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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 日一早，信阳圆创磁电
科技有限公司门口就聚集了许多
提着行李的姑娘。记者上前打听，
原来是来上班的新工人。门卫告
诉记者，这几天厂门口可热闹了，
前来应聘上班的一拨接一拨。

在该公司办公室，来自台湾的
总经理戴春华对记者说，公司正月
初七就开工了。没办法，订单催得
紧啊，已经排到明年了。现在公司
每年的产值都接近 2 亿元，利润年
年都在增加，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信阳便利的交通和充足的劳动力，
春节期间，信阳举办的几场大型招
聘会，公司招到不少优秀员工。

一路之隔，信阳市陆骐电子
有限公司的无尘车间里，视频影
像模组生产正有序进行。这种高
精尖的产品主要应用于网络高清
摄像系统、自动泊车系统、无人飞

机视频应用系统等。该公司总经
理卫振华介绍，公司正月初九开
工，一季度争取创造 4000 万元的
产值。

在天扬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透过无尘车间的玻璃窗，记者看
到，工人们正全神贯注检查流水
线上的每一件产品。该公司经理
告诉记者，车间全天恒温恒湿，主
要 生 产 TFT-LCD 液 晶 模 组 。 从
正月初六开始，公司领导以及核
心技术团队就已经在忙碌了，现
在 11 条生产线满负荷开启，订单
已排到了今秋。

信阳电子信息产业园负责人
熊开程告诉记者，今年一开年，产
业园就进入了“旺季”。 产业园
60 多家企业九成以上早早开工，
这在往年是不多见的。信阳轻除
夕重十五，不过十五不算过年，随
着大量外地企业入驻信阳，这种习
惯也被打破了，这两天企业都进入
了紧张、忙碌的生产状态。③12

3月 2日，来自中西部最大的花
卉集散中心陈砦双桥花卉基地的统
计显示：今年年宵花蝴蝶兰、杜鹃等
家常花木销售量达 154 万盆，同比
增加 30.17%；绿萝等绿植销售量
63.9 万盆，同比增加 9.2%；榕树盆
景、澳洲杉等相对高大上的花卉销
售19.75万盆，同比减少15%。

“从花木品种结构和销量数据
对比来看，经过几年种植结构调
整，压缩高大上花卉种植，增加适
合平民消费的仙人球、小盆栽等，
家常花卉已占主流。”郑州陈砦花
卉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占芳
说，2014 年小型盆花销售量增加
了约 30%。

在陈砦花卉郑汴路店“喜盈
盈”摊位，含苞待放的四季海棠映
红了花老板毛俊杰的笑脸：“没想

到春节销量能这么好，别看海棠一
盆不过几十元，架不住买的人多，
竟比平时多卖了三分之二，最高一
天销售了 5000 多元！”

在陈砦双桥花卉基地，记者看
到，放下高贵“身段”的蝴蝶兰、凤
梨、大花蕙兰价格也不过百十元，
杜鹃、海棠、长寿菊等家常草木花
卉和多肉植物、小盆绿植随处可
见，而千元以上的盆栽在一片“平
价花海”中只是零星点缀。基地门
外，停放着山西、河北、安徽等周边
省份牌照的多辆货车。“每天来往
的进货车辆有 200 多台，货车数量
和 销 售 额 均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约
20%。”基地相关负责人田小光说。

用鲜花绿植装点居室、馈赠
亲友正成为时尚。“土豪气”淡了，

“家常味”浓了，迎合普通居民消
费喜好，花卉市场营销也在谋“蝶
变”。③10

豫南春来早
招工开工忙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李雁峰

数里看“花”营销“蝶变”

“土豪气”淡了
“家常味”浓了

□本报记者 杜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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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杜 君）3 月 2 日，我省
正式启动春季林业生产督查，即日起至 4
月 6日，省林业厅 9个督查组将分赴 18个
省辖市和 10 个省直管县，督促检查指导
春季造林、森林抚育等工作进度和质量。

据介绍，此次督查调研的主要内容
包括林业重点工程建设情况、森林抚育
开展情况、全民义务植树组织进展情况
以及森林防火、森林病虫害防治等各项
措施落实情况。同时，督查组将走访群
众，掌握第一手资料。对典型将加以推
广，对行动迟缓、造林和抚育质量低、对
防火工作重视不够的县（市、区）、国有林
场即令整改，限期完善。③11

动动手指，敲敲键盘，就能赚钱。2
月 27 日，记者在家乡汤阴县发现，利用
互联网平台售卖农产品，已日渐成为农
民创收的新手段。

“今年的春节都没怎么走亲戚，一
直忙着在网上收订单、发年货。”24 岁的
张帅一边笑着说，一边派送手里的包裹。

在一间 20平方米的仓库内，四组货
架上摆有上千瓶蜂蜜，种类繁多，包装精
美。有枣花蜜、槐花蜜和荊条蜜，还有张
帅用蜂蜜自制的唇膏、护手霜等。

张帅家住汤阴县韩庄镇大光村，毕
业于上海应用技术学院。2014 年 4 月，
他毅然放弃了上海的高薪工作回了家
乡，并告诉父亲张海国，他准备在农村干
一番事业，就是在网上卖自家的蜂蜜。

张海国是老一辈的养蜂人。他从
15 岁就开始养蜂，但一直都是采用沿街

吆喝等传统方式卖蜂蜜。听了儿
子的打算后，他心里一阵嘀

咕:“网上卖蜂蜜，能靠谱
吗？有我走街串巷

卖得多吗？”
于是，在怎么卖蜂蜜问题上，父子

俩暗地里进行了一场较量。
张帅雄心勃勃，先在网上开了一家

淘宝店。起初，销售惨淡，连着好几天
都没一张订单。一旁的张海国嘿嘿直
笑:“看吧，不中！还是我的土法子行。”
张帅不服，他在心里说:等着瞧吧！

此后，张帅不断地在网上查找资
料，了解顾客需求，甚至报过一个学费
2000 多元的网络营销学习班，又相继开
拓微博、微信等售卖平台，并自创蜂蜜
服务网聚拢顾客。一个月后，张帅平均
每天收到 20 多张订单，一个月就卖了
500 多瓶蜂蜜。去年“双十一”活动时生
意更火，一天就收到 100 多张订单。“现
在一个月能赚 1 万多，以前一整年也不
过 2 万的收入。”看着一叠叠厚厚的快
递单，连张海国也笑得合不拢嘴，以前
用来卖货的老物件也丢掉了。

“目前，物流成本还是有点高。新
的一年，我想把家里的小仓库扩大成一
个小工厂，实现批量派发、薄利多销。”
张帅满怀期待地说。③12

本报讯（记者李 铮 通讯员董振万）
3 月 3 日，记者在方城县农村发现，广大
农民用 Wi-Fi 上网学习、寻找致富信息
成为一种新时尚。

“想了解最新致富信息，上网一点啥
都有！”在该县杨楼镇范店村的“养羊大
王”李笑生正在用手机连接着 Wi-Fi 学习
养羊技术。网上查不到的技术，他就随时
拿出手机上网向群友求教。家住券桥乡
的孙中振在拥有 Wi-Fi 信号全覆盖的蔬
菜大棚内，正拿着手机对着自家种的草莓
一通狂拍。为拓宽销售渠道，孙中振利用
新媒体做营销，在棚内随时用手机上网接
订单，将种植的草莓发往全国各地。③6

本报讯 （记者党文民）3 月 3 日，省
农业气象服务中心专家提醒，此时，要注
意浇好返青水，积极防治小麦病虫害。

根据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本周
我省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周平均气
温较常年同期偏低，但全省大部土壤墒情
适宜，对冬小麦返青生长较为有利。

专家提醒，各地的田间管理应以中
耕松土为主，达到除草通气，增温保墒的
目的，合理进行水肥管理，也要注意控制
旺苗的生长。同时，返青期也是小麦病
虫草害防治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小麦纹
枯病的防治最佳时期，各地应在适宜的
天气条件下及时开展防治工作。③12

本报讯 （记者马禄祯 通讯员牛明
远）3 月 3 日上午，记者在舞钢市垭口街
道老市场“饭店一条街”看到，两位技术
人员正在为“陈记兰州拉面馆”后墙上
的烟囱安装油烟净化器。

据舞钢市环保局局长胡东涛介绍，厨
房中燃料燃烧和油脂加热所形成的油烟
气体对人体有严重危害。该市环保局实
行承包责任制，主动上门宣传油烟的危害
及应负的法律责任，由餐饮单位负责人自
行购买、自行安装通过相关认证的油烟净
化器。目前，舞钢市 90 多家中型以上餐
饮企业及在市民居住密集区的餐饮个体
户全部安装了高效油烟净化器。③7

我省春季林业
生产督查启动

Wi-Fi走俏乡村
拓宽致富路

浇好返青水
防治小麦病虫害

舞钢90多家餐企
安上油烟净化器

大学生返乡创业“尝甜头”
□本报记者 冯军福

▲3月1日，由清丰县高堡乡村民自发
组建的秧歌舞蹈队走上街头，表演节目。
春节期间，该县各村“草根文艺队”让往日宁
静的村庄变得喜庆、热闹。⑤3

刘志洋 唐 涛 摄

◀3月3日，汝阳县实验小学举办2015
年花灯展。全校师生制作了 3000余
盏花灯挂在教学楼前，喜迎元宵
节。⑤3 康红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