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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吕文杰）10
月 15 日，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贾志鹏，省人大常委会

委员、省人大常委会财经预算

工委巡视员郭巍带领调研组

到我市，就财政生态环保资金

分配使用情况实地调研并召

开座谈会，市领导景劲松、郭斌

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上，市财政局、市发

改委、市生态环境局、市审计局

等相关部门相继作了汇报，省

人大调研组认真听取了汇报，

并详细询问了各部门财政生态

环保资金分配使用情况。会议

指出，我市在节能环保和林业

保护方面投入巨大，市委、市政

府严格管理资金使用方向，明

确了资金拨付方式和项目实施

程序。我市将认真落实调研组

提出的意见建议，聚焦问题短

板，精准对症施策，注重规划规

范，强化科学保障，高效做好财

政生态环保资金分配和使用工

作，切实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②7

开展专题调研

严格资金管理 推进绿色发展

2017 年 8 月 17 日，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南阳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明确了南阳市市级

河长体系和有关部门职责分工。2018年 12月，根据市领

导的人事调整和工作分工，市委、市政府调整了我市市级

河长和市河长制办公室主任。当前，鉴于机构改革后部

分市直部门职能发生了较大变化，为进一步加强河长制

工作组织领导，确保河长制职责任务落实，参照省河长制

办公室做法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调整方案。

一、调整市河长制办公室成员单位

根据市直有关部门职能配置，市河长制办公室成员

单位由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

局、市水利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教育局、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

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 18个市直部门组成。

市河长制办公室设在市水利局，主任由市政府分管水利

工作的副市长担任，副主任由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和市

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

理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其他成员单位分管负责同志为

成员。各成员单位分别明确一个联络科室和一名科级联

络员。健全完善河长制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市河长制

办公室主任担任联席会议召集人，办公室副主任担任联

席会议副召集人，办公室成员为联席会议成员；根据工作

需要，联席会议可邀请其他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二、调整市级河长对口责任单位

每位分包河湖的市级河长明确一个对口责任单位。

（1）白河水系市级总河长、白河干流市级河长：市委

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对口责任单位：市水利局。

（2）淮河水系市级总河长、淮河干流市级河长：市委

副书记。对口责任单位：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丹江水系市级总河长、丹江干流市级河长：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对口责任单位：市应急管理局。

（4）唐河水系市级总河长、唐河干流市级河长：市政

协主席。对口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5）淇河市级河长：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

员会主任。对口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6）西赵河市级河长：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

长。对口责任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7）刁河市级河长：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对口责任

单位：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8）梅溪河、三里河、十二里河市级河长：市委常委、

统战部长。对口责任单位：市城市管理局。

（9）湍河市级河长：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对口责任

单位：市财政局。

（10）鹳河市级河长：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负责

市政府驻外机构管理等工作）。对口责任单位：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11）甘江河市级河长：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对口

责任单位：市林业局。

（12）邕河、溧河市级河长：市政府副市长（负责教育

等工作）。对口责任单位：市城市管理局。

（13）赵湾水库市级河长：市政府副市长（负责政法及

社会管理等方面工作）。对口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14）泌阳河市级河长：市政府副市长（负责市场监管

等方面工作）。对口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5）三夹河市级河长：市政府副市长（负责工业及信

息化发展等工作）。对口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16）鸭河口水库市级河长：市政府副市长（负责水利

等方面工作）。对口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17）温凉河、汉城河、护城河市级河长：市政府副市

长（负责国土、规划等工作）。对口责任单位：市城市管

理局。

市级河长对口责任单位负责协助市级河长开展河湖

管护相关工作，督促河长制工作落实，包括组织召开市级

河长会议；协助河长组织实施相应河湖管理保护工作督

察检查和指导调研，开展河长巡河相关筹备工作；协调

解决河湖管理保护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协调推进河湖管

理保护重点工作任务落实；协助河长对下一级河长履职

情况及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评估；及时向市

河长制办公室报送、共享相应市级河长的工作开展情况；

完成市级河长交办的其他事项。②7

南阳市河长制办公室成员单位和市级河长对口责任单位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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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市级河长体系表

本报讯 （记者王鸿洋）10
月 15 日，市领导景劲松、张富

治、孙昊哲与中国光大养老健

康产业有限公司客商代表举行

座谈会。

座谈会上，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景劲松对中国光大养老

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客商一行的

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

绍了南阳关于养老健康产业的

发展情况。他说，南阳生态资

源得天独厚，交通区位优势明

显 ，适 合 养 老 健 康 产 业 的 发

展。近年来，我市根据新形势

下的多元养老健康新需求，紧

紧抓住国家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建设的重大机遇，围绕“健康

南阳”建设，积极探索养老健康

发展新模式。希望中国光大养

老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能够本着

长期合作的原则，强化协调配

合，深化拓展合作领域，携手共

赢合作，推动项目快速落地建

设。②7

举办养老健康产业座谈会

加强交流合作 建设健康南阳

本报讯 （记者高 雪）10月
14日至 15日，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李甲坤带领市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到卧龙区、内乡县、

西峡县、宛城区等地，对老年人

权益保障“一法一条例”贯彻实

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副市长

阿颖参加。

执法检查组实地察看了各

地的老年公寓、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养老院、敬老院、老年康

复护理院等，并召开座谈会听

取汇报，详细了解老年人权益

保障工作开展情况和存在的问

题。李甲坤指出，各级各部门

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

实老年人权益保障政策法规，

用情尽心尽力做好工作；要明

责强责督责，科学制定养老助

老规划，进一步做好老年人维

权工作；要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财政投入，鼓励社会力量

参与养老服务；要着力营造孝

老敬老爱老助老的社会氛围，

助推我市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

再上新台阶。②7

检查“一法一条例”贯彻实施情况

科学制定规划 用情敬老爱老

本报讯 （记者赵 洋）记者在 10
月 15 日召开的全市脱贫攻坚第十

二次推进会上了解到，即日起全市

将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开展脱贫攻坚“决战四季度”行

动。

为实现我市 13 万名农村贫困

人口脱贫退出、244个贫困村脱贫出

列，淅川、南召、社旗、桐柏 4个贫困

县高质量脱贫摘帽，确保省对我市

各县市区、市直部门考核评价位居

先进，确保我市坚守全省第一方阵、

位次前移，市委、市政府决定深度融

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脱贫攻坚

“决战四季度”行动，通过“十大决

战”的实施，坚决夺取脱贫攻坚的根

本性胜利。

“十大决战”包括“双业”提升战、

政策落实战、动态管理战、“双貌”

改善战、“志智双扶”战、项目资金

战、结对帮扶战、扶贫信访战、作风转

变战、队伍管理战。通过各项措施，

实现产业就业扶贫全覆盖，围绕“两

不愁三保障”的相关政策落实全覆

盖，认真组织、扎实开展扶贫对象动

态管理工作，落实“四道防线”，通过

“厕所革命”、坑塘治理、“七改一

增”等改善村容村貌、户容户貌，

扎实开展“送党恩、知党恩、感党

恩、颂党恩”活动和志智双扶“三

个一”活动，统筹推进“千企帮千

村”工作，解决脱贫攻坚工作中

“庸懒散虚假浮”等问题，抓好日常

管理，强化暗访监督，最终实现贫

困群众物质和精神“双脱贫”。②7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周书锁 张

超 特约记者殷小霞 通讯员王兰

玉） 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充分发挥先进典

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日前，卧龙区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先进典型事迹巡

回报告活动。

该区组织市社区志愿者协会会

长李相岑、区环卫站公厕所所长赵轶

峰、潦河坡镇潦河坡村党支部书记李

光献、王村董营小学教师李小芳等

11 位先进典型，深入全区各乡镇、

街道景区、区直各单位，紧扣“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主题，围

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中央大政方针、主题教育

的重大意义和重要部署、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等，从各自本职

工作出发，谈经验，谈体会，谈感

悟，用真真切切的先进事迹，感

染、引导和激励全区广大党员干部

以典型为榜样，守初心、担使命，

形成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风

尚，进一步坚定干事创业的初心和

信心，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

扬的斗志、更加端正的态度、更加

扎实的作风投入到本职工作当中，

以实际行动为卧龙区实现高质量发

展，为南阳建设大城市，为中原更加

出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②7

卧龙区开展主题教育先进典型事迹巡回报告活动

学习先进典型 凝聚干事动力

我市开展脱贫攻坚“决战四季度”行动

融合主题教育 提升脱贫实效

日前，西峡县五里桥镇黄狮村的万亩猕猴桃喜获丰收，亩均收入突破一万元，成为当地农民

收入的主要来源和致富支柱产业 ②7 通讯员 刘宜杰 摄硕果累累 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