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速递

□南阳观察记者刁良梓 实习生孙明哲
本报通讯员 廖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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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 2 万元买进的玉兰树，在自家
苗圃培育 3 年时间，转手卖了 6 万元，
这样的财富故事不是天方夜谭，而是
南召县云阳镇苗木种植大户王晓创造
的营销记录。

王晓说：“今年我村培育的大规格
玉兰苗木全部旺销，价格简直就是坐
着火箭往上蹿！”

“我们以花木改善生态，以生态激
活产业，以产业推动发展，南召玉兰特
色经济风生水起、享誉全国。”南召县
委书记鄢国宾这样说。

从辛夷到玉兰观赏苗木

2010 年从西安返乡创业的云阳镇
山头村村民王晓，投资成立南召县锦
天园林公司，坐拥 2600 多亩的苗木繁
育基地，与全国知名的北京东方园林
公司等 4 家上市公司在内的 34 家园林
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营销网络遍
及全国 20 多个省市，而这与南召玉兰
苗木得天独厚的优势密不可分。

南召县是望春玉兰的原产地，至今
仍保留有 500年以上的天然植物群落。

望春玉兰的花蕾入药称辛夷，是
珍贵的中药材。辛夷花含芳香油，可
提取食用香料，提制芳香浸膏，用于香
皂、化妆品、香精生产。据河南农业大
学测定，南召辛夷的挥发油含量居国
内同类产品首位，达 4.82%，高于我国
其他产地辛夷含量 1-2 倍。

南召以望春玉兰为砧木新培育的
红玉兰、黄玉兰、白玉兰、紫玉兰、广玉
兰等数十个品种的玉兰花木种植面积
达 12 万亩，不论种植面积、品种、数量，
还是市场占有量均居全国之冠。

面对独一无二的规模优势，南召
县以玉兰为主的花木产业作为强县富
民的支柱产业来抓，着力引进玉兰特
优品种，建设种质资源库，以高科技企
业为龙头，以花木种植合作社为依托，

实现了玉兰花木布局区域化、生产规
模化、产品标准化、管理规范化，初步
形成集生产、营销、生态、文化、休闲等
为一体的玉兰花木产业格局，苗木繁
育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玉兰产业集群强势崛起

11 月 1 日，南召县小店乡农民刘
青发从北京回来，顾不上旅途劳顿，直
接来到苗木基地，精心为北京挑选输
送一批优质玉兰苗木。

熟悉刘青发的人都知道，这几年，
他承包了北大等 10 多所知名学府的校
园绿化工程，而国家大剧院、奥林匹克
场馆等知名景点都有他的苗木花卉。

云阳镇朱坪村是南召花卉苗木产
业的发源地。在朱坪花卉基地的带动
下，花卉苗木产业辐射到铁佛寺、大
元、白行、山头等周边 12 个村，带动了
县内 10 个乡镇实现规模化种植。

为带动花木产业加速发展、转型
升级，南召县在实现规模化种植的基
础上，高起点规划建设“一环十园”玉
兰产业基地，以云阳、城郊、留山、小
店、皇后 5 个乡镇为核心区，重点建设
10 个精品园、3 条花木景观大道，在花
木强县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眼下，早已名声鹊起的南召玉兰
花木远销十多个省市，省级龙头企业 2
个，专业经纪人队伍达 5800 多人，2013
年该县花木产业实现产值 26.8 亿元。

花农人均年收入 1.3 万元，是全县农民
人均年收入的 1.92 倍。

经过多年聚力发展，目前南召县
玉兰产业已初步形成产业链：生物制
药、研发红茶、生态旅游，实现了一、
二、三产业的完美融合。

南召县华龙辛夷公司发挥辐射带
动的龙头作用，采取“公司＋基地＋农
户”模式，致力发展辛夷 GAP 规范化种
植基地。该企业与科研院校广泛开展
科技联姻，研发玉兰香水、美体香料、
药用含片等宝天玉兰品牌系列产品
100 多个，荣获“省名牌农产品”称号，
畅销德国、韩国和我国台湾等 10 多个
国家和地区。

为拉长产业链条，由清华大学、河

南大学及云南昆明的茶叶专家联合开
展攻关，经过 300 余次调试、18 道制茶
工序，用芳香独特的辛夷花窨制红茶，
成功研发出花香蜜韵、清香幽远的极
品红茶——玉兰红，在“群红闹中原”
的激烈市场竞争中，被评为河南十大
红茶“四大名旦”之一。

玉兰产业带来“生态红利”

在玉兰种植核心区朱坪村，花卉
苗木种植面积达 4000 余亩，亩均效益
近万元，朱坪村被中宣部、国家林业局
等四部委授予“全国绿色小康村”荣誉
称号。

该村党支部书记刘来富说，以前
全村都是土墙瓦房，现在小别墅有三
四座，楼房三四十家，家家门前玉兰飘
香，文化广场内热闹沸腾。

玉兰花木为花农带来丰厚经济利
润的同时，也为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优势。

位于南召县云阳镇山头村的玉兰
生态观光园 600 多亩内园区移植栽培
了 70 多种规格不等的名优珍稀苗木，
建设了玉兰、桂花、紫薇、红枫、海棠等
10 多块精品示范园地，被誉为“玉兰的
基因库，苗木的百科书”，成为市民向
往的乡村生态旅游地。

在南召县，被苗木产业扮靓的村庄
有 60 多个村，绿树掩映、绿荫匝地的众
多“美丽乡村”俯仰皆是。原来一个个
贫困的小山村，如今处处风景如画，道路
两旁、田间地头、农家庭院到处都是苗木花
卉，形成了庭院花果化、道路林荫化、
农田林网化、山地森林化的格局。

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南召县全
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在 300 天以上，被
誉为“玉兰故乡、天然氧吧”。清新的
空气、名贵的花木、优美的环境吸引着
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每逢周
末，来自郑州、洛阳、西安、襄阳等城市
市民，徜徉在馨香四溢的玉兰苗圃里，
漫步在满山遍野的百里望春玉兰花木
长廊里，花木满眼、空气清新的原生态
田园风光，令人流连忘返、乐不思蜀。

南阳市各类人才总量已达到65.9万人，占
全市人口的6％。从结构上看，党政人才2.6万
人，占3.9％；专业技术人才16.2万人，占24.6％；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6.1万人，占9.3％；技能人才
27 万人，占 40,1％；农村实用人才 10 万人，占
15.2％；宣传思想文化人才1万人，占1.5％；社会
工作人才 3 万人，占 4.6％。从学历上看，博士
480人，硕士 3471人，本科 10万多人，占全市人
才总量的15.7％；专科51.6万人，占全市人才总
量的 78.2％；中专及以下学历 4.1万人，占全市
人才总量的6.3％。

■ 广纳人才
开辟“绿色通道”引进人才。近三年，引进高

层次人才796 名，引进国外留学人员109名。
外出组团引进人才。先后多次组团到北

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等地举办人才供需
洽谈会，三年来，引进各类急需人才 200多人。

搭建平台引进人才。先后申报设立 11家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9 家博士后研发基地，新
增经济效益 15851 万元；在 7 家企事业单位建

立院士工作站，引进合作院士十多人次。
紧贴需求引进人才。依托 14个产业聚集

区，引进光电等方面人才 1230多名，引进外国
专家 230多人次。

■ 培育人才
实施了南阳市企业家培训工程。仅 2012

年就培训民营企业家 2000多人次。
加强技能人才培训。依托 14所大中专院

校和各类职业培训学校，开展“订单式”教学。
实施知识更新工程，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

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创新能力。近年
来，南阳市专业技术人员共参加培训25万多人
次，为创新型南阳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素质提升计
划。重点加强了对农业专业大户、农民经纪
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产业化
龙头企业负责人的培养。几年来，全市培训
农村实用人才人数达 2万多人。

南 阳 实 施 人 才 回 归 全 民 创 业 一 年 间 ，
1000多名南阳籍高层次人才回乡创业，800多
个回创型项目落地南阳，带动 10 多万城乡劳
动力家门口就业。

南召：玉兰之乡“幸福”放歌

院士当红娘 引来“水”项目

10 月底,在深秋的暖阳里, 南阳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郭斌谈及王光谦院士引进的水科
技园,话语之间满是感激和感谢，他说：

“王院士懂得南阳为南水北调做出的巨
大牺牲，他是带着感情把科技园带回家
乡南阳的！”

2013 年 4 月，郭斌亲自到北京招商
引资，其间，登门拜访镇平籍的中科院院
士、清华大学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王光谦。52 岁的光
谦院士一脸谦和，乡音未改，他说他一直
关注家乡的发展变化，为家乡做点贡献
是他多年的夙愿。就在当月，中关村南
阳科技产业园水科技园正式与南阳牵
手，将共同打造中国水都·南阳水科技产
业园。

经过王光谦院士的牵线搭桥，2013
年 9 月，清华大学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
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南阳建立研发中
心，北京市恒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佳莲
集团等知名企业相继与南阳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多个与“水”相关的项目相继在
南阳落地。

2013 年 12 月份，王光谦院士又倡导
组织了“南水北调与南阳社会经济转型
发展战略研讨会”，来自国务院南水北调
办、水利部、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对口
支援办、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领
导、院士、专家、企业家率团来到南阳，不
但为南阳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还在
多领域展开与南阳的深度合作。

“很多次,很多场合,我都跟朋友们讲
起南阳为南水北调做出的贡献牺牲,下一
步,我将继续做好‘媒婆’，让更多与‘水’
有关的项目落户南阳。”电话采访中，王
光谦院士对家乡的深情毫无设防地流露
在字里行间。

人才强市
托起梦想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
以才兴。人才是“第一战略资
源”,是最具活力的发展要素。

中 原 更 出 彩 ，南 阳 勇 担
当。市委、市政府强力实施人
才强市战略，向深化体制改革
和政策创新要动力，构筑起了
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激励的
体制机制，开创了人人皆可成
才 、人 人 尽 展 其 才 的 生 动 局
面。尤其是人才回归全民创
业战略实施，掀起了波澜壮阔
的人才、项目、资金、技术、信
息等回归热潮。“人口优势”正
迅速向“人才优势”转化，在百
舸争流的市场搏击中，南阳已
挺立潮头。

南水北调和全国第七届
农运会两大“国字号”工程，锻
造检阅了南阳人忠诚担当、大
爱报国的奉献精神，人才强市
之路必将凝聚起转型跨越、卧
龙腾飞的磅礴力量。

（南阳市人才办主任 裴国绪）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刁良梓 通讯员罗
新宇 王亚迪）10月 31日，南阳理工学院 2015
届毕业生“土木工程类专场周五双选洽谈会”
如期举行，45家省内外用人单位带着 500 余
个就业工作岗位前来这里寻觅“知音”。

南阳理工学院为做好 2015 届毕业生就
业工作，从 10 月 20 日开始，每周五上午定期
举办 2015 届“就业双选洽谈会”。学院结合
行业、专业特点，计划举办 11 场不同行业的
专场招聘会，将持续两个半月。

“学校根据毕业生的不同专业，有针对
性地邀请用人单位来校进行专场招聘，我们
不出校门，就能找到称心的、专业对口的工
作，这样的招聘会我们希望多多举行。”土木
工程学院大四学生彭涛说。

专场招聘会
为毕业生找“婆家”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刁良梓 通讯员
冷新星）11 月 3 日记者获悉，淅川县绿新公
司成功入选“中日韩俄印互贸定点企业”，获
得国际互贸许可，这也是河南省唯一一家跻
身该平台的企业。

据了解，“中日韩俄印 (CJKRI)互贸定点
企业展销平台”由环球相互贸易联盟发起，
中日韩俄印商会协会联袂推出。旨在创新
相互贸易模式，推动五国集群采购，解决产
品出口难题。中国选择了 30 家企业，作为

“中日韩俄印 (CJKRI)互贸定点企业”，五国
商会相互承认，各国采购商在这些企业内定
向选择，形成集群性采购，进而提升“中国制
造”整体形象。

经过严格评审，淅川县绿新公司“笑禾禾”
牌系列产品以发展前景好、产品质量高等优
势，从众多备选企业中脱颖而出，获准使用“中
日韩俄印（CJKRI）互贸定点企业”统一标识，
这也是该公司长期致力于生态农业和微生物
肥料研发生产结出的硕果，标志着该公司在国
际互贸领域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资料图片

中日韩俄印互贸定点企业名单出炉

淅川绿新公司
成全省唯一入选企业

□南阳观察记者 李 铮 刁良梓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刁良梓 通讯员
李红雷）10 月 26 日，河南省 2014 年度百强和
百高企业名单公布，南阳市 11 家企业榜上
有名。

在百强榜单中，河南石油勘探局、龙成
集团、淅川铝业 (集团)、豫西工业集团、淅川
汽车减振器厂 5 家企业入选。宛西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福森药业有限公司、天冠集团、
防爆集团、二机石油装备(集团)、南阳森霸光
电有限公司 6 家企业登百高榜。

为加快我省经济发展，促进全省产业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从 2011 年起，省政
府决定每年在全省范围内评选 100 家规模
效益强企业和 100 家高成长性企业，重点
扶持其发展壮大。为此，我省专门出台了

《关于支持百强和百高企业加快发展的意
见》，明确提出要给予百强、百高企业政策
倾斜。

省百强和百高企业评出
南阳11家企业登榜

本报讯（通讯员陈琰炜）10 月 30 日，南
阳市委书记穆为民一行先后到梅城公园、水
上运动中心、孔明路邕河桥、环城高速及其
出入市口等处，实地察看绿化提升工作。穆
为民说，以绿靓城是提升中心城区“两度两
力”的战略举措之一，必须抢抓秋冬有利时
机，四级联动，条块结合，掀起绿化高潮，让
绿化走进庭院、走进家庭，把以绿靓城落到
实处，创造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

穆为民指出，绿是南阳的特色和优势，
是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以绿靓城事关人民
福祉，必须坚定决心，坚持标准，注重方法，
突出效果。坚持实用、经济、美观的原则，科
学规划，精益求精，抓好每个环节，不断提升
绿化水平。抓住有利时机，坚持四级联动，
加快进度，让绿化走进庭院、走进家庭，继续
抓好月季进城工作，迅速形成良好的生态环
境。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园林建设，增加公
共活动空间，完善便民设施，提升城市品位，
造福南阳人民。

南阳狠抓中心城区绿化工作

抢抓机遇以绿靓城
建设生态宜居之城

欢庆毕业的学子们欢庆毕业的学子们 崔培林崔培林 摄摄

贯彻落实““三个总三个总””
决战决胜保通水保通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