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城县黄石山（又名小

顶山）有一棵银杏树，相传

为汉代张良师傅黄石公所

植，树龄两千多年，树围六

七个人抱不住。每到秋冬，

满树黄叶，十分惊艳，引来

游客观赏，不忍离去。②7

通讯员 正 阳 摄

一串数据，见证5G进程

谈目标：

今年，“扩大 5G 网络覆盖面”被列为省、市重点民

生实事之一。我市的目标任务是扩大 5G 基站新建规

模，加快推进 5G 重点场景应用，推进“全光网南阳”全

面升级，打造全省 5G 应用示范城市，为现代化南阳建

设提供新支撑。

说进度：

截至 11 月 10 日，今年全市已完成投资 3.64 亿元，

新建 5G基站 2185个，5G基站累计达到 5135个，实现了

全市县城以上城区、所有乡镇（街道）和部分重点行政

村 5G网络覆盖。

亮成绩：

在今年第四届“绽放杯”5G 应用征集大赛上，我市

三项案例获奖，分别是：

智慧中医药产业方面，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通过 5G-IoT 物联网传感数据分析，建立了种植端

“5G-AI精细化种植”、企业端“5G 药田远程监管”和消

费者端“5G区块链溯源查询服务”。

智慧能源产业方面，中石化河南油田运用 5G 网络

对油气生产进行实时数采分析、产能调控、工况诊断等

智慧化生产。

智慧工业方面，杜尔气体装备有限公司通过 5G实现

“人机料法环”生产要素全连接，生产单元与云端 MES
（生产执行系统）之间 5G 高可靠无线连接，实现重载

AGV 自动配送、大规模焊接设备数采/工艺下发，同时各

生产单元可根据不同订单灵活移动和切换组合，大大降

低产能重组时间。

看重点：

把握 5G 发展关键期，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

快 5G基站建设进度，在 12月底前完成剩余基站建设任

务，持续优化乡镇覆盖，推动 5G 网络向农村热点区域

有序覆盖。二是继续落实 5G 网络建设配套需求。持

续开展转供电改造工作，加大疑难站址协调力度，进一

步优化网络建设环境。三是丰富 5G 场景应用，积极搭

建对接平台，促进“5G+千行百业”融合发展。

5G“三问”，都是你最关心的

一问 5G基站建在小区附近对咱健康

有影响吗？
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功率密度很低，不会对

人群健康产生影响。辐射分两种，一种是电离辐

射，另一种是非电离辐射。一旦电离辐射剂量大

了，对人体健康确实有损伤。但通信基站的电磁

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设置非常安全，完全不会对

居民身体健康及日常生活产生任何影响。

二问 5G网络能给咱带来啥实惠？
数字政府建设方面：依托 5G 网络，实现用数据

对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服务，办一件事只用跑

一趟；

医疗方面：5G 网络特有的高速率、大连接、低

延时等特点能有效赋能远程医疗、医疗影像、医院

数字化服务和医疗大数据，让老百姓在家就能享

受到全国各地医疗专家的诊疗服务。

教育方面：5G、VR 技术和大数据的发展将带

来传统教育方式和场所的变革，让知识突破书本、

让学习走出课堂，实现学以致用、寓教于乐；

出行方面：5G 支撑下的无人驾驶技术将我们

从驾驶过程中解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供的零

误差导航，让出行更加安全、轻松、放心；

三问 5G 对经济发展有什么促进作

用？
以 5G 为代表的新基建，已成为全社会开展技

术和应用创新的共性需求，对促进经济社会数字

化转型具有重要支撑引领作用。5G 将与人工智

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深度融合，进一步深

入到各行各业，构筑万物互联的新一代信息基础

设施，成为社会数字经济和各行各业转型升级发

展的新引擎。

发展 5G 有利于提升产业链水平、有利于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更有利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在 5G 网络加持下，当前已在医疗、工业、交通、

文旅、教育、农牧等重点行业进行深度探索，持续

推动“5G+X”应用融合创新和试点建设，为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插上“数智化”翅膀。②7

扩大5G基站新建规模，推进“全光网南阳”全面升级—

打造全省 5G 应用示范城市

美
景

惹惹
人
醉

本报记者 于 欢

11月 18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

发布会，公布我市本年度 5G 网络发展“成绩

单”。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国移动南阳分公

司、中国联通南阳分公司、中国电信南阳分公

司、中国铁塔南阳市分公司有关负责人就我市

“扩大5G网络覆盖面”推进落实情况回答了记

者的提问。

今日本报就发布会的部分内容进行解读，

展示我市高质量建设全国数字经济示范城市

的坚强决心和信心，勾勒数字化时代下南阳城

的俏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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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午后，晴空万里，漫步于内乡县赤

眉镇湍河边，河面碧波荡漾，沐浴着暖暖

的阳光，感受着时光的惬意，仿佛回到了大

自然的怀抱。“比起从前，这里的水更清了，

岸更绿了，景色也更美了。”游玩的群众赞不

绝口。

湍河之变，是赤眉镇推行全域党建的生

动实践。为保护好湍河的生态环境、保护好

两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赤眉镇以全域党

建为载体，成立湍河治理联合党支部，整合

多方力量，凝聚强大合力，使湍河治理取得

了明显成效。

防汛抢险——
守护群众生命线

今年夏天，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湍

河水位频繁上涨，赤眉境内三座漫水桥多次

被淹，面对复杂严峻的防汛形势，湍河治理

联合党支部秉承着“雨情就是命令、汛情就

是战斗”的使命与担当，在防汛抢险第一线

竖党旗、亮身份，打响了一场场守护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的冲锋战、保卫战。

“我们组建了两个党员先锋突击队，哪

里发生险情，突击队就冲向哪里，哪里有需

要，哪里就有橄榄绿、党旗红。”赤眉镇党委

书记李丰高说。

在赤眉镇党委的引领下，联合党支部、

先锋队全体党员发扬连续作战、不胜不休的

精神，深入河道险工险段排查摸底、整改治

理，加强信息联络、沟通协调，严守河段、路

段等重点区域，做好抢险各项准备工作，用

实际行动带领广大群众增强信心、安全度

汛。

群众安全无小事。联合党支部积极开

展防汛应急演练，以练为战，检验工作成效，

积累实践经验；广泛宣传防汛救灾知识，通

过张贴海报、设置展板、发放宣传页等，增强

群众防范意识，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加强对

河道、水库的防溺水巡查，在重点区域竖警

示牌、拉警戒线，配备应急救援物资等，为群

众的生命健康筑起了一道道安全坝、防护

堤。

整治环境——

恢复河道好面貌

湍河流经赤眉境内 12个行政村，受沿岸

种养业发展、生活垃圾倾倒、生活污水直排

等诸多因素影响，河水浑浊，垃圾漂浮，淤泥

堆积，流域内的环境治理迫在眉睫。

治水先治污。湍河治理联合党支部主

动出击，打出一系列治污“组合拳”：先后 4次

出警摸排，关停了河道沿岸的 6 个养殖场和

5 个小型加工企业，做到控源截污；建成了 2
个生活污水治理站，对生活污水进行净化，

杜绝污水排放；开展河道治理专项行动，全

面清理河面漂浮物和两岸垃圾；建立日常清

捞、养护等制度，加快污水管网建设等，整治

了多年来积重难返的突出问题，改善了河道

面貌，提升了湍河水质。

一个支部一座堡垒。在联合党支部的

带动下，组织建设活力转化为环境保护的

内生动力，充分发挥了河长、警长、检察

长 “ 三 长 ” 和 管 理 员 、 巡 逻 员 、 保 洁 员

“三员”作用，带动了镇、村、组、户四级

党员联动，吸引了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等

群体参与，构建了党建引领、全民共治的

新格局，湍河的环境越来越好，群众的笑

容也越来越多。

保护生态——
共创美好新生活

湍河是省级湿地保护区，在净化空气、

降解污染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

保护好湍河的湿地资源，实现生态可持续发

展，湍河治理联合党支部频频亮剑、果断出

招，深入开展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严格

查处涉水涉河违法违章行为，持续开展水生

态修复、绿化等工作，力促河道生态环境持

续向好。

按照生态文明建设要求，赤眉镇还依托

生态资源优势，深入挖掘乡村文化内涵，在

河道周围修建眺望台、休闲广场、健身步道、

景观绿化带等，不断提高河道沿线颜值，打

造靓丽的沿河风景带。

如今的湍河，水清、河畅、岸绿、景美，不

仅灌溉了赤眉 1.2 万亩良田，更是鸥鹭翔集、

群鱼戏水，生态的河道、秀丽的风景，逐渐成

为周边群众休闲嬉戏、追寻乡愁的首选之

地。

“全域党建是赤眉镇基层治理工作的一

把‘金钥匙’。在县委统一部署下，我们以

全域党建为载体，打破区域、层级、行业、部

门限制，发挥联合党支部的政治优势、组织

优势、群众工作优势，管住了以往想管管不

了的人，办成了以往想办办不成的事。今

后，我们将继续探索推进，让全域党建发挥

更大的作用，助力产业发展、湍河治理、污染

防治等全面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提

供 坚 强 的 保 障 。”赤 眉 镇 党 委 书 记 李 丰 高

说。②7

（李 飒 庞 磊）

全域党建强引领 湍河治理助振兴

学习学习 守初心守初心 凝聚力量开新局凝聚力量开新局

赤眉镇

（上接 01版）更加注重科技赋

能，更加注重基层基础。要坚

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打造坚

强的国家安全干部队伍。要加

强国家安全意识教育，自觉推

进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

会议指出，制定《军队功勋

荣誉表彰条例》，对加强党对军

队功勋荣誉表彰工作的领导、

完善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

度体系，对增强军事职业吸引

力和军人使命感荣誉感、教育

引导官兵发扬我军大无畏的英

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激励全军官兵奋力实现建军百

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

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

则和制度，贯彻军委主席负责

制，围绕培养有灵魂、有本事、

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

军人，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

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

担当的过硬部队，打牢绝对忠

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思想

根基，引导激励官兵坚定不移

听党话、跟党走。要加强典型

示范，坚持功绩导向，注重以德

为先，严格掌握标准，注意发现

官兵身边可学可做、可追可及

的典型，广泛开展新时代立功

创模活动。要继承发扬我军功

勋荣誉表彰工作优良传统，统筹

设计功勋荣誉表彰待遇体系。

会议指出，国家科技咨询

委员会成立两年来，在国家科

技规划制定、新冠肺炎疫情应

对、科技人才发展、科技支撑碳

达峰碳中和等方面积极为党中

央建言献策，为国家重大科技决

策提供重要参考。要准确研判

国际国内科技发展趋势，面向世

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

命健康，深入研究国家科技战

略，深入研究构建符合国情的科

技创新路径，深入研究优化完善

科技力量布局，深入研究为疫情

防控和绿色低碳发展等重大紧

迫问题提供科技支撑。

会 议 还 研 究 了 其 他 事

项。②5

习 近 平 主 持 召 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