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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中原行动"提升南阳文明
本报讯

!

记者刘 阳
"

日前#我市! 文
明中原系列行动"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
展 # 旨在提高市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
度#改善城市面貌$ 城区部分部门已敲
定工作或开始行动#确保通过此次行动
提升南阳品位和美誉度$

据了解 # 工商部门将通过此次活
动 #使农贸市场达到划行归市 %整洁有
序 %规范的管理目标 #持续开展取缔不

具备经营条件商业门店专项行动#对全
市

##

条主次干道不具备经营条件的小
维修%小电焊等商户进行全面整治$

公安部门将深入实施! 畅通工程"#

创建更加安全 %畅通 %有序的道路交通
环境#对三轮车非法营运#机动车%行人
交通违法#机动车乱停乱放等严重交通
违法保持严管态势$

市住建委将提升市政设施设计建设

水平#畅通出行能力$ 完善行人交通系
统 #增设辅道和交通导流岛 #科学调整
道路整体平面布局 # 有效解决机非混
行%交通拥堵等老大难问题$ 同时#对施
工现场进行整治#消除施工现场脏乱差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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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农运会筹备工作的决战之年#

记者昨日从农运会市筹委会获悉#农运会
建设工程

$%&&

年第一季度评比结果出
炉#责任单位名次排定$

此外#市筹委会目标管理领导小组办
公室昨日通报了农运会建设工程

#

月份
进展情况$

一季度责任单位名次排定

按照评比结果# 责任单位排在前三名
的是市水务集团 %河南工院 %南阳理工学

院 #后三名为邓州市 %河南油田 %南阳师

院$

其中 # 新建场馆责任单位排名前两

名的为场馆部 %南阳理工学院 #后两名为

卧龙区 %南召县
!

鸭河工区
"

&提升改造场

馆责任单位排名前两名的为河南工院 %

内乡县 #后两名为南阳师院 %邓州市 &新

建接待设施项目排名前两名的为河南工

院运动员公寓 %高新区中泰国际酒店 #后

两名为光彩大市场商务酒店 % 经纬国际

酒店$

建设工程
#

月份进展情况

#

月#在比赛场馆建设方面#对照时间
节点正常进行的场馆有市筹委会场馆建
设部负责的主体育场 %游泳馆 %综合训练
馆%水上运动场%理工学院体育馆%河南工
院体育馆 %南阳医专体育馆 %内乡自行车
赛场$ 对照时间进度节点计划#滞后节点
的比赛场馆有南召县风筝赛场%唐河县体
育馆 %邓州市邓州宾馆象棋赛场 %卧龙区
钓鱼赛场 %南阳师院体育馆 %油田文体中
心$

新建接待设施建设方面# 对照节点计
划正常进行的工程有高新区仲景大酒店%

内乡县天贵大酒店和闽浙商务会馆%唐河
县迎宾馆和雅典中州大酒店%南阳师院运
动员餐厅%南召县莲花温泉酒店等$ 基本
按节点要求进行的工程有方城县方舟城
宾馆% 卧龙区格林豪泰国际商务酒店%宛
城区三川国际酒店$ 严重滞后节点的工程
有市政府办梅溪商务大厦%高新区尚城国
际酒店 %卧龙区经纬大酒店 %卧龙区光彩
大市场商务酒店 %电力技校实训楼 %高新
区璟都国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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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优惠多多
活动精彩纷呈

本报讯' 记者张晓彭(

'

月
&(

日是首个
! 中国旅游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 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昨日#记者从市旅游局获悉#

&(

日# 我市一些大景区推出了免费游等优
惠活动$

'

月
&(

日是我国明代伟大的旅行
家%地理学家徐霞客的) 徐霞客游记*的开篇
日#把它作为我国的旅游日#也是对徐霞客
永恒的缅怀和纪念$

今日#到独山森林公园%麒麟湖景区游
玩的旅客可享门票半价优惠$镇平县彭雪枫
纪念馆实行门票

'

折优惠$方城县七十二潭
景区 %大乘山森林公园%望花湖

)

个景区免
费开放$桐柏县桐柏革命纪念馆%龙潭河等地
免费开放$西峡县龙潭沟%鹳河漂流%老界岭%

石门湖%五道石童%恐龙遗迹园%老界岭滑雪场
等景区对持老年证% 残疾证的游客给予门票
减免优惠#学生持证半价$淅川香严寺门票

*

折优惠#坐禅谷门票
+

折优惠$ 内乡县七星
潭票价每人

&%

元#桃花潭每人
&'

元$

今日起至
$$

日# 宝天曼大峡谷漂流票
价降至每人

&%%

元#对教师%学生%军人%老
年人实行优惠$ 此外#桐柏还组织游客参加

! 采%品桐柏野生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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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星期四

副主编!马聆道 创意!魏 爽 质检!余 晓
!"

距离第七届全国农运会开幕仅剩一年
零四个月时间了#记者昨日从农运会市筹
委会获悉#目前农运会场馆建设及配套设
施建设正按照工作目标加压加力#加紧进
行着$

主体育场明年
&

月竣工

农运会游泳馆和综合训练馆主体早已
完工#工程已获! 结构中州杯"$ 目前两馆
正进行装饰装修和设备安装#预计

*

月份
交付使用$

农运会水上运动中心于今年
&

月份开
工 #水上工程将于

*

月底基本完成 #目前
外分隔堤主体施工已基本完成#赛道土方
清运正紧张进行# 全部工程计划

&&

月份
完工交付使用$

主体育场主体已完工# 目前全面进入
装饰装修阶段# 计划

$%&$

年
&

月竣工并
投入试运行$

健康北路计划
,

月底完工

健康北路计划
,

月底完工# 目前中央

花带改造为道路已完成$ 大屯路计划
&%

月底完工#目前张衡路至许南路段正在进
行排水及路床施工$ 三号路计划

'

月底完
工#正在进行邕河桥施工$ 北外环路计划
&&

月底完成# 正在进行二层稳定沙摊铺$

天山路计划
&%

月底完工# 正在进行部分
路段排水管道及路床施工$

内乡自行车赛场
*

月底竣工

内乡自行车赛场属提升改造工程项
目 #目前部分赛道沥青摊铺已完成 #整个

工程进展正常#将于
*

月底竣工验收$ 唐
河县综合体育馆承担农运会舞龙舞狮赛
事 #目前钢构安装完成四分之一 #土建工
程内外粉刷基本完成$

南阳师院体育馆承担农运会乒乓球赛
事 #目前屋顶防水工程已结束 #看台座椅
近期安装$ 南阳医专体育馆承担农运会毽
球花毽赛事# 目前工程图纸设计完毕#预
计

*

月份开工$ 南阳理工学院体育馆承担
农运会男子篮球赛事#目前钢构骨架正在
安装 #内外粉刷正在施工 #明年

&

月竣工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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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馆 * 月份可交付使用
!

本报记者 李 萍 通讯员 赵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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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比#看谁工作更给力
!

本报记者 李 萍 实习生 刘爱娟 通讯员 赵宇飞

! ! !

月
"#

日!南阳市

博物馆的专家向 "博物

馆之友#演示文物修复$

拓片的过程%据悉!昨天

是国际博物馆日! 主题

为 &博物馆与记忆#!我

市文博单位举办系列活

动! 为市民送上文化大

餐% 本报记者 陆 骞
摄

!!

回到过去

南阳行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