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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 日，在南召县太山庙乡见到赵
昭，她正在牛棚里忙碌着准备迎接秋季
将要到来的小牛。

“受夏季高温影响，牛的体重总是不
升反降，并且容易生病，所以我们放弃在
夏季引进小牛。”这个皮肤黝黑、看起来瘦
弱的姑娘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养牛经。

1984 年出生的赵昭，2006 年从河南
工业大学艺术设计专业毕业，在郑州从
事家装建材工作。

“我妈老说我是‘地黄瓜’的命，不
安分爱折腾，2008 年我和丈夫决定回乡
创业。”赵昭说，从小她就知道南阳有养
牛的传统，可是在外求学期间她却发现
很少能够在市场上见到南阳黄牛的品
牌。从那时起，她就希望有一天能够打
造出一个响当当的南阳黄牛品牌来。

然而现实与梦想总有一定距离。

2008 年回到家乡，迎接她的是家里强烈
的反对。“十年寒窗苦读，到头来还是回
到山沟沟里养牛，还是个女孩养牛？”村
子里甚至有人讥笑：没出息，大学毕业回
来当牛倌儿，肯定找不到工作才回来的。

听到这些话，赵昭说她心里只有一
个想法：一定要养出规模，养出成绩!

在县妇联给予巾帼科技致富贷款、
县小额贷款担保中心给予大学生创业
贷款的帮助下，她和丈夫第一年租了一
小块地，盖了一排牛舍，在附近村庄陆
陆续续买了五六十头小牛和一些母牛，

豫飞优质肉牛场成立了，他们也开始了
踩着牛粪过日子的生活。

为了学习肉牛的健康养殖与疾病防
治知识，赵昭去郑州把整个图书城关于
肉牛养殖的书一样一本都买了回来，一
有空闲就看，找专业的肉牛养殖的网站
论坛，跟专家交流学习，现在一般肉牛养
殖过程中出现的小问题她都能解决。

随着养殖技术的不断提升，眼光敏
锐的赵昭意识到，要想肉牛场的规模不
断扩大，实现持续发展，她必须保障肉牛
的繁殖过程。但是经过试验她发现通过
圈养母牛来进行繁殖，成功率太低，因此
在 2012年她和丈夫果断决定在呼伦贝尔
草原租赁万亩草场进行肉牛繁殖。

目前，从存栏不足 100 头到实现同
期存栏量达 700 头，赵昭和丈夫不仅成
功证明了选择回乡创业是正确的选择，
也发展带动了 500 余户优质肉牛养殖
户，成员辐射太山庙乡、小店乡、留山
镇，成为南召县人才回归的典范。

9 月 7 日，在新野县鼎泰电子精工科
技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二期扩建工程
已经投用，200 台崭新的设备在运转，一
根根像钢钉粗细的原材料被打磨成直
径 0.1mm 的微型钻针。

作为新野县首家从事光电产业的
企业，它使新野光电产业实现了零的突
破，成为新野光电产业的开拓者，这家
公司的创始人是新野县城郊乡马营村
的王馨。

16 岁时，初中毕业的王馨，为了减
轻家里的负担，和村里同龄的女孩儿一
起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到东莞一家 PCB
微钻针企业打工。这个心灵手巧，聪明
伶俐的姑娘很快在艰辛的工作中找到
了乐趣。因为当时生产钻针的车床精
密度并不高，既要靠手与车床的操作配
合，还需要计算出钻床下行的提前量，

聪明的王馨不断地摸索和练习，很快就
掌握了其中的诀窍，成为岗位标兵，并
被提拔至管理岗位。岗位的改变，激励
她更加潜心学习和研究工艺原理，并留
心产品的市场行情，渐渐地一颗创业的
火种悄然在她的心中萌芽。

经过 9 年的实践和磨砺，1998 年，25
岁的她和兄长一起创建了一家属于自
己的公司，实现了从一个“打工妹”到创
业者的转变。在她的精心运筹下，公司
各项业务蓬勃开展起来。随着事业的
发展，她的责任也在增强。“回馈家乡，

反 哺 社 会 。”在 她 的 心 中 油 然 而 生 。
2006 年新野县东莞办事处举行新野籍
在东莞企业家的联谊和招商引资工作，
她从办事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新野
的变化，经过回乡多次考察，2008 年王
馨投资 9000 万元人民币，在新野县创办
了“新野鼎泰电子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一期工程，从事研发、生产、销售高精度
PCB 微型钻针及 PCB 辅料产品。在县乡
两级政府的帮助下，项目在用地、建设、
用工、用电和环境保护上的各种事宜得
到解决，企业顺利开工并一次性试车成
功。

目前，鼎泰已经成长为国内外知名
的微钻针供应商，其产品技术和质量已
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公司被确定为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河南省高成长型民
营企业，吸纳了新野近千名劳动力在家
门口就业。在鼎泰的引领下，已有 20 余
家光电企业在新野落地，成为新野县域
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

“人才是企业的支撑，而要想留住
人才，就必须打造好企业这个平台，栽
好梧桐树才能引凤来。”9 月 2 日，见到南
阳市汇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朱
天钢，谈及对人才的认识他如是说。

2000 年，27 岁的朱天钢还是一个小
小的烧伤软膏推销员，在推销的过程
中，他逐渐萌发了一个大胆的设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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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创
办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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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南阳市汇博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正式成立。

作为回创企业，朱天钢深深地认识
到人才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南阳
的地域和薪酬劣势是企业引进人才的
桎梏，甚至已经招聘的人才也难留得
住，作为回创企业，我更明白吸引人才
回归的重要性。”他说。

为此，汇博不断提升公司发展的硬
实力，经过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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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为 行 业 的 领 跑 者 。
2014 年 6 月，经河南省科技厅授牌，汇博
与中科院夏照凡院士合作成立国内同
行业第一个“创伤修复及瘢痕防治材料
院士工作站”，成为汇博培养和引进高
层次人才的重要渠道。通过建立企业
工程研发中心、成立院士工作站，汇博
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人才支撑队伍。

“来汇博之前，从没想过南阳还有
这样的生物企业，这里专业的研发团队
和 企 业 环 境 让 我 觉 得 从 北 京 回 来 很
值。”2013 年家是南阳唐河县的贾佳从
北京辞职到汇博工作。如今，像贾佳一
样，汇博所搭建的人才“磁场”已经吸引
了 133 名员工加入，仅专业技术人员就
有 75 人，其中高级职称 7 人，具有博士
学历 6 人，具有硕士学历 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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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3 年 9 月南阳市启动“人才回归全民创业”工作，截至 2014 年 12 月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南阳市引进回
归人才 1000 多名，800 多个回创型项目落地南阳，带动 10 多万城乡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此次我们选取 4 位回归创
业人士的故事，作为南阳市“人才回归全民创业”的一个缩影，展现南阳市人才回归战略给南阳带来的新活力。

一个仅有 45 万人口的内陆山区小县，拥有
中国驰名商标 6 件、省级名牌产品 18 个，国家生
态原产地保护产品 4 个；建成国家企业技术中
心 2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3家、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7 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11 家，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 11 家；年专利申请超过 500 项、专利
授权 300多项，蝉联“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

如何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激烈竞
争中占据不败之地？近年来，西峡县始终把科
技创新工程作为加速发展的原动力，通过建立
激励机制、推进自主创新、打造知名品牌等举
措，全面实施科技创新，致力县域经济从资源经
济型向资本技术型转变，“西峡制造”正稳步打
入国际国内市场。

“激励自主研发，用高新技术加速产业集聚和
转型升级，瞄准国际市场，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企业竞争力和产业总实力，是西峡跨越发展的活
力之源和制胜法宝。”西峡县委书记李德成说。

良性机制培植“创新沃土”

太阳能发电与香菇种植是两件看似毫不相
干的事情，在西峡县中菇香菇专业合作社却实
现了完美的结合。该项目利用西峡香菇种植基

地及优势，引入太阳能光伏发电，将在三年内，
把该合作社现有的 1200 亩种植基地建设成为
集 40 兆瓦装机容量的光伏电站和 1000 万袋香
菇高效种植基地为一体的光伏农业示范基地。

像中菇香菇专业合作社这样结合本地实际创
造性地引入科研成果的，在西峡比比皆是。近三
年，全县专利申请894项，专利授权561项，分别呈
75.3%、110%递增，连续三年保持全市第一。

这样的创造激情从何而来？近年来，重奖科
技创新成为西峡的传统。该县规定，对规模以上
企业发明专利（授权）每项奖励 2 万元，获国家
级、省级重大科技专利分别奖励 10万元、5万元；
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技术中心及 863 重
大科技专项均奖励 10 万元；三年来，该县每年用
于奖励科技创新的资金均在 1800 万元以上。其
中，2014年奖励资金超过 2000万元。

鼓励创新的机制为西峡县科技创新提供了
一方“沃土”，目前，全县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 11 家、省级创新型（试点）企业 8 家、省级节能
减排科技创新示范企业 5 家。

科学转型催生“西峡制造”

用石头也能造纸吗？西峡给出的答案是

能。在西峡县产业集聚区，由云南永昌钢铁集
团投资 6 亿元建成的石头纸项目，年产石头纸 5
万吨。

据该项目负责人介绍，石头造纸以石头粉
末为主要原料，在生产过程中不砍伐树木、不使
用水、不排放污水和有毒有害物质。石头纸系
列产品具有安全、环保、无毒等特点。用石头纸
及衍生产品替代传统纸张，每吨产品平均可替
代 1.6 立方米的木材，单位能耗仅为传统造纸工
艺的 2/3，属无污染的绿色环保项目。

关闭污染企业，引进绿色环保项目，近年
来，西峡县的经济发展走向科学转型的道路，按
照“竞争力最强、成长性最好、技术含量最高”的
要求，该县重点引进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
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重点推动“四大转
型”，即中药及农副产品加工向功能性保健食品
转型、钢铁从产品生产向产业发展转型、冶金保
护材料生产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型、汽车零件
加工向部件加工转型；打造“一个新兴产业”，即
煤清洁高效利用等新能源产业。

科学转型之路倒逼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力
度，增强产品的附加值，良好的创新机制，让一
批批西峡制造的品牌叫响市场。

西保集团通过对冶金功能材料新技术、新

工艺、新产品的持续深度研发，已发展成为国内
最大的生产冶金功能保护材料的高新技术企
业，西泵公司联合武汉理工大学实施的河南省
重点科技攻关计划“汽车电子水泵研制”项目，
打破了国外长期以来的技术、价格垄断，改变了
国内汽车电子水泵依赖进口的局面。

目前，该县先后与国内 20 余所高校院所建
立了合作关系,在骨干民营企业中建立了 35 个
高新技术研发机构，开发近百种科技含量高、附
加值高的新技术产品。西保、龙成进入省新材
料行业 20 强，两个科研项目分别列入国家重点
新产品、国家火炬计划。

创新理念引领“低碳研发”

“集团自主研发的煤清洁高效利用项目旨
在解决低变质煤一次燃烧利用率低、污染严重
的问题，设备和技术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目
前已申请国际专利 10 项，环保效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十分可观。”河南龙成集团董事长朱书
成讲述着“低碳研发”的可观效益。

作为南水北调水源地，倡导、鼓励“低碳研
发”，已经成为西峡历届县领导的共识。

以“药材好，药才好”为科研理念，以“无公
害”为标准，宛西制药从自主创新的第一个品牌

“月月舒”，到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
术产品天智颗粒，再到研发出小柴胡颗粒、养生
地黄丸等 10 余个仲景经方，宛药始终站在我国
中药技术研发的前沿。

一批科技含量高、成长性好、绿色环保、符合
产业发展方向的新项目迅速落户西峡。西保冶
材集团联合重庆大学材料与工程学院进行节能
环保型连铸保护材料研发，其中研发的无氟连铸
保护渣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西泵公司投资 8
亿元年产 500 万只液压装置项目、联想集团华夏
联诚公司投资 5.7 亿元猕猴桃深加工项目、北方
霞光公司投资 5.6亿元辣椒红加工项目等一大批
符合节能环保要求的新项目已经建成投产。

科技创新助推西峡经济全面提速。2014
年，全县生产总值完成 206.3 亿元，增长 9.9%,三
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12.7:64:23.3;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 241.4 亿元，增长 18.2%;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65.5 亿元，增长 13.3%;地方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 10.03 亿元，增长 18.4%;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 23465
元和 11695 元，分别增长 9.9%和 12.6%。今年上
半年，预计全县生产总值 98 亿元，增长 9.1%；固
定资产投资 129.8 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2.4 亿元，分别增长 16%、13.1%；地方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 58355 万元，增长 14.5%，呈现出稳步
增长的强劲势头。

“解读西峡工业的发展基因”
系列报道之一 自主创新淬砺“西峡制造”

□南阳观察记者 李 铮 本报通讯员 杨文甫 封 德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如何突破制约瓶

颈，实现县域经济持续、协调发展？西峡

县从提振工业经济入手，以“大工业”、“大

环境”、“大服务”为发展理念，通过提升政

府效能，营造创业大环境；培育企业家群

体，形成创业“雁阵”；激励自主创新，做强

特色品牌；倡导“绿色制造”，做大低碳新

能源产业；不仅推动了县域工业快速转型

升级，快速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大战略，

而且把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结合起来，与

转变作风、提升效能结合起来，实现了健

康发展、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有力地

支撑了“四个全面”协调推进，为践行“三

严三实”提供了最佳平台。本报从即日起

推出“解读西峡工业的发展基因”系列报

道，希望西峡的探索和实践，能为中西部

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核心提示

宛西制药工业园区

设施先进的现代化车间

“儿时流浪走他乡，七十周岁回南
阳”“回归故土南阳，再创多肽辉煌”，9
月 2 日，走进南阳锦胜多肽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公司生产
车间门口展板上的两幅标语。

公司董事长刘锦胜说，这两幅标语
是他一生的写照。出生于社旗县城关
镇的刘锦胜，４岁随家人离开社旗到哈
尔滨生活，70 岁回归家乡，将自己多年
来潜心研究的成果投入到家乡的建设
发展中。

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对螺旋藻多肽
的研究，不仅成为一位生物科技领域的研
究专家，而且将哈马太湖螺旋藻多肽成功
推向市场。他曾担任哈马太湖螺旋藻多
肽科研中心主任，主持研发的螺旋藻多肽
获得自主知识产权国家级发明专利。

2009 年，在刘锦胜 66 岁生日时，他
收到了来自家乡的一份“礼物”，社旗县
财政局和县发改委工作人员带着红薯
粉条、绿豆面条等家乡特产赶赴哈尔滨
为其拜寿，并盛情邀请他回乡创业。

“当时刘老考虑年事已高，没有立
即决定回家乡投资。”曾参与过刘锦胜
回乡创业工作的刘旭说，为了让刘老回
到家乡创业，每逢中秋节、春节，社旗县
相关领导总会给刘锦胜打一个亲情电
话，发一条祝福短信，邮寄一封邀请函，

向他介绍家乡的变化。2014 年 3 月，社
旗县县长张荣印亲自赴哈尔滨邀请其
回家乡看看。

“选择回来，正是因为我通过家乡人
看到了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希望力
所能及地为家乡的发展做点儿事。”刘锦
胜说，是沉甸甸的乡情打动了他，让他决
定在社旗创办南阳锦胜多肽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进行螺旋藻多肽香皂、有机肥料
及有机小麦种植深加工项目。

经过近 5 个月的筹备，专项项目建
设小组为其在审批立项、供水供电、证
照办理、税费减免等各个环节提供便利
和高效服务，2014 年 8 月 26 日，螺旋藻
多肽香皂正式投产，可年产 3000 万块多
肽香皂，实现年销售收入 1 亿元，利税
3000 万元，解决 80 余人的就业问题。目
前，以螺旋藻多肽生物有机肥为依托进
行的有机小麦种植项目也已经进入示
范建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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