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镇平名片

顾客正在选购玉雕

繁忙的玉原石交易市场

国家 AAAA级景区玉雕湾国际玉城

●中国玉雕之乡

●中国地毯之乡

●中国金鱼之乡

●中国玉兰之乡

●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河南省重点文化产业园区

●河南省文化改革试验区

●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镇
平

南水北调中线行之镇平故事12

——写在南水北调试通水之际

使命·责任·担当

世纪工程，千秋伟业。伴随着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如期竣工，“一渠清水送京津”
的美好梦想即将成为生动现实。作为这项
伟大工程的见证者、参与者、亲历者，我们
既体味到过往历程的酸甜苦辣，更肩负着
接力奋斗的千钧重担。

勇于担当，攻坚克难。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镇平段途经 6个乡镇，全长 36公里，永
久性占地 7402 亩，临时占地 10856 亩，各类
情况千差万别，工作任务艰巨繁重。我们
始终把保障服务工程建设作为对政治意
识、执政能力的重要检验，综合运用思想、
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创新工作举措，强
力有效推进。面对 105 户 608 人移民迁安
任务，实行干部带头、示范引路，运用“以拆
促建，以奖代补”办法，大力发展玉雕加工、
苗木花卉、金鱼养殖等特色产业，增强群众
致富增收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顺利实现
移民安稳致富。为创造一个安全、高效、无
障碍的工程施工环境，整合公、检、法等方
面力量，健全完善快速反应处置机制，重点
防范和严厉打击干扰正常施工的违法行
为，有力地保障了工程建设。为加强水质
保护工作，我们下狠心、出重拳，持续开展

“清洁家园”行动，下发专门工作方案和考
评办法，对 12 个违法建筑及房地产项目依
法予以拆除，完成 10 余家工业企业和畜禽
饲养企业污染防治。在迎通水“双百会战”
中，我们定岗定责、定时间节点、定奖惩机
制，集中力量打好环境整治、工程建设、舆
论宣传、造林绿化“四大战役”，高标准完成
9700 亩生态廊道建设任务，第二水厂及管
网铺设基本建成，迎通水工作大头落地，切
实打好了迎通水“攻坚战”。

不忘使命，履职尽责。实现通水是起
点，保护水质是关键。我们要以建设“美丽
镇平”为目标，抢抓南阳市建设高效生态经
济示范市机遇，把优化生态环境、保护水质
安全作为永不竣工的工程，持续努力，常抓
不懈。严格项目准入，坚持环保第一，环境
评估不合格一律不上，切实杜绝新污染源
产生。强化日常监管，严格落实结构减排、
工程减排、管理减排三项措施，对排污企业
实施全天候、无缝隙监管，坚决实现达标排
放。坚持发展生态经济这条主线，通过产
业转型、技术创新等，强力发展生态农业、新
型工业、生态旅游，实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
态化。

“一渠清水永续北上”，凝聚作风意志，
彰显使命担当，我们有决心、有能力为此作
出“镇平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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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平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古称涅阳。金正大三年（1226年）置县。著名诗人元好问为首任县令。为一代名将
彭雪枫将军故里。全县总人口105万。全县地势北高南低，山区丘陵平原各占1/3，总面积1500平方公里。

南水北调总干渠纵贯镇平，全长36公里，占河南段的4.9％。镇平段工程于2011年3月5日全线开工建设，目
前镇平段各项工作已基本完成，正待一弯清水穿境而过，温润京津大地。

5000年前，镇平人与玉结缘，开始制造加
工玉雕制品。玉国之重器也，历史上玉是皇家
达官贵人景仰崇拜的专利。历史的演变，世事
的变迁，如今玉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佩玉、赏
玉、品玉已成为纯洁高尚品德的象征。镇平有
加工玉的传统，这里已呈现出“村村可闻雕琢
声，户户可见玉生辉”的壮观景象。

镇平不产玉，却琢天下美玉。玉雕加工遍

布全县 95%的乡镇，全县 100多万人口中，有 25
万人从事玉雕及相关产业，年销售额近 200亿
元。这里的玉雕市场人流如织，加工群体占全
国的 70%，市场成规模，产业成体系，工艺水平
引领支撑全国玉雕一片蓝天。镇平也先后被国
家、省授予“中国玉雕之乡”、“中国珠宝玉石首
饰特色产业基地”、“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河南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河南省文化

改革发展试验区”等荣誉称号。在刚刚召开的
全省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上，又被省政府命名
为“河南省重点文化产业园区”，与开封宋都古
城文化产业园、许昌钧瓷文化创意产业园并列
其中。镇平成为“无中生有”地将中国玉文化实
现产业化的典范，完成了由“玉源天下”到“天下
玉源”的伟大创造，为弘扬中华玉文化，壮大玉
产业发挥着核心引领和示范带头作用。

为使园区规划更具有科学性、更符合文化
产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更能代表当今时代规
划的高水平、更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更有利
于镇平玉文化产业健康稳定的发展，该县在园
区建立之初就按照“三规合一”的要求，聘请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高层专家对玉
文化产业园区进行了总体规划。明确了玉文化
产业示范园区建设的指导思想、规划原则、规划
期限、发展目标、发展战略、总体思路、重点工
作、总体布局、专项规划和保障措施。以现有的
石佛寺玉雕湾和国际玉城为基础，规划了 26.6

平方公里集原料交易、创意加工、精品展销于一
体，产、学、研相衔接，游、购、娱相融合的产业体
系玉文化产业辐射区，为核心区的发展提供产
业支撑。园区内规划分基础建设类 32项和服
务配套类 38项，总投资 320亿元。其中国际玉
城、天下玉源、玉雕大师创意园建筑设计上，邀
请南京大学规划建筑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设
计研究院、江苏古建规划设计院和湖北大冶设
计院等单位进行规划设计，按照经济、文化、社
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划分区域，完善功
能，明确了试验区的目标定位和发展思路，突出

了地域特色和产业支撑，使试验区建设布局合
理，功能齐全，特色鲜明。同时依照石佛寺古镇
规划，通过石佛古寺的恢复重建，国际玉城、天
下玉源、大师创意园等仿古建筑项目的实施，建
设全国一流的仿古建筑群，注入文化元素，完善
功能分布，建设集玉原石销售、玉雕生产加工、
玉雕精品展销、玉文化研究传播为一体的国家
级玉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力争通过 5-10年的努
力，把镇平打造成为在全国最有竞争力的玉产
品加工销售基地和最有影响力的玉文化研究传
播基地，成为中华玉文化的体验和展示之地。

为加强对园区的建设管理，该县特成立了
玉文化产业工作领导小组，并对镇平县玉文化
改革发展试验区管理委员会进行了调整充实，
使园区建设形成了县委、县政府统一领导，园区
管委会具体管理，企业自主运营的运作模式。
该县还筹建成立了注册资金 5 亿元人民币的

“镇平县政府投资有限公司”。目前，已融资 1.5
亿元全部用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对原有的市
场进行整合、规范、提高，并加大对市场的监管
力度，推行“一书一证一单”制度，开展“玉雕购
物放心店（市场）”、“名师、名品、名店、名企”评
选活动，加强质量监管、诚信监督、知识产权保
护、公平竞争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探索建立信用
体系，营造规范有序、诚信文明的市场秩序，打
造“诚信玉乡”良好形象。鼓励、引导、支持镇平
县神圣公司、玉神公司、开元玉业、三富玉器、醒
石工艺、玉之魂公司、博奥玉器、博涵工艺品公
司等重点企业和一批知名度较高的创作室，建
立规范的企业法人机制，采用科学管理方式，培
育先进企业文化，加强自主创新，打造核心竞争
力，形成龙头带动效应。为加强玉文化研究挖
掘与弘扬，该县与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建
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多次开展玉文化产业高峰
论坛；成立了“镇平宝玉石协会”、“镇平玉文化
研究会”，创办了《镇平玉文化》杂志；编写了描
绘镇平玉雕发展史的《玉乡千秋》和《玉文化知
识读本》；在县电视台开辟了宣传玉文化产业的

《玉乡频道》，建立了“中华玉都网站”和“中国玉
雕大师服务中心”网络平台；连续成功举办十一
届“中国南阳国际玉雕节”。该县还投资 3000
多万元兴建了以玉雕人才为主体的工艺美术
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师生达 1500 多人。与中
国宝玉石杂志社、中央美院、天津美院、南阳师
范学院和县玉雕职高、工艺职专等单位联合办
学，邀请专家前来讲学授课，定期进行高科技
人才、高级技工的培训，培养输送玉雕专业技
术人才。在前不久举办的玉雕节上，该县还与
南阳师范学院签订了联合筹建玉雕职教学院
的协议，几年后园区内将建立起一所国内首家
以培养玉雕人才为主题的大学。目前，该县的
文化产业园区内拥有各类企业达 1621 家，其
中文化企业 1072家，达到 66.1％，形成了各类
玉雕专业市场 10个。玉文化产业增加值更是
连续三年超过 35亿元，占全县 GDP20%以上，
年营销额达 62 亿元，入库税金 1.2 亿元，实现
利润 9.3亿元，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玉雕生产基
地和玉产品集散地。

镇平玉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使镇平人民
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成为鼓舞镇平广大干群
的巨大精神动力和推动镇平各项工作的有效
载体，焕发出了勃勃生机。良好的园区建设环
境，广阔的玉文化产业发展前景，产生了强大
的吸聚效应。仅石佛寺玉雕湾日客流量达 6
万多人，形成了人才流、物资流、信息流、经济

流八方汇集的格局，一大批镇平在外经商的玉
器大老板回乡创业，吸引县内外资金 30 多亿
元，促进了镇平建筑业、服务业、旅游业、物流
业等产业发展。经济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这
里已成为一方投资热土，省内外有关企业纷纷
到镇平考察兴办企业，2014年“中国南阳玉雕
节”期间，镇平签订合同额达 22.5亿元。

今后，镇平将以打造“中华玉都”为目标，
围绕争创国家级文化示范园区的中心，做好玉
文化和玉产业两篇文章，在产业升级上“转”，
在文化弘扬上“转”，在品牌创建上“转”，在管
理服务上“转”，围绕市场上项目，围绕产业搞
培训，健全和完善生产加工、市场规范体系、品
牌推广、人才培育与汇聚、文化创意体系、产业
联动六大体系，镇平必将成为全国最多元化的
玉原石交易基地、有吸引力的玉文化产业人才
培养与汇聚基地、有竞争力的玉文化产品加工
销售基地、有影响力的玉文化传承创新基地和
玉文化产业名城。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如
今镇平以其独特的玉文化产业形成了强大的
人文优势、基础优势、区位优势、工艺优势、产
品优势、价格优势、玉文化研究传播优势。我
们深信这个中国玉文化产业的龙头老大，通过
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成为
中国文化产业的示范园区，实现打造“中华玉
都”的目标。

重中之重
在担当

中共镇平县委书记 王玉献
镇平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显庆

2008年，镇平被确定为全省首批文化改革
发展试验区后，该县更是抢抓发展机遇，按照省
委、省政府“镇平要突出玉文化品牌，将玉产品
加工销售基地建设与玉文化研究传播基地建设
相结合，打造全国文化产业试验区”的要求，迅
速确立了“以玉雕产业发展为核心，以项目建设
为支撑，以提升产业文化内涵为保证，全力打造
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的工作思路。按照
远期、中期、近期相结合的要求，启动了一批重

点工程项目。涉及基础设施、文化服务体系、产
业协调整合、玉文化主题旅游、品牌体系五大建
设类，力求将每一个项目都打造成精品，形成风
格独特、功能完备、理念超前的建设格局。其
中，总投资 30亿元、占地 1330亩的国际玉城，一
期工程已开始运营，二期工程也已接近尾声；总
投资 6.8 亿元、占地面积 450 亩的天下玉源项
目，已入驻商户 1000余家；总投资 10亿元，占地
面积 600亩的中国玉雕大师创意园项目，已于

今年玉雕节期间开园，38位大师已入驻其中；
投资 18亿元的玉雕湾商贸城，总投资 3亿元玉
文化博物馆迁扩建项目正在紧张建设；石雕城、
玉雕产业园、玉雕职教集团、玉文化主题公园等
项目正在有序进行中。每个项目均是玉文化产
业链条中关键的环节，既相互关联，又都有自己
的特色，体现了项目对产业的支撑力。一个个
重点项目的实施使园区建设日新月异成效显
著，有力地提升了园区地规模和档次。

美丽的玉雕湾美丽的玉雕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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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玉都韵流长 美玉传奇绘华章
——写在镇平县荣获河南省重点文化产业园区之际

本报记者 李 铮 本报通讯员 杨晓申 宋 哲

高端策划 突出规划的引导力

强力推动 突出项目的支撑力

提升品位 突出特色的竞争力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 28 号 邮编 450008 值班室 65796114 传真 65796306 总编室 65796302 出版部 65796323 广告部 65796126 发行中心 65925556 印刷 河南日报印务中心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工商广字第 006 号 零售 1.50 元 昨日开印 3：00 印完 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