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贯彻落实““三个总三个总””
决战决胜保通水保通水

●● ●● ●●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重要水源地，南阳肩负着既要保生态、保水质、保粮食，又要保发

展、保稳定、保民生的“双重责任”，面临着既要“赶”又要“转”的“双重任务”。按照省委“坚定总坐标、坚持

总思路、完善总方略”的战略谋划，南阳以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市建设为统揽，进一步明晰以产立市、以水兴

市、以文塑市、以绿靓市、人才强市的“南阳路径”。南阳作为河南的缩影，在渠首即将迎来通水之际，南阳

观察特推出“贯彻落实‘三个总’决战决胜保通水”特刊，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五个一百”行动计划：重抓
重推110个重大项目；重点培育97家高成
长骨干企业；培育100家上市挂牌后备企
业；强力推进95个科技创新项目；新引进
113个重大招商项目。

■ 产业立市目标：2015 年，每个
县都有百亿级产业集群；2018 年，培育出
食品、装备制造、玉文化三个千亿级特色

主导产业。

■“龙腾计划”：突出“2339”工作
重点，即培育2个超千亿元产业集群，即能
源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和汽车及零部件产
业集群；3个超500 亿元产业集群，即食品
产业集群、纺织产业集群和新材料产业集
群；重点抓好30家龙头企业，打造9个特色
产业链条，是防爆电气装备产业链、石油
钻采装备产业链、输变电装备产业链、生
物质能源装备产业链、光电电子信息产业
链、生物化工产业链、汽车及零部件产业
链、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新材料产业链。

■“雁阵计划”：以省级“两区”为
主要载体，着力构建“一心六团十一极”的
服务业发展格局，力争2015年服务业增加
值突破1100亿元。

“一心”引领：以建设南阳市商务中心
区为核心，发挥中心城区辐射集聚效应。

“六团”融合：即以建设南阳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新区）商务区、高新区科技信息
服务区、卧龙岗文化特色商业区、宛城区
张仲景医药文化特色商业区、鸭河休闲文
化区、官庄化工科技服务区为重点，形成6
大服务业组团。

“十一极”联动：即以建设镇平县、社旗
县、唐河县、方城县、内乡县、邓州市、桐柏
县、西峡县、淅川县、南召县、新野县十一县
市为支撑，形成整体提升增长极。

■“金地计划”：把南阳建设成为
国家优质粮食主产区、豫鄂陕毗邻地区特
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区、中原生态友好农业
发展先导区。

强力实施六大工程：高标准粮田建设
工程、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工程、林业
生态建设保护工程、农业标准化生产工程、
农产品流通体系工程、新农村建设工程。

“南阳合伙人”打造中国之最

种植户端上“绿饭碗”

以产
立市

编者按

□南阳观察记者 李 铮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袁永强

“自2009年进驻南阳市新能源产业集
聚区，汇博公司几乎是跨越式前进！”暮秋
时节,南阳市汇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长朱天钢“热气腾腾”的开场白让人振奋。

2000年，27岁的朱天钢还是一个小推
销员，大街小巷推销烧伤软膏，但他有一个
大胆的设想，就是成立自己的公司，打响中
国疤痕修复第一品牌。同年，他同几个朋
友演绎起了“中国合伙人”的创业梦想，南
阳市汇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2009年，对我和公司来说都是机遇与挑战
并存的一年，面对宛城区良好的投资环境
和公司亟须扩展的需要，我们决定把公司
迁入南阳市新能源产业集聚区。”

朱天钢说，经过5年的发展，公司从原
来的伤口护理领域，逐渐扩大到疤痕修
复、骨科耗材、儿科理疗及临床营养五大
类二十多个产品。2011年，南阳市医用高
分子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该公司正
式挂牌成立，汇博生物从此迈入了自主研
发、自主创新的产业升级之路。南阳市汇
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积极寻求对外合作，
先后与德国BSN Medical、德国麦氏大药
厂等洽谈合作项目，共同开发国际市场。

“更激动人心的是，今年4月份，河南
省创面修复与疤痕防治材料研究院士工
作站在汇博生物开工建设，将为社会创造
出更具价值的医用生物敷料产品。”谈及
公司未来，朱天钢信心百倍，他说：“作为
南阳首发上市重点后备企业，我们努力将
汇博生物倾力打造成中国最专业的医用
高分子敷料生产基地！”

产业兴则城市兴
产业强则城市强

纵观城市发展规律，以产立城
是南阳提升城市首位度和辐射力
的必然选择。城市的发展，就是在
比拼和竞争中前行，竞争和比拼的
核心即为经济产业结构和规模。
南阳以产立城的定位是对城市化
趋势的科学把握，又体现了对区域
竞争挑战的积极应对。以产立城
一方面依靠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
城市化，是顺势而为的务实定位；
另一方面依靠产业集聚带动人口
集聚和城市发展，是乘风破浪的奋
进定位。观念决定方向，思路决定
出路，胸怀决定规模——南阳以产
业集聚“龙腾计划”、项目带动“龙
头计划”、做强三产“雁阵计划”等
一系列决策，体现了一座城市的抱
负，坚定了一座城市的方向，指明
了一座城市的出路，彰显了一座城
市的蓝图！

(南阳发展战略研究院 张耀一)

唐河脱毒红薯
卖上鲜果价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刁良梓 通讯员
金少庚 孙明哲）“每市斤红薯零售价卖到 1
块多，俺这土红薯卖上了鲜果价！”11 月 3
日，唐河县城郊乡权庄村种植大户冯家昌
说。

眼下，正值深秋时节，唐河县的“脱毒红
薯”不仅成为农贸市场的“香饽饽”，在唐河
县城近百个“脱毒红薯”市场里，车来车往，
一车车鲜薯运往上海、武汉等国内一线城
市。

唐河是全国粮棉油生产大县，但也有一
少部分岗丘薄地素来种粮不高产，旱涝少收
成。早在1996年，一部分有头脑的农民就开
始带头租赁或承包这些荒岗薄地，从中科院
引进“脱毒红薯”种苗进行培育实验和生产
推广。

据了解，目前，唐河已有 300多家种植
“脱毒红薯”专业大户，种植面积 20万亩，共
推广更新适应唐河种植的新品种30多个，品
种改良率达 100%。苏薯、秦薯 4号等抗旱、
耐涝、市场前景好的科技型、市场型、食用型
新品种纷纷落户唐河。种植过程中，种植大
户利用各种营销手段推介自己的产品，占据
了一席之地。其中，仅城郊乡涌现出的种
植、营销、保鲜、储存一体化经营的红薯大户
达20多家。围绕这一产业，依托各类合作社
新发展脱毒红薯经济服务组织70多家。

据唐河县农业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经
过近几年的努力唐河县的“脱毒红薯”，逐步
形成了“种销一体化、品种更新化、市场推动
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当地群众经济收
入的稳定来源。

以水
兴市

■ 储量、亩均及人均水量居河

南省前列：南阳水资源总量68.43亿立方
米，全市水域面积1989.3平方公里，储量、
亩均及人均水量居河南省前列。

■ 水利风景区总量居全省之

首：全市现有大中小型水库494座，建成4
处国家级、12 处省级水利风景区，水利风
景区总量居全省之首。

■ 北方水城 三水绕城：白河中
心城区段已建5级橡胶坝，形成连续水面27
公里、水域面积17平方公里，城区周边有7座
大中型水库，8条内河穿城而过，白河国家湿

地公园、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鸭河口大型
灌区白桐干渠三条水带组成环城水系格局。

■ 14公里城市滨水绿色长廊：
国内综合规模最大的白河零级橡胶坝，形
成蓄水2700万立方米的人工湖，治理后的
邕河形成14公里城市滨水绿色长廊。

■“亚洲第一”丹江口：境内西
南部建有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的
丹江口水库，是亚洲第一大人工淡水湖、国
家一级水源保护区、中国重要的湿地保护
区、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区，其52%的水域
面积位于南阳市境内，其渠首取水口位于
南阳市淅川县陶岔村。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夏季风

农民的喜悦，莫过于一年的丰收。
说起今年核桃大丰收，淅川县滔河乡

核桃种植大户韩银祥笑得最灿烂：“喜看
荒坡披绿变‘宝山’，家家户户不仅鼓了腰
包，还为库区建起一道绿色屏障。”

白杨坪村是淅川县滔河乡一个偏远深
山村,经济发展缓慢。2011年,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南阳段开工建设,保水质成为渠首
的首要使命，倒逼淅川加快绿色转型。白
杨坪村紧抓“水”机遇，按照全县“经济生
态化、生态经济化”的工作思路，加快农业
结构调整，让群众逐步实现致富梦。

2010年初，已到不惑之年的韩银祥经
过反复思想斗争，决定承包白杨坪村的荒
山荒坡，种植核桃树。在试种阶段，淅川
县林业部门技术人员深入到田间地头，为
种植户提供技术培训、指导和服务，并广
泛推广核桃无公害高效生产技术等科技
知识。很快，韩银祥掌握了核桃种植技
术，家庭收入节节攀升。

在韩银祥嘴里，人们常常听他念叨的
是：“个人富不是富，全村富才是富。”2012
年起，韩银祥组建了南水北调中线渠首农
民核桃专业合作社，为核桃种植户提供技
术和产销服务。如今，在他的带领下，白
杨坪村已种植薄壳核桃 6500亩，建起集
脱皮、烘干、销售为一体的核桃加工基地，
家家户户端上了“绿饭碗”。

生命之源
生产之要
生态之基

水与魅力之城有不解之缘。
放眼中外，但凡水城一定会备受世
人青睐。且不谈国外的威尼斯和国
内的苏杭这些因水而名的大都市，
即便是那些让人魂牵梦绕、百游不
厌的丽江古城、周庄镇、乌镇等，也
都是因水而兴的。正如穆为民先生
所讲：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
态之基。

南阳城是一座有水之城，多条
河流穿城而过，从不同地段汇入环
绕南阳半个城的母亲河——白河。
今天的人们更渴望与水为邻，水已
经成为一座城市在人们心中的灵性
所在。有水的城市才有吸引力，南
阳市委市政府提出“以水兴城”，正
是南阳人多年的期盼，它印证了今
天的南阳领导者在发展理念和发展
方式上的前瞻性和对民生问题的高
度重视，相信有市委市政府的正确
领导，未来南阳将是一个既具有现
代气息又具有生态之优的幸福水城
和美丽家园。

（南阳市政协副主席，南阳师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赵秀
玲）

南阳市地形地貌及河流水系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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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刁良梓 通讯员
杨银鹏 张林）为万里茶道申遗鼓与呼。10
月29日，“万里茶道与中国赊店”研讨会在京
举行。同时举办的，还有《万里茶道与中国
赊店》一书的首发式。

“万里茶道”始于17世纪，是一条繁荣了
两个半世纪的国际古通道，历经中、蒙、俄三
国 230多个城市，全长 1.3万公里，是继举世
闻名的丝绸之路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又一
条国际贸易通道。

赊店镇是明清时期驰名全国的商埠重
镇、中原四大商业重镇之一、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赊店古城三面环河，潘、赵二水环绕
如带，二水合流后入唐河，汇汉水，直通汉
口，成为南船北马、总集百货的“万里茶道”
上的重要水陆中转站，河南首家生态(社区)
博物馆。

2013年9月13日，闽、赣、湘、鄂、豫、晋、
冀、蒙8省区专家学者齐聚赊店古镇，达成了

“万里茶道”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赊店共
识》。今年10月25日，由武汉市人民政府和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联合主办的“中俄万里茶
道研讨会”上，社旗县与茶道沿线 20多座城
市的市（县）长，共同签署了中俄“万里茶道”
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武汉共识》，标志着

“万里茶道”申遗工作已由民间组织上升到
国家层面，“万里茶道”复兴工程又向前迈出
了关键一步。

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会长、中华文化
促进会“万里茶道”协作体副主席邓九刚认
为，此次研讨会对推进中蒙俄“万里茶道”文
化旅游产业联盟建设，推动沿线城市联合申
遗，借助于“万里茶道”中枢这一世界历史文
化价值品牌，叫响赊店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社旗县县委书记余广东认为，赊店镇作
为“万里茶道”重要中转站和节点城市之一，
要与沿线城市共同打造“万里茶道”经济带。

“万里茶道”申遗
迈出关键一步

南阳探索高效生态
绿色崛起新路径

本报讯（通讯员贾林伟 孟新生）10月
29日，南阳市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
村现场会在方城县召开。南阳市委书记穆
为民说，全市各地要认真学习“方城实践”，
以保住房安全、保饮水安全，净化环境、硬化
道路、美化村庄“两保三化”为重点，加快转
变发展模式，努力为高效生态、绿色崛起探
索新路径。

会议要求，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
乡村必须统筹处理好四大关系。一是处理
好“必须干”与“科学干”的关系。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就是“必须干”的事情，要把美丽中
国体现在广袤的农村天地里。在实现这个
目标时必须“科学干”，科学规划一步到位，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统筹兼顾持续推进。二
是处理好“治标”与“治本”的关系。近期抓
好环境综合整治，长远抓好产业发展、农民
增收，把强村富民贯穿到美丽乡村建设当中
去，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三是处理好人与
环境的关系。在做好“两保三化”工作的同
时突出以人为本，培育精神文明之花，完善
服务网络体系，创建党员干部战斗堡垒。四
是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突出传统文
化特别是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利用，巩固新
农村建设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丰硕成果，
突破瓶颈，勇于创新，切忌“穿着新鞋走老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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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的燃料乙醇生产基地——河南天冠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白金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