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区四园”培育产业 生态工业势头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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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召县县长王放说：“我们围绕建设‘山
城、水城、生态旅游城’的总体目标，大手笔
经营城市，实施城建‘三十’行动计划，完善
基础和配套设施，建设绿化美化工程，加大
城区三条内河治理，实施黄鸭河引流治污、
生物防治、堤防加固等水生态修复工程，建
设青峰山旅游观光区、黄鸭河城市风光带、
城南产业集聚园区，打造一批亮点工程、精
品工程和民心工程。”2013 年该县投资 3 亿
元完善各种市政设施，打造生态宜居环境。
目前，南召县城建成区面积 12.5 平方公里，
城区道路八纵八横，总长 40 公里，绿化覆盖
率达到 38% ，交通畅达，环境怡人，休闲宜

居，成为县城居民们普遍的幸福感受。
为 让 城 镇 融 入 自 然 ，让 居 民 看 得 见 山

水，记得住乡愁。该县实施“一城四镇”组团
开发战略，坚持错位发展和差别化发展的原
则，完善基础设施，实施绿化亮化工程，优化
资源配置，致力在“完善功能、丰富内涵、提
升品位”上下工夫，涌现出一批设施完备、特
色鲜明、环境优美、管理有序的生态宜居城
镇。南河店镇、云阳镇跻身五星级城镇，云
阳镇被命名为历史文化名镇、省十佳名镇，
乔端镇晋升三星级城镇。全县城镇建成区
33.6 平方公里，城镇人口 22.68 万，城镇升星
晋级率达到 80%，城镇化率达到 35.7%。群

“星”璀璨的山乡城镇凸显了聚集效应、辐射
效应、磁场效应，促进人口、生产要素向城镇
集聚，实现了“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农
村优势资源向城镇汇集”的双向流动机制，
提升了城镇的人气、商气和财气。

在农村以新型社区建设为突破口，重点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农
村能源综合建设，积极开展“清洁家园”环境
综合治理活动，在城镇规划区内培育出云阳
玉兰家园社区、留山丹霞社区和南河店幸福
新村等一批新型农村社区，4 次蝉联南阳市
新农村建设“向荣杯”，创造了新农村建设的

“南召样本”。

走进南召玉兰生态观光园，各种

名贵珍稀苗木古树参差不齐、数不胜

数，绿色植物色彩淡雅、稀疏相间、错

落有致。曲径通幽的园林里竹影婆

娑、亭台轩榭、小桥流水、喷泉涌动，犹

如置身于苏州园林。

10000 亩的玉兰生态观光园由玉

兰园景观中心区、苗木花卉示范基地、

“七彩花田”等构成，是集生产经营、旅

游观光、休闲度假等为一体的农林生

态示范园、苗木花卉精品园及生态旅

游示范区。目前，玉兰生态园移植栽

培玉兰、桂花、红枫、紫薇等绿化景观

树种 70余种，引进名贵花木 2万多棵，

培育各类苗木 10万余株。

这仅仅是南召县实行“生态产业

化，产业生态化”的一个缩影。

南召县位于伏牛山腹地、南阳盆地

北缘，境内植被茂盛，资源丰富，是全国

有机农业生产基地、优秀生态旅游名

县、全省林业生态县、绿色道地中药材

基地县和可持续发展试验区。良好的生

态环境，是最宝贵的资源，是最具竞争

力、最有潜力的“绩优股”。“近年来，我们

牢固树立生态成本观、环境大局观、绿

色政绩观，始终围绕生态产业谋划发

展。在经济转型中，坚守原生山水，追

求绿色发展，构建生态经济新体系，从

而实现经济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南

召县委书记鄢国宾说。

南召县云阳镇以玉兰系列为主的苗木花卉
产业蓬勃发展，拥有12个村、3万亩，苗木存储量
8000多万株，产品俏销全国十多个省市，形成了

“玉兰花香名天下，风景花木进京都”的繁荣景
象。朱坪村花卉种植面积 3800余亩，培育玉兰
系列、桂花、女贞、紫薇、合欢等 100多个苗木品
种，村里 80％以上的土地种植花卉苗木，全村
80％以上的农民从事花卉苗木产业，农户80％以
上的收入来自花卉苗木种植，被中宣部、国家林
业局等四部委授予“全国绿色小康村”称号。

为做强做大花木产业，南召县邀请近 20位
国内顶级花卉、园艺专家编制了玉兰产业发展
规划，建设“一环十园”产业基地，以县境内

S231、S331、S333 三条主干道为环线，以云阳、
城郊、留山、小店、皇后 5个乡镇为核心区，以布
点、连线、扩面为重点，立体化布局建设精品示
范园，打造莲花泉莲花生态园、太山庙乡凤麓生
态园、太丰植物观光园、云阳镇生态碧桃采摘
园、玉兰生态物流园、玉兰生态观光园、皇后乡
玉兰种植示范园、小店乡高效花木示范园、留山
镇园林精品园和城郊乡生态园 10 个特色示范
园，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发展苗木产业，力争
建成中部最大的玉兰花木生产基地，争创“河南
领先、国内先进”的花木强县。

南召县在坚守耕地“红线”不动摇的基
础上，培育壮大具有地方特色的支柱产业，

加快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以
及经济林、苗木花卉精品示范园建设，因地
制宜发展生态观光农业，构建区域生态农业
体系。5 年来，该县累计投资 1.75 亿元，新增
绿化面积 50 万亩，培育柞坡 105 万亩，发展
辛夷 19.6 万亩、山茱萸 12.4 万亩、花生 25 万
亩 、苗 木 花 卉 10.6 万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66.49%。特色农产品辛夷、柞蚕、山茱萸获
得国家有机产品认证，辛夷、柞蚕还通过国
家原产地域保护。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该
县建成了华龙辛夷开发公司、东方蚕丝绸加
工公司、林昌药业杜仲系列产品加工公司等
38 家涉农龙头企业。

南召县境内鸭河口水库是南阳市中心城
区饮用水源。为了保持一库清水绿如蓝，该
县在整治环库水生态环境，确保水质稳定达
标的基础上，致力于发展生态工业经济，建设
绿色生态屏障。

该县把生态经济理念融入工业发展，提
高项目入驻环保准入门槛，为外来项目设置
了“三道关”：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拒绝高
污染、高耗能企业；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以及饮用水源地，严禁污染企业落户；对不
符合环评要求的项目一律亮红灯不予审批。
为此，该县采取“壮士断腕”的强硬措施，关
停、炸毁石灰土窖 40 余座，拆除了县水泥一厂

3 条 17.6 万吨水泥机械化立窑生产线，把全县
方解石、大理石、白云岩等 8 个矿区、29 宗采矿
权纳入资源整合范围，鼓励优势企业进行兼
并、重组，矿山由 70 个减少到 53 个。同时，采
取“腾笼换鸟”的方式，培育集约、绿色、环保
的新型产业。

该县按照以“项目配资源、资源换产业”
的理念，实行“一区四园”布局，即在产业集聚
区内建设新型非金属材料产业园、石材产业
园、铸造产业园、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园，把优
势资源集中配给生态、环保型项目和龙头、骨
干企业，培育优势特色产业，延伸修补产业链
条，打造产业集群。目前，该县产业集聚区累

计入驻工业项目 47 个，全部符合环保要求。
新型非金属材料产业园已入驻投资超亿元企
业 13 家，研发生产石头纸、新型石木地板、装
饰材料、纳米漆、纳米钙、涂料等粉体加工及
中下游产品，呈现出签约项目多、投资额度
大、项目落地快、成长性好的特点。

随着“中原钙都”强势崛起的同时，该县
相继隆起了矿产建材、汽配铸造、农副产品加
工三大产业集群，盛明实业、东方蚕丝绸加
工、林昌药业杜仲系列产品加工、王老吉固体
饮品等一批科技含量高、产业带动强、发展前
景好的项目陆续入驻，实现了主导产业延链
补链强链，着力打造南召工业经济“升级版”。

南召县旅游资源丰富，单体总数 586 个，
其中优良级 233 个，居南阳市第一，是全省重
点扶持培育的 10 个旅游重点县之一。近年
来，该县充分发挥原生山水的资源优势，确立
了“旅游强县”的发展定位，坚持“差异化”精
品理念，提出“一区四景”发展构架，培育以休
闲养生为特色的旅游产业集群。“一区”即鸭
河口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四景”即五朵山、
宝天曼、真武顶、猿人峡谷四大景区，规划组
建旅游综合体，引入多家大型旅游开发集团，
利用原生山水生态资源，深度开发生态养生、

疗养度假、乡村旅游、田园采摘等项目，完善
适合不同层次游客的度假、养生、娱乐服务设
施，构建生态旅游体系，使南召成为各地游客
向往的“休闲天堂”、成功人士神往的“养生胜
地”。

河南万家园集团公司总投资 36 亿元兴建
的莲花养生城项目，以星罗棋布的湖泊和湖
光山色的美景为依托，以养老、养生、康健、康
复为主题，兴建老年病医院、老年病研究所、
康复中心、老年大学、文体活动中心、电影院
线、家政服务、新型农村社区等，集医疗保健、

养老养生、休闲度假于一体，打造国内最大、
世界一流的养老养生城。项目自去年开工以
来，已完成投资 3.5 亿元，老年病医院、16 栋老
年公寓主体工程完工，主干道、环湖步道、景
观绿化带等已现雏形。

“一环十园”立体布局 生态农业方兴未艾

“一区四景”联动开发 做大养生旅游集群

“一城四镇”组团建设 生态城镇群“星”璀璨

生态、环保的现代企业——南召青山水泥公司

花团锦簇、绿草如茵的南召柞蚕加工龙头企业——宇翔公司

南召茧丝毯加工企业地毯修剪车间

莲花温泉疗养胜地鸟瞰

南召玉兰生态观光园一角

中原道教圣地五朵山

在青山碧水中激情漂流秀美如画的山间村落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南召山村五星级城镇——云阳镇人民路繁华景象

生态宜居的南召县白土岗镇姬村社区

生态良好、美如画卷的南召县五朵山景区

柞蚕之乡美丽蚕山春景

河南中利精细化工公司数控中心

美丽乡村带动了火热的乡村游美丽乡村带动了火热的乡村游

省委书记郭庚茂（右二）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

慧（右三），南召县委书记鄢国宾（右一）、县长王放（左二）

的陪同下深入南召县南河店镇调研指导城镇建设工作

南阳市委书记穆为民（前排右二）在南

召县委书记鄢国宾（右一）、县长王放（左一）

陪同下深入南召县产业集聚区调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