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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 2009 年 7 月 28 日，在喧天
的锣鼓和齐鸣的礼炮声中，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郑州段开工仪式在郑州
市管城区十八里河镇王垌村的施工
现场举行。南水北调中线河南郑州
段工程开工建设，标志着中线黄河
以南工程建设进入新阶段。

作为郑州段开工仪式所在地的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管城回族区段全
长 12.08公里，干渠底宽 17米，上口宽
71米，水深 7米。始于南曹乡大湖村，
经毕河村、席村、刘德城村、苏庄村、

十八里河镇十八里河村、小李庄村、
王垌村、站马屯村、柴郭村十个行政
村，十八个自然村，流入二七区贾砦。

干渠总占地面积 8742.391 亩，
其中永久性占地 3329.661 亩，临时
性占地 5412.73 亩。拆迁面积 43634
平方米，需安置村民 15 户，占压工业
企业 2 家，小学 1 所，工商户 5 户，副
业 24 户。征迁工作开展以来，该区
南水北调办公室根据市、区精神，结
合实际，周密安排，制定措施，落实
政策，强力攻坚，前期征迁工作已按
照上级要求的时间节点顺利完成。

干渠沿线建设有京广铁路桥一
座，中州大道、南三环、豫 04等公路桥

11座、生产桥10座，标志性建筑物3个：
潮河倒虹吸、魏河倒虹吸、十八里河倒
虹吸。十八里河倒虹吸是整个南水北
调郑州段建设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
的倒虹吸工程，该闸墩部位结构复杂，
施工难度大，是制约倒虹吸工程整体施
工的关键部位。施工方抓质量、抢进
度，保障了该项工程的顺利建设。

自 2010 年以来，管城回族区南
水北调办公室相继被评为“河南省
2012 年度南水北调系统先进集体”、

“河南省 2013 年度南水北调征地移
民工作先进单位”、“郑州市 2010 年
度南水北调征地拆迁移民安置优秀
单位”、“郑州市 2011 年度南水北调

干渠征迁工作先进单位”、“郑州市
2011 年度南水北调移民征迁资金管
理工作先进单位”、“郑州市 2012 年
度南水北调干渠征迁工作先进单
位”、“郑州市 2013 年度南水北调工
作优秀单位”等荣誉。

管城回族区历史悠久，人才辈
出，早在 3500 年前，这里就是商城的
都邑——亳都。在南水北调中线管
城区段沿线有古遗址、古墓葬等不

可移动文物点 23 处。自 2010 年 8 月
至今，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文物局对
这些文物点进行日常巡护，并对文
物遗迹展开抢救性清理工作。

不仅如此，管城回族区依托南水
北调工程，正在全力探索一条以《郑州
市管城回族区十八里河镇、南曹乡总
体规划（2012~2030年）》为蓝本的，集
综合服务、商业聚集、高端住宅、休闲
娱乐等为一体的“新商都”建设之路。

在巩义市新中镇灵官殿村，一提
起张太保老人的孙子媳妇、全镇孝老爱
亲模范杜远玲，村民们都会伸出大拇指
赞不绝口，都说张太保夫妇娶了一个孝
顺贤惠的好孙子媳妇，真有福气！

张太保是个退休工人，今年已
84 岁，儿子张进才年幼时，在铁路边
玩耍，不幸被飞驰过来的火车压断
了右臂，成了独臂残疾人，后来好不
容易娶了一个妻子，生下一个儿子
后，妻子受不了残疾家庭的苦难生
活，儿子两岁时抛弃了残疾的丈夫
和幼小的儿子离家出走。至此张进
才以残疾之身又当爹，又当妈，在母
亲的帮助下辛辛苦苦把儿子抚养成
人。2002 年家住杞县的杜远玲和张
进才的儿子结婚，走进了这个不幸
苦难的家庭，替公公担起了全部家
务，成了这个家庭的顶梁柱。

张太保在义马煤矿退休后，开始
在矿上生活，后来 70多岁的张太保和
妻子赵金锁都是体弱多病已到了需
要人伺候的时候，回到老家灵官殿养
老。2003 年孙子媳妇杜远玲又生了
一个儿子，她在家做饭、照料孩子、农
忙下地干活，每天还得照顾爷爷奶奶
的 生 活 起 居 。 屋 漏 偏 逢 连 阴 雨 。
2005 年奶奶赵金锁突然患脑中风瘫
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且舌头失去
神经支配，不会活动，不会说话，连吃
饭都不会卷曲下咽。杜远玲每天三
顿饭都得亲手用小勺一勺一勺把饭

送进奶奶的舌头里边才能咽下去。
奶奶长期卧床不活动，她每天给奶奶
翻身、洗脸、擦身子、换洗衣服、打扫
室内卫生。奶奶大便干结，解不下
来，她经常用手把大便一块一块抠出
来。结婚后，杜远玲整整伺候了奶奶
三年多，2008 年奶奶病逝，本该轻松
一下的杜远玲又挑起了伺候爷爷张
太保的重担。2010年，爷爷张太保也
因脑中风半身不遂，失去自理能力。
她除了给爷爷喂饭、洗脸，还得帮爷
爷解手，端屎倒尿。有时爷爷一糊
涂，就不能自控，乱拉乱尿，每天不停

地给爷爷换内裤，洗尿布，翻晒被褥，
从不让爷爷睡湿被褥，穿脏衣服。晴
朗天，她经常把爷爷扶到轮椅上，推
到外边晒太阳。她辛辛苦苦无微不
至地把爷爷伺候得精神矍铄，面色红
润，吃得胖乎乎的，和一般健康老人
一样，让人惊诧不已。

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困难，杜远玲
农闲时把爷爷和孩子托付给丈夫和公
公，自己去新疆摘棉花挣钱养家。最
近她和丈夫又干起了卖服装的小生
意，为了不影响照顾爷爷，她每天早上
四五点钟就起来做饭，给爷爷喂了饭，

自己再去赶集。晚上回来再给爷爷公
公做饭，天天如此，毫无怨言，她伺候
爷爷已五年时间，从没给爷爷高腔说
过话，总是温柔体贴地安慰，逗爷爷高
兴，让爷爷心情舒畅。公公张进才在
村里经常自豪地夸杜远玲：“我的人生
不幸，但老天让我娶了一个孝顺贤惠
的好儿媳妇，我真满足了！”

这几年巩义市坚持开展孝老爱
亲社会养老评模活动，杜远玲连年
在村、镇被干部群众推荐评为孝老
爱亲模范孙子媳妇。当人们问起她
为什么对爷爷奶奶那么孝顺时，她
说，我从小就受爹娘的教育影响，我
妈就是村里有名的孝顺媳妇。况且
我丈夫从小失去母亲，是靠爷爷奶
奶和公公养大的，我没有婆婆，伺候
他们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只当我是
替婆婆尽孝的。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杨 凌）近日，记者从河南花花牛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获悉，在刚刚落幕的 2014 中国中部国际
农博会上，“花花牛”喜获“中国中部最受消费者喜爱农产品
品牌”称号。

据悉，本届博览会不仅吸引了 300 多个国家级、省级龙
头企业，以及国内三十多个省市参会参展，美国等欧美农业
发达国家使节也齐聚湖南。经农博会组委会精心遴选，30
家在中部六省口碑优良，深受广大消费者认可，代表了中国
现代农业发展方向的农产品品牌被授予“中国中部最受消
费者喜爱的农产品”品牌奖。其中，河南花花牛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的“花花牛”品牌以其在乳制品产品中的突出优势荣
获该奖。

诞生于 1994 年的“花花牛”拥有源源乳业、瑞亚牧业等
七个规模化奶牛养殖场，一个饲料加工厂和马寨、郑州、新
郑三个乳品加工基地，已成为目前河南最大的乳品生产企
业，其酸牛奶产品在河南省市场占有率达 70%以上，爱克林
系列产品日均销售 60 吨，排名全国第一。从零污染牧场奶
源采集，到高科技产品研发与加工，再到严格质检标准控
制，花花牛以其安全放心的产品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和信
赖。

今年，企业又在郑州市马寨产业集聚区投资 12 亿元兴
建了花花牛产业园，该园是河南省政府重点项目，是集现代
乳品精深加工、仓储物流、展示展销、信息服务等功能于一
体的高科技、现代化、国际化新型产业园区，达产后可实现
年产 40 万吨乳品，年销售收入约 36 亿元，增加当地税收逾
亿元。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李 林）11 月 26 日，郑州市 2014
年农村青年扶贫致富带头人培训班在中牟县弘亿国际农业
高新产业园开班。“培训班旨在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
经营的新型农村青年，引导和帮助青年扶贫致富带头人进
行互补性学习和系统性学习，从而带动并引领更多的群众
脱贫致富。”共青团郑州市委青农部部长许卫超介绍。

培训内容主要围绕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解读、产业
发展动态与农业新技术、农业与农业标准化、农业实用技
术、农产品市场营销及电子商务等专题展开。除邀请实践
经验丰富的农业专家授课外，还邀请了农业创业成功人士
与大家进行面对面交流讨论。并特意安排了创业经验交流
会和联欢晚会等活动，方便各地学员相互交流沟通。

来自中牟狼城岗镇瓦坡村温室蔬菜大棚种植户张宝超
说：“这次培训举办得非常及时，安排的内容非常实用，我们
将认真聆听专家的授课，在今后的种植中充分运用所学知
识，并把学到的知识传授给村里的种植户，帮他们提高种、
产、销水平，改变我们村的经济条件，带领大家伙一起致
富。”

当天，来自郑州市各县（市、区）的 300 名青年扶贫致富
带头人将在这里参加为期五天的集中培训。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李 林 通讯员李绍光 张 鹏）
近日，投资 10 亿元的万力仓储物流项目，在新密市产业集
聚区开工建设。截至目前，该集聚区在建亿元以上项目达
到 26 个，总投资 475 亿元。这是新密市委、市政府提出“融
入郑州、对接空港，着力打造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思路以来
呈现出的良好态势。这些项目对于促进新密产业升级有着
积极意义，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曾经以拥有众多煤炭、造纸、建材等传统资源型企业著
称的新密市，在当前经济转型的浪潮中倍感压力。如何在
市场竞争中保持工业经济长态发展？该市审时度势提出了

“融入郑州，对接空港，着力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思
路，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带动全市经济发展。

新密市产业集聚区突出发展环保装备产业，与浙江大
学等高等院校开展战略合作，规划建设特色园，建成了康宁
特环保装备、信达环保科技、众英环保、工信华鑫等一批大
企业，初步形成了以大气、水、电子垃圾治理为重点的比较
完整的产业体系，近期被省政府授予——星级集聚区。

产业集聚区成为新密工业企业的孵化器，一大批项目
纷纷入驻，壮大了全市经济实力。集聚区彻底改变了新密
资源型为主的一元式产业结构，初步形成了装备制造、新型
耐材、物流、服装等多元化产业格局，促进了全市社会经济
健康快速发展。

商界精英共谋郑州国际商都发展之路

“我们对郑州的未来发展充满
信心。”香港金马凯旋集团董事长肖
凯旋先生说，这是金马凯旋入驻中
原三年来，通过亲历沉淀得出的深
切感受。

他说，以郑州市和武汉市两个城
市比较，三年前我们在武汉的定位是
2000 多亩地 260 万平方米的家居产
业中心，而在郑州最少要达到 380 万
平方米的规模，投资额要达到 260 亿
元，集团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国 际 上 有 一 个 资 金 源 转 移 法
则，大概分三个部分，第一个就叫
资金源要向交通枢纽便捷的区域
转移，大家知道郑州的交通枢纽在
全国独一无二，特别是郑州市与省
内城市群间的交通都非常便捷，所
以资金源要向交通枢纽便捷的区
域转移。第二资金源要向人口密
集的区位转移，武汉市的人口比郑
州市人口多，但是湖北省的人口比
河南省的人口少 4000 万。所以郑
州 资 金 源 的 转 移 优 势 非 常 明 显 。
第三个法则就是资金要向产业聚

集的中心转移，所以目前武汉市的
城市收益是整个湖北省的一半，湖
北省除了武汉市以外缺乏其他城
市的支撑，但河南不同，河南的郑
州市和武汉市比较有落差，但以郑
州为圆点放眼整个河南省，全省拥
有 7 亿元的消费能力，河南整体的
GDP 要比湖北高出许多。所以，资
金源要向郑州转移。

“立足郑州，辐射全省，面向全
国，这是商家必然的选择，谁选择
了，谁一定会成功!”肖凯旋先生说，

“还想强调的是，资源要向政策中心
转移，目前郑州正在进行 177 个市场
外迁，这是一次商贸革命，这是一次
商业资源二次整合的机遇，企业要
跟随政府政策抢滩先机，所以郑州
市发展大枢纽、大物流、大产业很符
合金马凯旋集团既定的承接广东产
业转移，承接郑州市外的家居产业
的 转 移 ，打 造 家 居 全 产 业 链 的 方
略。所以我认为郑州市的手笔非常
大，河南省的手笔也非常大，我对未
来前景非常看好！”

法国圣戈班集团亚太区副总裁聂文江先生
认为，准确定位是郑州未来发展的“催化剂”。

“第一，圣戈班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建材公
司，它的总部在巴黎，但是在全球 64 个国家有
我们的实体企业。第二，它是欧洲最大的建
材分销商，也是全球排名第三的建材商。第
三，这家公司是一家非常古老的公司，到明年
我们就要庆祝圣戈班 350 周年，这家公司是法
国路易十四国王创立的，它是以生产建材为
主的公司，而且从建立到现在主业一直没有
变，这也是在建材行业非常成功的公司。”聂
文江说，“目前，我们在中国有 54 家企业，而且
我们同时做很多建材贸易，仅建材出口每年
是几十个亿的人民币。因此我们对郑州兴趣
非常大，因为他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包括中
原地区本身的消费能力和它作为物流的集散

地这样一个特殊位置。”
拥有特色就能做强做大，义乌就是这样，把

小商品做得全球知名，全球的小商品采购商全
年住在义乌采购，由商业代替产业，这是一个典
型的例子。把郑州打造成国际商都，首先要打
造出特色，比如绿色环保建筑材料，从郑州可以
辐射全国，形成一个真正的品牌。“就是说你要
寻求最新的技术、最新的产品，绿色节能环保
的，那你就要到郑州去，这一点非常重要。”聂文
江说，他们可以把国内最好的产品通过郑州这
个集散地辐射到国外，类似于义乌一样，如果把
这种双向的流动平台搭建起来，包括其他的金
融服务、网络平台等，就可以把郑州作为绿色节
能建材的特色品牌树起来。

“市场外迁给郑州的发展提供了这样的机
遇。”聂文江说。

百荣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商
业总裁徐国朱先生认为，“借力发
力”，郑州需要通过现代互联网助跑
国际商贸城发展。

他说，首先河南是第一人口大
省，这一点非常重要，做商业的没有
人流就不可能有物流，所以百荣之
所以从北京来到郑州也是看重河南
有很多人和资源。第二是郑州具有
非常好的区位优势，而且还有非常
深厚的商业文化底蕴，郑州上世纪
90 年代的商战闻名全国，正因为河
南有着丰富的商业文化底蕴才带动
商业的发展，改革开放 30 年来给郑
州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这一点与
百荣做商业的前瞻性有浓浓的文化
底蕴是有关系的。第三是后发优
势，河南过去是欠发达地区，随着沿
海区域的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会放缓
发展，而河南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后
发优势要超过沿海的优势，所以根
据这几点就坚定了百荣在郑投资的
信心。

未来郑州国际化的商都怎么建
设？站在企业角度考虑，首先必须
顺应新时代的要求。大家知道批发

市场这个行业从亚细亚商战到火车
站周边商圈的兴起，在整个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带有一定
自发性的火车站商圈确实为郑州、
河南商贸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比如说丰富了大家物质的需求，带
动了就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今
天的火车站商圈还肩负着历史使
命，但是必须看到三十年前到今天
经过了很多阶段，硬件设施已经跟
不上现在的发展了，所以硬件设施
必须改进，交通拥挤现象也必须得
到改善，更重要的是业态要重新洗
牌。大家去火车站满眼看到的都是
商业，没有休闲，没有娱乐，这跟当
前的发展形势不匹配，现在的商业
是 O2O 模式，线上消费，线下体验，
注重休闲，注重娱乐，注重配套，所
以整个郑州的批发市场和河南的批
发市场没有休闲和娱乐，大家都只
注重短期的效益。

“目前郑州市场大举外迁，百荣
作为重要的承接地之一，也在利用
O2O 模式发展商业新模式，我们有
信心带动新的商贸发展高潮。”徐国
朱说。

郑州打造国际商都优势突出

借力O2O快速发展国际商贸城

突出特色找准定位实现快速发展

好 媳 妇 杜 远 玲
□本报通讯员 王荣安

继承与发展“商都”文明的脉络
——南水北调郑州段各县（市、区）工作纪实之管城回族区

□郑州观察记者 李 林 曹 磊
本报通讯员 刘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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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牛喜获“中国中部最
受消费者喜爱农产品”

青年扶贫致富带头人
集体“取经”

新密产业集聚区
助推产业升级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吴仲怡）为推动
畅通郑州工程和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提升全民文明交通素
质，改善市居环境，11 月 27 日，郑州市城市交通秩序综合治
理“百日行动”指挥部依法清理取缔占道经营专项行动组出
动执法人员 960 多人，在全市范围设立的 28 个宣传点同时
开展宣传活动，以引导市民、商户、流动商贩自觉参与整治
工作。

依法清理取缔占道经营专项行动，是郑州市委、市政府
开展的城市交通秩序综合治理“百日行动”中六个专项行动
之一。本次整治专项活动将分三个阶段，在全市范围对突
出店外经营、机动车（含农用车）占道经营、主次干道流动商
贩和背街小巷大部分流动商贩占道经营进行依法取缔。

郑州市城管局执法管理处处长邵可介绍，“为更好地解
决占道机动车流动性大、不易清理的难题，行动组特对本次
清查对象进行了住所登记，争取在明年 2 月 15 日前完成全
部清理工作，努力为市民提供一个良好的出行环境。”

清理占道经营
畅通市民出行

新闻速递新闻速递

今天，全球客流、物流、金融流、文化流、信息流在郑州航空港激荡喷
涌，郑州正处于新一轮的大建设、大发展阶段。作为建设郑州国际商都的
新支点，郑州实施批发市场外迁工程两年后，正在步入深化区，主城区将
有 177家专业市场实施外迁，直达项目承接地。

打造新商都是新形势下郑州发展的新追求，香港金马凯旋集团董事
长、法国圣戈班集团亚太区副总裁、百荣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商业总裁
等商界精英共聚中原，为郑州发展国际商都之路出谋献策。

□郑州观察记者 李 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