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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社书店隶属的索克实业有限公
司，最先在河南物业管理行业打响特色
品牌，作为郑州市服务行业的龙头企
业，索克实业的投资方向却总与文化有
关。索克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姜芳说，

“我们在做索克公司时本身很注重文化
建设，一个是品牌文化建设，一个是精
神文化建设，再就是社会文化贡献。在
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更加注重让文化
与不同领域相结合。”

姜芳所说的社会文化贡献，是指索克
实业旗下的索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该公
司致力于为人们打造立体式文化艺术体验
空间，辐射多重领域，下辖中州奥斯卡索克
影城、郑州松社图书销售有限公司、麦普动

漫有限公司、索克文化创意农业产业园和
香漫湖庄园婚庆拍摄基地等子公司，目前
已成长为索克集团的第四大产业。

今年 8 月初，河南省委、省政府印发
《河南省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
业融合发展规划(2015—2020 年)》，提出
要切实提高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整体
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大力推进与相关产
业融合发展。

与相关领域交融结合，索克实业发
展文化产业的奥秘便在于此。它打造
的文化空间交叉的多维立体式发展模
式，有效地将文化这一特殊领域从意义
层面引向实体层面，为文创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思路和方向，无疑对

目前郑州都市区文化产业建设有着一
定的借鉴意义。

2014 年，索克实业投资建设的“中
牟国家农业公园香漫湖庄园”项目首期
200 亩开发完成。根据规划，这里将是
糅合文化、音乐、艺术于一体的农业、休
闲、观光等多种功能结合的农业文化庄
园。市民可以在这里接触农业文化，与
自然亲密接触；还可以体验各类手创作
坊，以及一些“野趣”玩儿法，如下虾
笼、制作西瓜酱等；这里也将成为松社
举办民谣、诗歌、话剧等大型文化活动
的“ 第 二 战 场 ”，成 为 本 土 艺 术 的

“798”。这里浓厚的民间文化艺术氛围
将成为滋养郑州市民的又一片沃土。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 栾姗）
10 月 13 日，记者在郑州市陇海路快
速通道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
在中央绿化带里播撒绿化草籽，两
侧的建筑垃圾覆盖着密目网，防治
施工扬尘带来雾霾。

自郑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动员以来，郑州市陇海路快速通道
项目部积极开展扬尘专项治理工
作，通过召开现场观摩会、督导讲
评和检查验收等工作措施的实施
和落实，达到了预期效果，各标段
施 工 现 场 扬 尘 治 理 得 到 明 显 改
善。具体措施包括：对中间和两侧

花坛提出了“干干净净 严严实实
平平展展”的 12 字治理验收标准，
即花坛内不得有垃圾，覆盖要严实
不留死角，不得有大的石块和坑洼
现象；施工现场必须做到“施工无
扬尘，不施工覆盖”的要求，中央绿
化带及时播撒绿化草籽，不得有建
筑垃圾。

为进一步提升建筑工地扬尘污
染综合整治工作水平，项目部不定
期组织“扬尘专项治理回头看”工
作，对在扬尘治理工作中表现突出
的标段继续给予奖励，不达标的将
给予重罚。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曲孝生）10 月 13 日、14 日，巩
义市纪委联合巩义市委宣传部、巩
义市妇联等单位举办“创全国文明
城市，树孝廉家风”文化讲堂，通过
全国道德模范田秀英先进事迹和专
家讲座等形式，让与会干部受到一
次廉政清风洗礼。

近年来，巩义市以孝廉文化为
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家庭美德、家庭
助廉活动，丰富活动载体，创新工作
方法，把弘扬传统美德和树立廉洁
新风相结合，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

方式，营造和谐、向上的家庭氛围，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巩义市决心用
三年时间创建成全国文明城市。当
前，正值该市全力开展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举办此次“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树孝廉家风”文化讲堂，就是为
了带动大家积极参与到文明城市创
建中，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把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
德和职业道德贯穿于工作、生活的
方方面面，做一名讲道德、遵道德、
守道德的合格公民，为巩义市成功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出积极贡献。

本报讯 (郑州观察记者 栾姗)
菊花黄，蟹肉肥，又是一年蟹飘香。
10 月 15 日，记者从第十五届“雁鸣
湖大闸蟹美食文化节”组委会获悉，
美食文化节期间已接待上万名来自
河南各地的游客。

第十五届“雁鸣湖大闸蟹美食
文化节”包括舌尖上的嘉年华、秋季
农业嘉年华、亲子动漫嘉年华三个
版块，着力打造集农业观光、果蔬采
摘、美食品尝、文化交流、大闸蟹品
牌推广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美食文
化盛会。

本届美食文化节将持续到 11

月底。活动期间，中牟·国家农业
公园的农科快轨馆、欢乐农庄馆、
番茄迷宫馆、鸟语花香馆、蟹文化
展馆五大主题展馆免费对省内外
游客开放，馆内举办有捉蟹大赛、
啤酒大赛、推铁环大赛、袋鼠跳比
赛、蟹壳拼画等亲子互动体验项
目。其中，“蟹文化展馆”是中牟·
国家农业公园隆重打造的场馆，将
关于雁鸣湖的民间传说及历史故
事以彩绘的方式图文并茂地展现
给游客，让游客不但能品尝美食，
还能饱览雁鸣湖大闸蟹独特的饮
食文化。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 栾姗）
10 月 16 日，平顶山市政府与河南企
汇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企汇网平顶山暨
平顶山企业服务云平台正式上线。
这标志着企汇网首个市级地方站落
地。

企汇网在准确把脉“一带一路”
战略和“互联网+”的时代趋势下，
借着多年平台运营经验，在对企业、
政府进行了深入调研之后，从满足
企业、平台、政府三大“互联网+”主
体的需求和资源整合方向出发，创
新提出的全新概念——“企汇网·地
方站”。

“企汇网·地方站”就是将结合
地方特色，以政府提供企业资质为
信任凭证，汇集地方企业资源，凝聚
力量共同面对大市场所提供的电子

商务平台。地方站对于地方企业而
言是非常有利的，小投资且高成功
率，企业只需提供相关资质在地方
站注册，即可享受资源共享等多项
优惠措施。企汇网计划将在河南
18 个省辖市搭建企汇网地方站点，
以点带面、以小带大、形成特色、面
向全国。后期也可在河南地方站的
格局上不断开拓，形成多省地方站，
将互联网资源共享，打开省际界限
甚至国门，引进来，走出去。

此次平顶山市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的签署和平顶山企业服务云平台
的建立，标志着企汇网·平顶山站项
目 的 正 式 落 地 ，也 是 河 南“ 互 联
网+”的一次创新实践。对于加快
河南“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发
展，培育增长新动力，顺利实现爬坡
过坎、攻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由中国手球协会主办的 2015年中国体育彩票“两岸三地”青少年手球
夏令营活动，于近日圆满结束。来自“两岸三地”及丹麦共 19 支男女青少
年手球代表队参加了这次比赛，郑州市 103 中学手球队不畏强手，顽强拼
搏，最终获男子中学组 B组季军。图为获奖后该校队员手捧奖杯合影。

本报通讯员 曹红钢 摄

陇海路快速通道“增绿降尘”

企汇网首个市级地方站落地

“雁鸣湖大闸蟹美食文化节”火爆

巩义市纪委文化讲堂吹廉政清风

在这座城市有这样一个地方，为你
准备好了图书、音乐和咖啡，每周有电
影、文学沙龙……你是否在心灵上有了
一个栖息地？松社书店，这个本土独立
书店打造的城市艺术休闲空间，正逐步
成为郑州文艺青年与读书爱好者的新
聚集地。

独立书店的最大特点在于其独立

性。它不依附任何机构、不受图书排行
榜左右，书架上书籍由店主选择，处处
体现着书店经营者的精神理念和人文
素养。不能否认，信息时代改变了以往
人们的阅读习惯和文化消费习惯。人
们多了电子书的选择，体验着电子商
务。在“实体书店已死”的叫嚣声中，松
社书店以“看得见的未来”为己任不能

不说更多地体现着个人情怀。
如果说，情怀是坚持的动力源泉，

那么创新，则是坚持之下必然经历的探
索尝试。松社书店如何探索实体书店
生存的新路子？其隶属的河南索克实
业有限公司作为郑州市服务行业的龙
头企业，旗下文化产业十几年来在行业
内保持常青的奥秘又在哪里？

一扇与屋顶同高的大门“倏”地一下
自动划开。高出普通楼层的房屋交错分
割；所有木质书架与地面齐平、与屋顶齐
高；与房间同宽的大舞台，背景墙是一整
面摆满密密麻麻书籍的书架……走进松
社书店，这种高大、宽阔的装潢结构立刻
向人彰显出“高贵”的气质。

耳畔，轻音乐流淌；眼前，特意留白
的墙上挂着反映人文的摄影作品。这儿
不是一个书店，是一个空间，“高贵”不
假，接地气儿是真。读者在这里不仅可
以挑选各类优质图书，还可以接触本土
文化艺术，参与多种形式的文化沙龙。

一个书店的气质代表一座城市的
精神面貌。书店多，城市无形中就是一
个活力朝气的学习型城市。10 月 13 日

发布的《2014—2015 年度郑州市民阅读
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本年度郑州市区
居民平均每天通过各种媒介的总阅读
时间为 1.7 小时，网络媒介的使用率最
高，占比 55%。在电子产品的冲击下，
松社却坚持将“阅读改变生活”的理念
传递出去。

松社书店正在打造类似于互联网
思维的“松社书店+”概念，更多地呈现
文化元素的丰富性。以“松社我来讲”
公益讲座为拳头产品的系列活动已在
市民和读者当中引起很好的共鸣。据
了解，目前松社书店已与众多全国一线
出版社签订了战略协议，郑州已被列为
许多知名作家全国巡回讲座的重要一
站。

此外，松社始终在践行一家实体书
店承担的特殊社会责任。他们打造名
画、摄影作品艺术长廊；组织线下文化
旅游，开展萧红、沈从文等名人故里深
度游、英国莎士比亚文学追梦之旅等活
动；挖掘和推荐河南本土诗人、作家，举
办诗会、读书沙龙；承办话剧、相声、民
谣、喜剧等演出……尝试举办丰富的文
化活动，打破了传统意义上书店只卖书
的消费理念。今年 3 月，松社举办的一
场诗歌盛会——纪念苏金伞诞辰 110 周
年诗歌朗诵会，吸引了省内 200 多位诗
人、朗诵艺术家及文化专业人士共同参
加。网友“叨大侠”评论说，“一个城市
需 要 这 样 独 立 、个 性 、推 崇 文 化 的 书
店。”

与传统实体书店相比，独立书店似
乎 更 需 找 到 符 合 自 身 气 质 的 生 存 之
道。在这一点上松社所持的理念是，文
化不是只能看不能摸的，是灵活的，可
以与人亲近的。

文创产品作为文化输出的重要部
分，松社在注重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正在
不断尝试创新。纵观河南历史文化，诗
歌、绘画等都是他们“再创作”的对象。
名画做成的茶杯垫、本子，粗布做成的
手绘提袋等产品通过创意设计使艺术

走进寻常百姓家，一经推出就有了很好
的市场。目前，松社与省内知名团队联
合设计的文创产品正在与“广师理想
国”、逻辑思维、读库等渠道协商全国市
场布局和分销工作。

松社书店店长刘磊介绍，松社作出的
大量文化输出工作中，其中最基础的还是
优质图书输出工作。但方式并不局限于
顾客上门一本一本买书，目前书店供应了
7家银行的阅览室和图书馆馆配建设，服
务着 100 多家家庭书房的建设。他说，

“一家书店承载了孩子们很多记忆和符
号，这些文化记忆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
们对每本书的选择把关标准非常之高，这
种高规格也是书店生存的灵魂。”

打开思路，迈开步伐。在先进理念
的指导下，松社书店通过向大众提供优
质好书、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推
动文化创意产品更新、支持社会图书空
间建设等方式，为受众提供了感受文化
及服务的良好平台，走在了郑州市该领
域前列。

独立书店打造的
本土艺术空间

□郑州观察记者 曹磊 吴仲怡

打破传统 让受众与文化面对面

理念升级 探索推出文创产品

打造立体发展模式 助推文化产业前行

信息速递

余秀华

杨庆祥

魏小河

陈雪

松社我来讲

松社正在打造类似于互联网
思维的“松社书店+”概念，将每周
二作为开放的“电影放映日”，邀请
作家、草根作者等举行“松社我来
讲”公益讲座，在松社微信公众号
开设“原创”专栏发布读者的投稿
作品等，这一系列活动已在市民和
读者当中引起很好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