络、手机短信、微信

公众号等渠道，向全社会发布气象

信息、防汛知识和法律法规，营造了

全民防汛抗灾的浓厚氛围。西簧、

荆紫关、寺湾等受灾严重乡镇的党

员干部，第一时间深入重点受灾村

组，全力做好沿库沿河危险地段群

众的撤离工作。

细化防汛责任。认真落实防汛

抢险责任制度，组织公安、民兵预备

役等力量深入受灾村组，解救被洪

水围困的居民；县财政第一时间筹

集赈灾资金，给受灾严重的三个乡

镇 分 别 拨 付 20 万 元 首 批 赈 灾 资

金。加大城区排涝力度，做好灾后

生产自救和卫生防疫工作。该县还

及时组织电力、交通、通信等部门，

派出专业技术小组，确保电力、通信

及道路畅通。对险房、河道、山体滑

坡、公路等险段进一步摸排，设置警

示标志，防止次生灾害发生。③6

淅川全力以赴防汛抢险救灾

主动迅速应对 切实保障民生

我 市 突 出

“满城绿色半城

水”特色，进一步

优化中心城区功

能布局、完善功

能设施，不断提

高 城 市 承 载 能

力，推动产城融

合发展 ③4
本 报 记 者

崔培林 实习生

韦 祜 摄

完善功能
融合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郑绪占
门义东）八一建军节期间，我市

全面落实中央、省工作安排，开

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优属活动，

营造了浓厚的拥军优属氛围。

各级党政军领导深入驻宛

各部队慰问官兵，走进社区看

望老战士、烈士遗属、伤残军

人、退役军人模范等四类优抚

对象代表，并通过举办军地联

欢会、座谈会、颁奖会、优待金

集中发放仪式等多种形式的拥

军优属活动，对现役退役军人

和优抚对象家庭进行慰问。慰

问中，主要领导详细了解慰问

对象的身体状况和日常生活情

况，送去节日的祝福和问候；希

望优抚对象保重身体，一如既

往关心支持地方改革和经济建

设，为南阳的高质量发展献计

献策；要求各相关部门支持部

队改革和建设，营造让军人成

为全社会尊崇职业的浓厚氛

围，推动双拥工作再上新台

阶。同时，继南阳市“最美退役

军人”表彰大会之后，邓州市、

西峡县、镇平县、南召县、社旗

县、桐柏县、鸭河工区等先后召

开“最美退役军人”或“最美军

嫂”表彰大会，共表彰“最美退

役军人”284人、“最美军嫂”15
人。

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各级

共组织慰问工作组 496 个，慰

问驻军 64 个单位、优抚对象

49015 人、现役军人家庭 2040
个，发放慰问金和慰问品总价

值 852 万元，召开座谈会 815
场，发放慰问信 4.5万份，为立

功军人送喜报 90份。③8

我市开展多种形式慰问活动

强化服务保障 密切军民关系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温 宪）根

据市委安排，近日市委第六巡察组

对全市生态环境领域专项巡察工作

启动。重点是巡察市、县（市、区）生

态环境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水利

局、城市管理局、公安局、交通运输

局、农业农村局、工业和信息化局、

商务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 10个
单位。在对市直单位和各县（市、

区）相关单位的进驻动员会上，市委

巡察组负责同志传达了市委书记张

文深，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

委主任王毅对生态环境领域专项巡

察工作的批示。

张文深在批示中强调，开展生

态环境领域专项巡察，是在我市奋

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赢环境

保护翻身仗的关键时期，市委作出

的一项重要部署。各县 (市、区)党
委、党工委，市直各相关部门党组

(党委)一定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高

度重视，大力支持，全力配合。各地

各单位“一把手”要亲自过问、亲自

动员、亲自安排，抓住机遇，推动污

染防治攻坚各项责任和措施落到实

处。市委第六巡察组要坚持政治巡

察定位，坚持政治原则，坚持问题导

向，坚持细查严督，为全市打好打赢

污染防治攻坚翻身仗提供坚强的政

治保障，向市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

份满意的答卷。

王毅在批示中指出，这次全市

生态环境领域专项巡察，是市委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关键时期的重要

部署，各被巡察地方、单位党组织一

定要履行好主体责任，全力支持好

配合好巡察工作。要提高政治站

位，坚持边巡边改，提高巡察实效，

打好全市污染防治攻坚战！巡察组

要坚持原则，坚持问题导向，发现问

题、形成震慑，通过专项巡察切实推

动各地各部门污染防治攻坚责任和

措施落实、落细，为全市污染防治攻

坚传导压力、提供保障！

专项巡察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巡

视工作方针，认真履行新时代巡察

工作政治监督责任，围绕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着力发现并

推动解决被巡察党组织在贯彻落实

中央、省委、市委关于生态环境保

护、污染防治攻坚决策部署中存在

的问题，发现并推动解决生态环境

领域存在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助力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市领导金浩、李长江、马冰和市

委巡察办负责同志出席相关县（市、

区）和市直单位的动员会议。本轮巡

察到 9月 24日结束。巡察期间，市委

第六巡察组和 13个分组均开通专门

值班电话、接收短信手机、电子邮箱、

邮政信箱等联系方式，主要受理反映

被巡察单位党组织及党员干部在贯

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生态环

境保护、污染防治攻坚决策部署中政

治担当、责任落实、作风纪律、腐败问

题等方面的举报反映。③4

六届市委第九轮生态环境
领域专项巡察工作启动

张文深对做好专项巡察提出明确要求

六届市委第九轮生态环境领域专项巡察进驻情况一览表
组 别

市委第六巡察组

市委第六巡察组第一分组

市委第六巡察组第二分组

市委第六巡察组第三分组

市委第六巡察组第四分组

市委第六巡察组第五分组

市委第六巡察组第六分组

巡察领域

全市生态环境领域 10个单位

（市直）

内乡县生态环境领域 10个

相关单位

淅川县生态环境领域 10个

相关单位

宛城区生态环境领域 10个

相关单位

桐柏县生态环境领域 10个

相关单位

社旗县生态环境领域 10个

相关单位

方城县生态环境领域 10个

相关单位

信访举报渠道
值班电话：0377-60155676

接收短信手机：16637766509
邮政信箱：南阳市 A009邮政专用信箱

电子邮箱：nyswdlxcz@163.com
值班电话：13273773160

接收短信手机：13419910709
邮政信箱：南阳市 A021邮政专用信箱

电子邮箱：neixiang@xunchazu.com
值班电话：16639909435

接收短信手机：16639909425
邮政信箱：淅川县 05邮政专用信箱

电子邮箱：xichuan@xunchazu.com
值班电话：15688103073

接收短信手机：15688102675
邮政信箱：南阳市 A019邮政专用信箱

电子邮箱：wancheng@xunchazu.com
值班电话：17796808002

接收短信手机：17796803107
邮政信箱：sw-64邮政专用信箱

电子邮箱：swhbxc64@163.com
值班电话：15936127761

接收短信手机：15936130152
邮政信箱：南阳市 A020邮政专用信箱

电子邮箱：sheqi@xunchazu.com
值班电话：17527792717

接收短信手机：17527792773
邮政信箱：方城县 A01邮政专用信箱

电子邮箱：fangcheng@xunchazu.com

组 别

市委第六巡察组第七分组

市委第六巡察组第八分组

市委第六巡察组第九分组

市委第六巡察组第十分组

市委第六巡察组第十一分组

市委第六巡察组第十二分组

市委第六巡察组第十三分组

巡察领域

新野县生态环境领域 10个

相关单位

卧龙区生态环境领域 10个

相关单位

唐河县生态环境领域 10个

相关单位

邓州市生态环境领域 10个

相关单位

镇平县生态环境领域 10个

相关单位

南召县生态环境领域 10个

相关单位

西峡县生态环境领域 10个

相关单位

信访举报渠道
值班电话：17796809006

接收短信手机：17796809762
邮政信箱：xinye@xunchazu.com

电子邮箱：新野县 A607邮政专用信箱
值班电话：18240574032

接收短信手机：18272784292
邮政信箱：南阳市 A017邮政专用信箱

电子邮箱：wolong@xunchazu.com
值班电话：17698828210

接收短信手机：17698828170
邮政信箱：唐河县 69号邮政专用信箱

电子邮箱：tanghe@xunchazu.com
值班电话：18437785873

接收短信手机：18437726005
邮政信箱：dzxc777邮政专用信箱

电子邮箱：dengzhou@xunchazu.com
值班电话：15737731008

接收短信手机：15737731005
邮政信箱：镇平县 226邮政专用信箱

电子邮箱：zhenping@xunchazu.com
值班电话：0377-60597530

接收短信手机：18203809044
邮政信箱：南阳市 A018邮政专用信箱

电子邮箱：nanzhao@xunchazu.com
值班电话：16692020359

接收短信手机：16692020353
邮政信箱：西峡县 613邮政专用信箱

电子邮箱：xixia@xunchazu.com

本报讯 （记者张 提）8月 7日至

8 日，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孙守刚到

邓州、唐河调研基层统战工作，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

想，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

作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高

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积极开展“同

心联结”活动，为决胜全面小康、谱写

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广泛凝心聚力。

圣新源纺织品有限公司是邓州规

模最大的台资企业，孙守刚兴致勃勃

地走进车间，察看生产设备和工艺流

程，询问公司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鼓励

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升产能和

质量，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并要求地方

党委、政府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企业

发展创造良好环境。邓州市龙堰乡刁

河村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有效解

决了脱贫攻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项

目实施等工作中的难题，（下转A2版）

孙守刚在我市调研时强调

做细做实基层统战工作
为中原更加出彩凝心聚力

本报讯 （特约记者董振
万 通讯员许永辉）“没想到退

伍这么多年了 ,还能挂上这光

荣牌 ,这块牌子对我们一家人

而言是一种荣誉 ,更是一种责

任。”近日，在方城县清河镇霍

口村，56岁的退伍老兵宗选文

指着家里悬挂的“光荣之家”牌

匾激动地说。截至目前，该县

为近两万余名烈属、军属和退

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

据了解，目前方城县已建

成 1 个县级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43个退役军人服务站、623
个退役军人服务室；并同步对

应设立了基层党组织，实现了

机构、组织、场所、人员、工作开

展“五到位”，确保一户不漏、一

户不错，营造出“一人参军、全

家光荣”的浓厚氛围。

方城是英雄辈出的红色热

土，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由来

已久。近年来，该县采取集中

见面交流与入户调查相结合的

办法，检查各类优抚对象抚恤

补助金发放是否及时准确，了

解优抚对象家庭人口、收入、生

活、医疗、住房等基本情况和具

体困难，倾听优抚对象的意见

和诉求，并逐一登记造册，梳理

分类进行救助。2018年以来，

发放各类抚恤、补助和优待资

金 4400万元；落实义务兵家庭

优待金制度，发放 496 名义务

兵家属优待金 948 万多元；认

真落实军休干部的“两个待

遇”，发放离退休费、遗属生活

补助费 212 万元，切实解决了

退役官兵实际困难。

同时，该县把每年退伍军

人的履历、专长分类登记归档，

结合全县各行各业人才需求信

息，进行有针对性的安置使

用。在开展的春季大型招聘会

中，组织多家企业向退役军人

抛出了“橄榄枝”；充分发挥退

役军人政治素养高、纪律严明

等优势，把优秀的退役军人培

养成为农村干部，将政治立场

坚定、有一定致富能力、热心群

众工作的退役军人，纳入村干部

后备骨干进行重点培养。③6

方城营造拥军优属浓厚氛围

落实优抚政策 构建和谐双拥

本报讯 （记者张 提）8 月 8
日，市长霍好胜在中心城区调研

督导重点环保项目建设时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按照省委、市委既定工作部

署，加压增责，统筹推进，全力以

赴加快中心城区环保设施建设，

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为高

质量建设大城市奠定良好生态基

础。

霍好胜首先到南阳市生活垃

圾处理厂，察看垃圾填埋、渗滤液

处理等工作流程，踏勘静脉产业

园区和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工地，

并与一线职工深入交流，详细询

问生活垃圾处理作业存在的技术

难题及解决方案。随后，霍好胜

深入市污水净化中心，察看项目

一期、二期运行情况，督导三期项

目拆迁安置工作。霍好胜还暗访

了十二里河沿岸排污口治理情

况。

“环保设施建设不仅是重要

的民生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任

务和政治责任。”霍好胜在调研中

指出，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

感和危机感，认真落实好中央和

省委、市委关于环保工作的部署

要求，加压增责，履职尽责，高标

准、高效率、高质量推进中心城区

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对现

有环保设施的管理维护，确保正

常高效运行，实现废水废气等的

达标排放；加快新上项目的征迁、

建设进度，坚持以人为本，认真细

致做好涉迁群众的安置工作，做

到依法征迁、和谐征迁。要强化

安全意识，切实提高安全生产和

风险防范能力，严守项目质量关，

建设“快优省廉”的过硬工程。要

按照“四水同治”要求，统筹做好

控源截污、内河治理、水源工程、

中水回用等工作，科学谋划，齐抓

共管，形成合力，推动我市环保设

施建设再上新台阶、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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