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旗消息 6月 28日袁我县意识形态
工作协调联动联席会议召开遥 县委常委尧
宣传部长贾迪出席会议并讲话遥

贾迪指出袁 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
前途命运袁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袁事关民
族要凝聚力和向心力遥各联席成员单位要
研判形势袁充分认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
重要性曰要担当有为袁全面落实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曰要督促问责袁确保意识形态
工作取得实效遥 以更坚定的政治自觉尧更
有为的精神状态尧 更开阔的的工作思路尧
更有力的工作举措袁全力做好意识形态工
作袁 确保全县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平稳可
控袁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袁营造良好的
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遥 （张萌）

全县意识形态工作协调联动联席会召开

砥砺奋进的 5年

交通运输事业实现跨越发展
7月 3日袁艳阳高照袁绿油油的秋作

物早已铺满原野袁 正升腾起丰收的希望袁
周南高速社旗县唐庄段项目施工工地彩

旗飘飘袁施工工人挥汗如雨赶工期袁满载
物料的工程车辆来回穿梭袁巍峨高耸的钢
架桥涵上电光闪闪袁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
景象遥

周南高速社旗段全长 39.63公里袁总
占地面积 4800亩袁 境内设下洼互通尧城
北互通尧城西服务区各一处袁涉及沿线桥
头镇尧唐庄乡尧陌陂镇和下洼镇四个乡镇
31个行政村袁 预计总投资达 27.8亿元袁
建成之后将彻底结束我县不通高速的历

史袁全县的交通运输也将更加便捷尧通畅遥
省道 S 333尧 兰南高速引线尧 郑万高

铁尧周南高速尧方枣高速尧社旗至南阳快速
通道尧唐河复航噎噎已经建成的尧正在建
设的尧即将开工的袁一道道阳光坦途就像
一条条玉龙袁有序交织尧不断延伸袁四通八
达遥 道路通袁百业兴袁财富来袁交通基础设
施的逐步完善袁正成为助推县域经济实现
跨越发展的强大引擎遥

野 十二五期间是我县交通建设投入资
金最多尧发展速度最快尧成效最为显著的
五年遥 冶县交通管理局局长王山德介绍遥

交通事关城市发展袁事关民生袁民生
连着民心袁连着发展袁连着和谐遥

五年来袁我县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完成
10.8亿元袁其中干线公路完成投资 4.9亿
元袁农村公路完成投资 5.2亿元袁场站建
设完成投资 1.7亿元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在拉动内需尧改善出行环境尧促进经济发
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遥

五年来袁我县按照野 稳中求进尧改革创
新尧重点突破尧主动精准冶的原则袁围绕野 完
善基础设施网络和提升服务品质冶两大主
题袁投入资金 1.7亿元袁建成二级以上汽
车客运站 2个尧乡镇客运站 15个袁新增
道路客运班线 6条袁 培训机动车驾驶员
20万人遥 全县营运汽车尧新农村公交尧出
租车数量分别达到 235 辆尧158 辆尧82
辆曰全县客运班车覆盖率达 98% 袁营运车
辆平稳运行袁有力服务了广大人民群众安
全尧便捷出行遥

与此同时袁我县交通运输重大项目也
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院全县干线公路跨越发
展袁投入资金 4.9亿元新建高速引线一条
11公里袁 改建干线公路 3条 65公里袁新
改扩建 G234线正在进行建设中袁全县干

线公路通车总里程由 2010年的 34公里
增加到 110公里袁 基本构建了野 五纵五
横冶 交通格局曰 全县农村公路总里程由
843公里增加到 1600公里袁 形成了县尧
乡尧 村半小时经济生活圈曰S 333战备公
路尧兰南高速连线建成通车袁郑万高铁尧社
旗至南阳中心城区快速通道尧周南高速社
旗段开工建设袁唐河复航尧方枣高速项目
取得突破性进展遥全县道路运输行业发展
态势良好袁形成了道路运输客运管理工作
保稳定抓提升袁货运管理工作扩规模促发
展袁 维修和车技管理工作抓重点求规范袁
驾培市场管理工作重监管提质量袁全县运
输市场呈现出平稳尧 有序发展的良好局
面遥另外袁综合治理尧交通战备尧新闻宣传尧
精准扶贫袁质量监督尧依法行政尧招商引
资尧 人事财务管理等项工作有序开展袁交
通运输事业全面发展遥

如今袁全县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成
效显著袁道路管养水平逐步提高袁路网结
构日趋完善袁运输市场更加规范袁安全生

产持续稳定袁行业服务显著提升噎噎依托
四通八达的便捷交通袁广大人民群众正齐
心协力赢战脱贫攻坚袁在实现全面小康的
伟大进程中阔步前行遥

野 路漫漫其修远兮袁 吾将上下而求
索遥冶放眼未来五年袁我县的交通运输工作
将牢固树立创新尧协调尧开放尧共享的发展
理念袁着力构筑完善的综合交通运输基础
设施网络袁着力推进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袁着力打造综合运输服务升级
版袁着力加快交通运输行业提质增效转型
升级袁持续推进高速公路尧内河航运尧快速

通道等一批涉及我县经济尧民生的重大项
目争取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袁加强与
周边城市尧南阳中心城区尧县城区综合交
通枢纽建设袁不断推进各类公共交通零距
离换乘袁有效促进群众便捷出行曰同时袁加
快交通运输物流园区建设步伐袁建立健全
物流运输公共信息平台袁构建现代物流网
络体系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
交通支撑遥

社旗袁正在突飞猛进的交通建设引领
下袁迸发出更加铿锵有力的发展之音遥

（申鸿皓 张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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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旗消息 近日袁 我县首期电商扶贫
培训在电子商务产业园内顺利举办遥

为顺应形势袁 加强与知名电商合作袁
县商务局尧县扶贫办主动联系省内外知名
电商培训机构袁开展电商扶贫培训工作遥

这次培训主要针对学员的综合能力

和电商应用程度袁由浅至深地安排了互联

网应用袁电商营销袁电商运营理论和数据
分析等课程遥 同时袁结合当前经营门槛较
低尧使用较多的微店尧拼多多等新型电商
小平台袁 及微信朋友圈营销等等经营办
法袁也作了详细介绍遥 共有 80多名贫困
户学员参加了培训遥

（商务局）

电商培训助力精准扶贫

社旗消息 “用‘金燕快贷通’贷款确
实方便，随用随借，随贷随还，能省不少
钱。”唐庄乡沙河村收粮大户彭长河提起
县农信联社，无比感激。
据彭长河介绍，他经营粮食收购十余年

了，以前贷款在其他行办理，用着不太方
便，后来，唐庄信用社工作人员主动上门
介绍贷款产品，前两年收粮时贷款 20万
元左右，今年卖家多，信用社给贷了 40万

元，有了资金，再也不需要给卖粮户打白
条，生意也好做了。
进入“三夏”以来，县农信联社通过开展

前期调研、深入田间地头宣传、加大资金
支持力度、努力提升服务质量等举措，全
力支持夏粮收购工作。截至 5月 10日，该
联社已累计投放粮食收购贷款 1.2亿元，
扶持近 20家个体工商户、粮储公司收购
夏粮。 (李玉超)

县农信联社全力支持夏粮收

社旗消息 连日来袁 县公安消防大队
深入县城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活动遥

县公安消防大队重点对各幼儿园的

疏散通道袁安全出口是否畅通袁灭火器等
消防设施器材是否配置齐全并保持完好

有效袁幼儿园内是否违章使用电器袁私拉
乱接电气线路袁厨房用火用电线路是否安

全等问题袁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遥 针对检
查发现的问题袁消防人员及时提出了整改
意见袁指导各幼儿园切实消除安全隐患遥
通过检查活动袁 有效提高了幼儿园的

火灾防控水平袁为幼儿安全创造了一个良
好环境遥

（付宗申）

开展幼儿园消防安全检查

社旗消息 笔者从县国税局获悉袁从
7月 1日起袁我县开始实施国家税务总局
发布的最严发票令遥

企业在开具和索取增值税普通发票

时袁 必须填写购买方的纳税人识别号袁或

据了解袁这一政策主要针对企业和普
通增值税发票袁出租车发票等定额发票不
在实施范围内遥

县国税局工作人员提醒袁 对于 7月
份以前开具的未填写税号切尚未入账的

7月 1日起实施“最严发票令”

杜学山：从乡村走出来的歌者
大冯营镇丁庄村农民杜学山袁 多年

来怀揣音乐梦想袁一边在外打工袁一边从
事音乐创作袁 写出了一首首群众喜闻乐
见的音乐作品袁 成为从农村走出来的一
位歌者遥

今年 55岁的杜学山在村民的眼中袁
稳重深沉尧不善言辞遥 似乎非常 "另类 "遥
当你与他交流的时候袁 只要一谈到歌曲
创作袁他就立马有了精气神袁会滔滔不绝
地讲上好一阵子袁有时会说的天花乱坠尧
云里雾里遥 从多年前开始袁他周围的乡亲
都在努力挣钱的时候袁 杜学山所关心的
却是和庄稼地几乎毫无关联的填词谱

曲袁 以及自己创作的歌曲如何能够得到
众人的传唱袁这个音乐梦袁杜学山已经做
了 30多年袁而且一刻也没有停下来遥

上世纪 80年代初袁 高中毕业的杜
学山先是在村小学当了一年音乐教师袁
那时他的音乐梦想还是处在萌动期遥
1981年 11月袁杜学山报名参军袁成为解
放军信阳某部一名文艺宣传兵袁 也就是
在这里他找到了毕生都甘愿为之努力地

的方向遥
野在当兵期间袁天天听着激情澎湃的

军旅歌曲袁 我才发现自己对音乐是多么

手在膝盖上来回搓了搓袁 杜学山用并不
太顺口的普通话斟酌着自己的语言袁野咋
说呢钥 那种喜好好像是与生俱来的袁只是
以前没有察觉到袁 一直到军营里才终于
发现而已遥 冶

凭借着扎实的文化功底袁 杜学山在
平日紧张的训练之余开始创作歌曲尧小
品尧相声等袁当他那些初生炉灶尧几经修
改尧尚显幼稚的作品袁终于被战友们接受
并不时的被搬上舞台袁获得阵阵掌声时袁
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杜学山这时却

受到了莫大的鼓舞袁他开始用握过锄头镰
刀干惯了农活儿的手拿起纸笔创作词曲遥

常言说 野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冶袁
1985年初袁杜学山结束了四年的军旅生
涯袁返回家乡袁回到了那个他熟悉的小村
庄遥 然而只是稍作停息袁杜学山重新收拾
行囊袁再次怀揣着音乐梦想外出打工袁真
正开始了他音乐创作的艰难之旅遥

在以后的日子里袁 他每逢年过节休
假返乡时袁回到久别的小村庄袁探望一下
老母亲便到郑州等地外出拜师学习遥 有
一次袁他从郑州返回家乡时袁身上的路费
被小偷摸去袁 他竟两天两夜徒步行走了
200多公里才回到村里遥

此她经常拿出自家不多的收入接济弟

弟袁当弟弟每每创作出一首新歌时袁她就
当第一位听众袁在生活上关心支持外袁更
是在精神上无声的激励着这位对音乐痴

迷的弟弟遥
生活不会辜负一个为梦想而努力的

人遥 2014年 4月在山西长治举办的首届
大众原创歌曲演唱会上袁 杜学山的作品
获得特等奖曰2012年 6月在面向全国征
集的叶宜宾职工之歌曳活动中袁他获得二
等奖曰他所创作的军旅歌曲叶妈妈曳尧叶爱
心曲曳和叶农民工兄弟曳等歌曲被选入二
炮文工团男高音歌唱家乔军的专辑曰由
他作词作曲的 叶我是你的老公你是我的
妻曳 经过湖北武汉残疾女歌手囚鸟演唱
后袁 迅速在网络爆红袁 点击率超过 500
万曰他创作的叶跳出健康金不换曳因为接地
气儿尧贴民心袁所以具有很高的传唱度遥

今年初袁 他创作的 叶中国小城美呀
美曳因为写的是赊店古镇的家乡事袁抒的
是家乡情袁且歌词朗朗上口袁曲调悠扬欢
快袁非常适合跳舞和伴奏袁深受广场舞爱
好者的欢迎遥 此外袁 他还有多首词曲在
叶音乐生活报曳尧叶华夏音乐曳 等报刊上发
表袁 有 30多首作品发表在中国词曲网

届爱我家乡 "原创歌曲选拔活动中成功
入围袁获得野创作成果奖冶遥

他创作的歌曲还被北京市第二届广

场舞比赛尧 广东省第八届武术节精英会
等选为表演节目袁 在河北卫视等多家省
市媒体热播遥

衷心的祝愿这位从社旗乡村走出的

社旗消息 6月 26日袁我县在十里井
烈士陵园举行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遥 县委
常委尧组织部长钱勋参加仪式并讲话遥

钱勋指出袁 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袁
是人生政治生活的新起点袁 也是今后学
习尧生活尧工作的新开端袁他希望新入党的
党员袁要牢记宗旨袁争做野 两学一做冶的表
率袁立足本职袁做爱岗敬业的表率袁严以律
己袁做廉洁从政的表率袁充分发挥共产党

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袁为建设野 四个社
旗冶撸起袖子加油干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袁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遥

宣誓仪式上袁新党员列队面向党旗宣
誓袁表达对党的忠诚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
身的决心遥 新党员们还瞻仰了烈士纪念
馆袁探寻烈士先辈的光辉足迹袁接受了一
场深刻的红色教育遥 （代颖舟）

举行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

社旗消息 6月 29日袁野 宛若仙境 大

美南阳冶 集中采访东线采风团走进社旗袁
18地市媒体的记者用镜头记录近年来社
旗文化旅游产业和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发

展步伐和工作亮点袁零距离感受赊店古镇
的独特魅力遥

县委常委尧宣传部长贾迪袁县政府党
组成员尧赊店商埠文化园区管委会主任赵
荣霖陪同采访遥

采风团的 30 多名记者分别抵达赊
店古镇山陕会馆景区和赊店老酒生态园

进行实地拍摄和采访遥
据了解袁采风团兵分两路袁分别在桐

柏尧方城尧社旗尧淅川尧西峡尧内乡进行实地
采风袁集中挖掘呈现南阳近年来的重大变
化袁零距离感受大美南阳的魅力遥 节目将
在全省 18个地市电视台展播袁并进行评
奖遥 （李畴）

“宛若仙境 大美南阳”
18地市媒体采风团走进古镇

马埂村一表在手信息全有
社旗消息野 序号耶 6爷袁自然村耶 牛

庄爷袁姓名耶 牛国清爷袁性别耶 男爷袁文化程
度耶 初中爷袁贫困户类别耶 一般贫困户爷袁
帮扶单位耶 商务局爷袁帮扶人耶 窦德有爷......
应有尽有袁无一不缺遥 冶

日前袁 县脱贫攻坚督查组在太和镇
马埂村村部袁看过野 马埂村 2017年度精
准扶贫情况一览表冶后袁连声说院野 这真是
一表在手袁信息全有啊!冶

原来袁在镇党委尧政府高度重视下袁
该村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袁立足于野 精准冶
二字袁着眼于野 务实冶工作袁行动于野 创新冶

措施袁 村脱贫攻坚责任组除认真做好入
户走访野 问事冶尧建立档卡野 谋事冶尧落实政
策野 办事冶外袁还不断探索创新袁将户档的

野 三表一卡冶所涉及的信息袁用一张大表
将序号尧自然村尧户主姓名尧性别尧家庭人
口尧帮扶单位尧帮扶人尧帮扶人电话等 15
项内容进行囊括袁并配置有野 太和镇精准
扶贫冶标志袁制作成 2017年度精准扶贫
一览表版面袁悬挂在村部袁让目睹者一目
了然袁真正让干部在群众监督下操作袁在
阳光公示中进行 遥
（ 赵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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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店镇花卉蔬菜卖全国———

农 民 电 商 趟 富 路
社旗消息 李店镇下郭村农民张丙

玉轻点鼠标袁仅用了十几分钟就与北京一
家超市谈妥了一笔 10万元的蔬菜生意遥
目前袁在李店镇像张丙玉这样依托特色产
业转型电子商务的农民电商有 400 多
人袁销售蔬菜尧苗木花卉尧中药材尧水果尧花

生尧粮食尧畜禽等农副产品达 20余种袁年
销售额 600多万元袁野 农民电商冶 已成为
脱贫攻坚的领跑者遥

该镇党委尧政府积极引导农民学习电
子商务知识袁设立培训班袁免费对农民进
行野 淘宝网入门冶尧野 网店提升冶 等技能培

训袁 每年培训 10多场次尧1000多人次遥
通过培训袁越来越多的农民掌握了微机操
作尧电脑设计等技能袁在网上开起了农副
产品网店袁每年轻轻松松就有 10多万元
的收入遥

南元庄村农民魏解放将自己传承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烙画葫芦销往新疆尧浙江
等省区和日本尧韩国等国家袁带来了巨大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遥

野 电子商务带动了李店镇特色农业的
发展袁壮大了大棚蔬菜尧优质水果尧规模养
殖尧中药材尧苗木花卉五大特色产业袁在全

镇形成了 1.3 万多亩蔬菜尧1000 多亩中
药材尧5500 亩苗木花卉尧5250 亩优质林
果等高效农业基地袁以耶 合作社 + 基地 +
贫困户 + 金融爷的扶贫模式袁吸纳当地贫
困群众 3600余人就业遥 其中袁该镇供港
蔬菜基地负责人黄帅霖种植并荣获国家

有机农产品认证的耶 供港爷 牌蔬菜达
10000余亩袁 带动 850余名富余劳力就
地就业袁年人均收入达 1.5万元袁实现了
农业增效尧农民增收袁加速了脱贫攻坚步
伐遥 冶该负责人如是说遥

（ 常杰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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