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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打造我省首个欧洲工业园——

从“蛇吞象”到“象群来”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路欢欢

为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
全省范围内推广南阳教育方面的亮点，以榜样为
引领，激励更多学校在专业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河南日报举办首届“金烛奖”先进单位与个人评选
活动，在全省集体展示南阳各学校和优秀教育工
作者的魅力风采。

一、评选标准
首届“金烛奖”教育改革先锋学校、首届“金

烛奖”特色名校、首届“金烛奖”艺术教育先进学
校、首届“金烛奖”最具成长力学校、首届“金烛
奖”职业教育就业之星，以及首届“金烛奖”十佳
杰出教育工作者、首届“金烛奖”十大新锐教育
工作者评选，各中学、小学、幼儿园、艺校和中等
职业学校，以及校长和教师均可参与评选。特
制定评选标准如下：

（一）首届“金烛奖”教育改革先锋学校评选标
准：

1.遵循国家“新课改”发展要求。
2.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个性发展。
3.学科建设有自己突出的特色，并获得一定

社会认可。
（二）首届“金烛奖”特色名校评选标准：
1.将特色办学纳入学校发展规划，追求符合

时代要求的个性化办学理念。
2.树立特色办学思想，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

办学办法，取得一定社会成效。
3.通过学校特色创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

终身发展。
（三）首届“金烛奖”艺术教育先进学校评选标

准：
1.学校重视学生艺术素养的培养，开设有一

定比例的课程。
2.师资力量配备到位，有较高的教课和实践

经验。
3.作品或节目获得过县级及以上奖项。
（四）首届“金烛奖”最具成长力学校评选标准：
1.学校具有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具有良好

的发展前景。
2.学校在教学质量、教师教学水平、基础设施

配备等方面进步幅度明显。
3.学校有较好的学风、师德师风，比学赶帮氛

围浓厚。
（五）首届“金烛奖”职业教育就业之星评选

标准：
1.具有符合当地社会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专

业，有明确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等教学文件，并
且具有较强的实训条件。

2.校长有较高思想政治素质和较强管理能
力、熟悉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学校领导。

3.毕业生有较高的就业率。
4.招生人数稳定。
（六）首届“金烛奖”十佳杰出教育工作者评

选标准：
1.在教育战线上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10年以

上者。
2.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在教书育人方面成绩突出。
3.深受家长和学生爱戴，口碑良好。
4.另设首届“金烛奖”十佳杰出教育工作者提

名奖20名。
（七）首届“金烛奖”十大新锐教育工作者评

选标准：

1.在教育战线上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15年以
内2年以上者。

2.教育观念超前，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教
学效果良好。

3.积极开展教学研究工作，积极参加各类学
术交流活动。

4.另设首届“金烛奖”十大新锐教育工作者提
名奖20名。

二、评选步骤
1.评选启动：河南日报南阳观察及报业集团

所属媒体面向社会发布首届“金烛奖”先进单位
和个人评选通告。

2.2016年 3月至 2016年 4月，为材料申报阶
段，各学校根据评选标准，将参选材料报送到河
南日报南阳记者站（南阳市七一路南阳市委 726
室），或发送电子版至邮箱（hnrbjyb@126.com）。

3.2016年5月初，组织权威评审团，同时启动
微信投票、电话投票和读者投票，将从通过材料初
审的学校或个人，最终评选出首届“金烛奖”教育改
革先锋学校、首届“金烛奖”特色名校评选、首届“金

烛奖”艺术教育先进学校、首届“金烛奖”最具成长
力学校、首届“金烛奖”职业教育就业之星，以及首
届“金烛奖”十佳教育工作者、首届“金烛奖”十大新
锐教育工作者。

三、展示阶段
1.河南日报等媒体将派记者深入采访，并开

辟专栏进行深度报道。
2.河南日报南阳观察官方微信、河南日报手

机报等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媒体进行同步传播，达
到立体多元传播效果。

四、表彰阶段
1.2016年8月，将举行颁奖典礼，同时通过文

字、图片、影像在河南日报及报业集团系列媒体刊
播，入选学校、校长和教师风采将再次集中展示。

2.颁奖当天，将邀请国内教育界知名专家举
行专题讲座；名校长沙龙环节，将组织本次评选
活动中涌现出的优秀校长，与专家进行互动。

联系电话：13838958769
活动邮箱：hnrbjyb@126.com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李 铮 通讯员杨清波 边铨
彬）2月 22日，记者从南阳市民政局获悉，南阳市金鹏老
年福利服务中心改扩建项目等4个项目入选2016年省财
政厅PPP项目库，总投资额 28.17亿元，占全省养老服务
类项目的五分之一。

PPP项目模式即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政府
和社会资本基于合同建立的合作模式，该模式2014年在
全国推广运用，河南省财政厅2015年开始建立PPP项目
库。南阳市此次入选PPP项目库的4个项目为：南阳市金
鹏老年福利服务中心改扩建项目、方城县国铜花园养老
服务中心项目、唐河县社会福利中心健康与养老服务工
程建设项目、方城县老年休养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其中南
阳市金鹏老年福利服务中心改扩建项目更是被省发改委
确定为2015年省级A类重点建设项目，2015年10月被财
政部确定为全国第二批PPP示范项目，是南阳市唯一入
选的项目。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吴曼迪 通讯员封德 马春
歌）“有了这10万元救急钱，俺搞餐饮业就有指望了！”在
西峡县开展的“复转退伍军人创业贷款”活动中，退伍军
人赵建拿到了 10万元贷款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2
月 19日，记者获悉，西峡县“复转退伍军人创业贷款”项
目的实施，已为 80名复转退伍军人发放“阳光贷款”700
余万元。

2015年开始，西峡县人武部、民政局、农商银行商议，
协调2000万元开展“复转退伍军人创业贷款”活动，复转军
人凭退伍军人证件，三户联保、即可申领到5万-30万元低
息贷款。为确保“阳光信贷”方便快捷，他们对全县复转退
伍军人进行摸底调查，建立复转退伍军人创业信息库。对
于有创业愿望的复转退伍军人，西峡县协调农办、职业技
术学院，组织复转退伍军人开展专业培训，请民营企业、创
业典型现身说法。并协调工商部门减免有关创业手续，利
用电视台开设专栏，为创业者提供政策咨询、项目开发、创
业指导、企业登记、资金担保、法律服务等。

关于举办
首届“金烛奖”先进单位和个人评选通告

2015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不少中小企
业举步维艰，陷入发展的寒冬期。企业如何破冰
度冬？带着这样的问题，2015年南阳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携南阳市中小企业的企业家代表赴德
国、意大利进行了为期6天的考察访问。

南阳淅减汽车减振器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志军
对此次考察深有感触：“去年年底到深圳、广州考
察，进行代加工的制造业停产倒闭的不在少数。
面对目前的竞争压力，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迫
在眉睫。”

在赵志军看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关
键是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管理能力、装备水平
和战略规划能力。欧洲以汽车和精密机床为代
表的高端制造业位于世界顶尖行列，拥有一大批
具有国际品牌和核心技术的制造企业。想获得
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走出去”拥抱世界是最佳的
选择。

在欧洲，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具有国际品
牌和核心技术的制造业家族企业，第一代创业者
年事已高，加之市场已趋向饱和，很多正面临品牌
传承和市场开拓的双重困境。

“我们需要欧洲的技术支撑，欧洲需要中国的
市场支持，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企业走
出国门提供了机遇，是企业对接国际市场一个很
好的契机。”赵志军说。

推动企业“走出去”同样是南阳市加快结构调
整，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

“南阳坚持走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市的发展战
略，这就要求南阳重视发展方式的改革，发展要素
的培育、发展载体的建设、发展环境的创造。这就
需要一批有全球视野、创新能力、战略思维能力强
的企业家和企业，积极拓展开放合作的空间，吸引
国际优势资源。提升南阳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
量。”南阳市委书记穆为民说。

“随着国际竞争日益加剧，欧洲的家族企业急
需寻找中国合作伙伴，但是长久以来我们与欧洲
市场之间像是隔着一团雾，此次考察实现了‘拨云
见雾’，打开了我们与欧洲在技术交流和相关商会
之间的联系通道。”赵志军坦言此次考察对于南阳
企业“走出去”意义重大。

6天时间的考察学习，南阳市委、市政府考察
团共参观考察 11 个企业，签署了 10 份合作协议
和意向。访问了南阳市友好城市——意大利阿
斯蒂市，会见了阿斯蒂市市长布里尼奥罗·法布
里奇奥、意大利国会众议院议员菲奥利奥·马西
莫、阿斯蒂市工业企业联合会主席保拉·玛拉百
依拉、阿斯蒂省议员卡尔沃·朱塞佩等政商界要
员和知名人士，两市政府还共同签署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双方经贸合作友好往来的协议》。并与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投资促进局签署了《关于建
立项目洽谈合作互动机制的协议》。向德国企业
并购协会执行会长法兰克·哈特博士颁发了聘任
他为南阳市人民政府德国企业并购合作高级顾
问的聘书。

南阳是古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重
要节点城市，在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
战略下，南阳主动融入其中，不断开拓对
外开放的平台，积极寻求与中亚各国和
欧洲国家在产能、经贸、能源、旅游、技术
等方面的合作。南阳本土企业也不止一
次上演了“蛇吞象”的传奇。

2011年南阳淅减公司收购欧洲最大
的汽车减振器公司——意大利威奥斯图
减振器集团。

“对威奥斯图减振器集团的收购带
动企业飞跃式的发展，2015年在经济下
行的压力下，企业的增速仍然保持在
25%以上。”赵志军介绍，自 2011年对欧
洲企业进行收购起，淅减就借助其雄厚
的研发能力，加快对技术的研发，为企业
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目前淅减公司
已经在香港成功上市，以淅减公司为龙
头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已集聚丹江摩
减、顺隆弹簧等关联企业79家，行业总产

值达120亿元，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减振器
生产基地。企业从本土的“金芝麻”成长
为国际性的“金瓜”。

同样借助国际“巨象”实现企业转型
的还有内乡国宇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2013年国宇密封收购德国威尔伯特塔机
集团，经过两年时间的发展，2015年企业
净利润实现1200万欧元。

“作为中小企业，通过自我研发实现
效益需要的周期长、成本高，因此嫁接国
际高端企业，‘借鸡下蛋’对于中小企业是
一个不错的选择。”国宇密封材料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宜拓鼓励企业将视野放在全
球，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企业发展的契机。

如今，在南阳除了淅减和国宇密封
之外，南阳防爆集团、南阳二机石油装备
集团、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等企
业也相继展开了与国际市场的合作，正
逐步走出国门，上演更多与国际市场的
高端嫁接大戏。“走出去”为了更好地“请

进来”，此次南阳市人民政府与威尔伯特
集团还就在南阳投资建设动臂式智能塔
机生产线签署了合作意向，项目总投资
4.5亿欧元，其中一期投资 1.2亿欧元，占
地400亩，威尔伯特集团将按照德国工业
4.0标准，在南阳建设全球最先进的塔机
生产基地。南阳科尔沁牛业公司与德国
爱姆制药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在南阳设
立牛胆制药有限公司。镇平新地毯公司
与德国皮尔迪特设计设备有限公司达成
协议，引进设计训练设备项目。

如火如荼进行建设中的欧洲工业园
项目正是为了让这些项目在南阳能够健
康顺利的发展，为这些“巨象”提供一个更
好的成长环境。相关负责人表示，欧洲工
业园的建设将实行“三专”推进，并且南阳
将继续推动“走出去”的企业家群体建设
南阳走向欧洲的通道和平台，并且以欧洲
工业园为平台，锁定目标，引进更多优质
项目，打造南阳的“象群”。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李文超 通讯员杨晓申）2月
23日，农历正月十六。镇平县2016年“百姓直通车”巡演
活动启动仪式暨杨芳春村第二届民间艺术节如期开幕。

由杨芳春村村民及周边群众自发排练的舞狮子、耍
旱船、踩高跷、舞蹈、锣鼓等节目和宣讲专家点评等轮番
上台演出，来自十里八乡的农民们大开眼界，享受了一次
美妙绝伦的艺术盛宴。

近年来，镇平县文化部门积极引导富裕起来的农民
从事健康的娱乐活动，充分发掘民间艺术，各乡镇文化站
也组织专门人员深入乡村指导村民们挖掘整理这些民间
艺术。同时，该县利用节假日组织一些活动把党的理论
融入节目之中，在丰富农村农民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增强
了基层组织的战斗力。

镇平民间艺术节异彩纷呈

西峡县2000万低息贷款
惠及复转退伍军人

南阳4个养老项目
入选省PPP项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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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开放南阳引“象”来

寒冬中的思考：
“走出去”正逢其时

建立南阳与欧洲
的连接通道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李铮 通讯员王兵）2月 23
日，记者获悉，南阳市组建成立了党建智库，市委常委、组
织部长杨韫任党建智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南阳党建智库是南阳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的
咨询机构，以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
突出党建工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性、应用性
和导向性，以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为导向，汇集各方党建
专家智力资源，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脉问计，为领导决策
建言献策。经单位推荐、组织筛选审核、市委党建领导小
组批准等程序，石峰等十位党务工作者、专家学者被聘用
为南阳党建智库专家，智库专家实行聘任制，每届聘期为
2年。

南阳建立党建智库

一年之计在于春，2月16日，节后第三个工作日，南
阳市就组织开展了产业集聚区商务中心区及特色商业区观
摩点评活动，于1月26日开工建设的欧洲工业园项目（一期）
工程，让观摩组一行格外关注。

欧洲工业园项目是南阳市委、市政府主动融入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这里将成为南阳引进欧洲国
家先进制造业，实现高端嫁接，提升产业层次的重要平台。

南阳市委、市政府对欧洲工业园的建设有着长期的酝
酿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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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工业园鸟瞰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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