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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于

欢）11 月 19 日上午，副市长

阿颖带领相关部门负责同

志，先后到市第十一完全学

校、市第九完全学校、市第十

二完全学校、市第二十完全

学校和市第十完全学校，调

研督导中心城区完全学校建

设情况。

在认真察看工程进度、

详细了解项目建设中存在的

问题和困难、听取汇报后，阿

颖指出，完全学校建设，是市

委、市政府关注民生，破解

“入学难”“大班额”问题的实

际行动。各相关部门要克服

困难，加快施工进度，规范操

作流程，务必把学校建设成

档次高、设计合理、经得起历

史和人民检验的优质工程、

民心工程、精品工程，把确定

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全力

推动我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

展。②10

加快推进完全学校建设

北京院士专家南阳行

本报讯 （记者温 宪 通讯员雷春

东）“我们已经停水大半年了，经常需

要从别处提水用，早上的洗脸水留到

晚上洗脚，现在连做饭都很困难。”“是

啊，你们巡察组能不能给我们出出主

意呀？”桐柏县幸福小区的居民向来到

小区走访的巡察组同志言辞恳切地诉

说他们的大难题。

“这都什么时代了，老百姓用水还

得肩扛手提？”该县县委第一巡察组

组长董阔获悉此事后，立即安排人员

对此事展开进一步了解并发现，幸福

小区因管道水压不够，入夏以来随着

用水量增大，开始出现断水问题，一

楼以上住户断水已超过 5 个月，居民

多次到相关部门反映，均未得到解

决。

前不久，巡察组就此事向县房管

中心党组下发了《立行立改通知书》，

要求其切实解决这一民生问题。随

后，县房管中心积极与县自来水公司、

施工企业、设计公司等多方进行对接，

形成规划设计方案和选址方案，并向

县财政争取到项目资金 22万元，通过

不到两周时间的整改，幸福小区提灌

站和增压设施已建成投用。同时，为

保证该小区用水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县自来水公司抽出 3名工作人员，利用

2天时间逐栋逐户排查通水管道，对个

别住户出现的管道损坏、堵塞等问题

进行及时处理。截至目前，幸福小区

320户居民已实现全面通水。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县委第一巡

察组坚持问题导向，持续聚焦民生问

题，力争为打造大美桐柏、幸福桐柏贡

献积极力量。②10

巡察组引来了“幸福水”

本报讯（记者王鸿洋）11
月 19日，我市以视频会议形

式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异地督

导执法检查组进驻南阳动员

会。河南省应急管理厅二级

巡视员徐书强，河南省第一

异地督导执法检查组组长、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局长任立

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薄

学斌出席会议。

会议宣读了督导执法检

查工作方案。徐书强指出，

督导执法检查组要结合各地

实际，个性化制定方案，做到

一县一案，确保内容、质量和

进度三落实。要突出重点、严

格标准、及时交办，按照《异地

督导执法检查工作手册》要

求，做到一把尺子量到底。要

加强交流对接，做到同步、同

向、同力，圆满完成此次异地

督导执法检查任务。②10

督导检查确保安全生产

本报讯（记者范志钦）11
月 19日，市监察委员会第一

届特约监察员聘请会议召

开。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市监委主任王毅出席并讲

话。

会上，王毅向受聘的特

约监察员颁发了聘书，特约

监察员现场签署了履职承

诺书。王毅指出，建立特约

监察员制度是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和省纪委监委作出

的重大部署，是规范纪检监

察机关权力运行的重要途

径，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的有效举措。全

市纪检监察机关要提高政

治站位，强化服务保障，为

特约监察员履职营造良好

环境。特约监察员要积极

主动作为，切实担起光荣使

命，为推动全市纪检监察工

作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更

大的贡献。②10

聘请第一届特约监察员

本报讯（记者刘力果）11
月 19日，在组织收听收看全

省冬春火灾防控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后，我市就贯彻会议

精神，组织安排好全市冬春

火灾防控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石秀田出席会议并讲话。

石秀田说，各级各部门

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把

消防安全工作作为一把手工

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分管

领导要靠前指挥、一线作

战，具体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协同联动、坚守阵地，坚持

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增强

忧患意识。要坚持超前预

防、关口前移，全面掌握隐

患漏洞和薄弱环节，紧盯问

题，采取措施，从严从实从

细抓好冬春火灾防控各项工

作。②10

全力抓好冬春火灾防控

本报讯 （记者赵 倩）11月 18日，

中国联通南阳分公司邀请市纪委监委

案件审理室相关负责人围绕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常见类型及认定，

为该公司全体党员干部及员工共计

400余人进行了专题讲座，进一步提高

党员领导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扎实

推进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

当天的讲座上，主讲人员围绕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时间和节点、

处理依据、常见的 11种类型以及认定

等三个方面，结合大量具有代表性和发

生在干部身边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以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以案说法、以案

明纪、以案示警，为干部员工上了一堂

生动精彩的警示教育课。大家纷纷表

示，此次讲座让自己受益匪浅，下一步工

作中，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严把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

自觉抵御歪风邪气的侵蚀、守住底线，不

断提高拒腐防变能力，永葆共产党员本

色。②10

中国联通南阳分公司

警示教育提升拒腐防变能力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磊 王 贤（女） 王 猛 王今英（女）

王锦瑾（女） 尹德胤 毕冬云（女） 刘 博

孙 锋 李金玺 邹燕秋（女） 张红薇（女）

张丽晓（女） 赵 杰 赵志军 侯天侠

贺玉平（女） 殷志永 曹治年 程相武

聘期至 2021年 9月

南阳市监委第一届特约监察员名单

本报讯（记者范志钦）11
月 19日，副市长陈英杰带领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到鸭河工

区调研。

陈英杰一行先后到皇路

店镇街北村、生物质热电厂、

鸭河口水库管理局等处，详

细了解脱贫攻坚、党的建设、

重点项目建设等工作开展情

况。陈英杰指出，各级各相

关部门要始终把提高脱贫质

量、巩固脱贫成果摆在重要

位置，保持攻坚态势，下足

绣花功夫，持续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要依靠区位优势加

大产业结构调整，增加种植

产业附加值，壮大特色优势

产业；持续做好污染防治攻

坚工作，锁定生态环境质量

改善战略目标不动摇，方向

不变、力度不减，做到精准

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

污，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好转。②10

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本报记者 周 梦

11月 19 日，参加第三届北京院士专家南阳

行活动的智能制造组的苏建涛、王仲琦两位专

家，先后走访南阳中威电气有限公司、南阳市京

德啤酒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河南久联神威民爆

器材有限公司、南阳南方智能光电有限公司、卧

龙电气南阳防爆集团等企业，了解企业运营情

况，就智能制造等方面问题给予相关支持与帮

助，助力企业发展。

“北京、南阳两地以水为媒，以水结缘，我们

来，就是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的，不管是技艺上还是

其他方面，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在河南久联神

威民爆器材有限公司，专家苏建涛对企业负责人

说道。听完专家的话，该公司的负责人对两位专

家主动上门服务表示感谢，并就定制化服务在智

能化普及等方面提出了问题，随后，专家王仲琦还

就安全生产与智能制造相结合方面与该公司负责

人进行探讨。

“我们公司目前在智能制造存在以下需求，

请专家给予我们帮助。”在南阳南方智能光电有

限公司，公司负责人就生产线、信息化、自动化

三大方面列举了详细的问题向两位专家寻求帮

助。

据该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公司依旧属于

劳动密集型产业，迫切需要向智能化、自动化方向

改造提升。在详细了解该公司智能制造现有情况

及需求后，两位专家就库房改造、生产流程改进、

增加智能设备、信息互通等方面给予了指导和建

议，公司负责人表示受益匪浅。

在走访活动中，两位专家向有关企业提出不

少意见和建议，这对企业的发展十分有利，不少企

业负责人表示，将认真落实专家意见，不断提升智

能化水平，助力企业发展，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力量。②10

不断提升智能化水平

推 动 人 才 强 市 战 略 落 地 见 效
——第三届北京院士专家南阳行见闻
11月 17日至 20日，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人才工作局，南阳市委、南阳市人民政府共同组

织开展第三届北京院士专家南阳行活动。活动期间，院士专家们分为智能制造、农林、电商金

融、医疗卫生四组，与我市企事业单位进行对接，助推我市加快建设具有较强吸纳集聚能力和重

要影响力的大城市。

让产品更具竞争力
本报记者 张 曦

11月 18日至 19日，参加第三届北京院士专

家南阳行活动的电商金融组 3位专家，不顾舟车

劳顿，先后来到镇平县、西峡县、市中心城区部分

电商企业和南阳师范学院，实地了解企业电商经

营情况，同师生们开展密切交流，为我市电商行

业发展“把脉问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在详细了解镇平玉器行业直播带货，西峡猕

猴桃、香菇电商等产业后，针对企业在电商发展

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3位专家现场为他们作出

了解答。专家们通过自己的所学，建议电商企业

和当地相关部门依托强有力的电商平台，在创新

思维的同时，整合资源，做大做强产业链，更好服

务当地百姓。

电商专家赵晓宇说，南阳物产丰饶，有众多

各具特色的农产品，但目前电商行业整体缺乏区

域品牌，他建议要加快区域品牌建设，快速孵化

地标产品尖货，推动农业在数字化、电商化、品牌

化方面更上一层楼，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打下

良好基础，让南阳农产品“销得出、销得畅、销得

好”。

“专家们的建议让我们大受启发。”在实地对

接后，众多电商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北京专家

来企业实地考察，给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既有

最前沿的思想，又有可操作性极强的针对性建

议，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②10

京宛协作见真情
本报记者 于晓霞

“一渠丹江水，京宛两地情。合作不是见个

面、说说话，而是要精准对接，精准帮扶，建立起

持续长久的合作关系。”在第三届北京院士专家

南阳行活动中，医疗卫生组的专家们是这么说

的，也是这么做的。

11 月 19 日，参加第三届北京院士专家南阳

行的 5名医疗卫生组专家来到南阳市第二人民医

院（以下简称市二院）进行实地参观交流，对医院

相关科室遇到的疑难病例、复杂技术进行帮扶、

指导。

“南阳这地方，我 2012年就来过。这些年我

来了很多次，与南阳的很多医院都结下了深厚的

情谊。”当天上午，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

贞医院的心血管疾病治疗专家赵林深入市二院介

入诊疗科、心血管内科，实时指导手术、现场教学

查房，并为大家做了一场题为《CTO病变的处理策

略体会》的精彩讲座，将自己积累多年的临床经验

和技术，毫不吝啬地传授给市二院的同行。

“明年我们积水潭医院，将新开设一个导师

进修培训，欢迎你们积极报名参加。”下午，创伤

骨科治疗专家、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

师张伯松在听取了市二院部分骨科病例资料汇

报后，对八大疑难病例耐心地进行点评、指导，为

医务人员以后救治骨伤患者打开了一个全新的

思路。②10

产融结合促发展
本报记者 张 曦

11月 17日至 19日，参加第三届北京院士专

家南阳行的金融专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余颖丰马不停蹄，密集对我市金融业发展状况展

开调研，对我市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对我市金融

业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

余颖丰表示，近年来，南阳市金融发展“稳中

有进”“稳中求变”，各级政府平台投资公司、投资

基金、农信社等区域性金融机构围绕“两轮两翼”

战略和九大专项工作部署，加速整合区域内外金

融要素，构造金融资源对接新平台，探索金融服务

新模式，上下一心，在创新和风险防控中找寻最优

平稳点，为南阳人民谋求最大福祉，为企业发展输

送了最佳金融资源，为南阳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支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谈及“十四五”时期金融产业发展规划，余颖

丰建议，南阳市应继续做好政府投资基金大文章，

用好、理解好国家金融政策，在现有法律框架下，

探索利用股票、债券、现金以外的标准化另类投资

产品的产业金融深度融合发展新模式，深化金融

供给侧改革；多层次加快金融人才强市战略，对外

依托“诸葛英才计划“引进业务能力强、有金融业

界资源的高端金融人才，加快区域金融中心建设，

对内依托本市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金融课程设置，

升级教育理念，打造既有国际视野，又适应市内金

融发展的人才培育体系。②10

产销两旺

日前，河南瀚瑞特

轴承有限公司上马年

产 200 万 套 轴 承 生 产

线项目，超精生产线，

产销两旺 ②10

本报记者 崔培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