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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黄大龙 王胜辉

这是一个典型的平原农业县，地上
无山、地下无矿，却拥有各类规模以上休
闲食品企业100多家，其中包括美国嘉
吉、河北养元、福建盼盼、福建雅客、福建
亲亲、河南中大生物、河南路得生物等知
名休闲食品企业50多家；培育出税收超
千万企业 11家；国内休闲食品企业 10
强中，在此投资建厂的就有8个。

这里名牌荟萃。南街村、上好佳、
加多宝、盼盼、亲亲、雅客、养元、中大、
雨润、喜盈盈……中国驰名商标达 15
个；巧巧、巧玲珑、香当当、琅琅脆、万事
兴……省级著名商标33个。

这里年加工小麦 130 万吨、玉米
100万吨。薯片、虾条、法式小面包、果
冻、巧克力棒等拳头产品日产量全国最
大，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30%，是中部地
区名优休闲食品产量最大的产业基地。

没错，这就是全国食品工业强县、
全国食品安全示范县、中国休闲食品产

业基地和即将挂牌“中国休闲食品之
都”的漯河市临颍县！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平原农业
县华丽嬗变？“舌尖上的传奇”，临颍是
如何书写的？

中部地区最大的休闲食品产业基地——

食品工业成临颍县负重最
多、跑得最快的“那匹马”

临颍，以濒临颍水而得名。最让人
称道的，是其以“红色亿元村”美名享誉
海内外的南街村。而南街村，正是靠方
便面等食品工业起步发家。

翻看地图可以发现，临颍县地处中
原经济区的地理中心，京港澳高速、京广
铁路、京港高铁、107国道、329省道等交

通大动脉承东启西、连南通北。距新郑
国际机场仅60公里，距周边六省省会城
市济南、石家庄、太原、西安、合肥、武汉
均在5小时车程之内，辐射周边3亿多人
口的消费市场——这样的区位、交通、物
流优势在全国恐怕比较罕见，对于休闲
食品产业而言，也无疑是最佳落户地之
一。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临颍县就将休
闲食品产业定位为主导产业进行培育发
展。南街村、北徐、龙堂便是那时临颍涌
现的食品工业典型。

如今的临颍，休闲食品工业早不是
单打独斗、星星点点，而是群雄并起、星
火燎原。“如果把休闲食品产业、装备制
造产业和现代家居产业比作拉动临颍
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三匹快马，那么，
休闲食品产业是负重最多、跑得最快的

那一匹。”临颍县委书记陈红阳说。
走访临颍，处处是食品名企、休闲

美食，令人目不暇接、口味大开：
产业集聚，横向成群。全县休闲食

品集聚特色明显，拥有各类规模以上休
闲食品企业100多家，其中60%集中在
产业集聚区，从业人员 5万多人，年加
工小麦 130万吨、加工玉米 100万吨。
产品包括烘焙、膨化、糖果、果冻果脯、
功能饮料等 8大类 2000多个品种，其
中薯片、虾条、法式小面包、果冻、巧克
力棒等拳头产品日产量全国最大，国内
市场占有率30%以上。

产业配套，纵向成链。休闲食品产
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带动了上游原材料
种植的规模经营和农产品结构的调整
优化，同时带动了下游产业及彩印、制

罐及包装产业快速发展。从整个产业
链分析，联泰、中大、天冠等企业开始在
该县进行规模化、标准化原材料基地建
设，带动小麦、玉米原料基地种植20万
亩，带动小辣椒种植30万亩；区内中大
生物、天嘉生化、路得生物科技等13家
生物科技类企业抱团发展，生产食品所
需天然色素、食用香精、香料、淀粉糖等
产品，推动休闲食品产业向营养化、品
牌化、高附加方向发展；在下游食品包
装配套产业方面，嘉美制罐、奥瑞金包
装、金佰瑞包装等 10多家规模以上包
装企业进驻。临颍休闲食品产业形成
了良种培育、规模种植、面粉初级加工、
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包装配套的完
整产业链和生产、检测、销售、物流的综
合配套体系，链式发展特色鲜明。

名企荟萃，名牌聚集。全县先后培
育引进知名休闲食品企业50多家，主要
有：世界500强——美国嘉吉，国内最大
的蛋白饮料生产企业——河北养元智汇
饮品，最大的法式面包生产企业——福
建盼盼，最大的糖果生产企业——福建
雅客，果冻行业前三强——福建亲亲，肉
制品加工龙头企业——南京雨润，天然
色素行业标准制定企业——河南中大生
物，凉茶饮料领导者——加多宝，罐装行
业领军企业——奥瑞金公司和中国食品
包装公司，全国最大的工业化营养膳食
企业——伍氏美食公司，亚洲最大生物
秸秆提取低聚木糖企业——河南路得生
物科技等，拥有中国驰名商标15个，省
级著名商标33个。临颍县产业集聚区
也被评为省级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龙头带动，集群发展。天冠集团牵手
美国嘉吉公司建设果糖、糖浆项目，为区
内饮料、糖果和休闲食品企业提供辅料；
中国食品包装有限公司包装产业园项目
的实施，带动嘉美制罐的罐体通过传输链
直接供给了“六个核桃”，（下转第十版）

从“中国休闲食品产业基地”到“中国休闲食品之都”

看临颍如何书写“舌尖上的传奇”

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 中原更加出彩中原更加出彩
深入贯彻落实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系列述评④深入贯彻落实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系列述评④

□本报记者 张光辉 王晖 刘洋

文化，是国家的灵魂、民族的血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

之时，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步
入关键之年，省委书记谢伏瞻在省第
十次党代会上首次提出，未来五年河
南要打造“三个高地”，“加快构筑全国
重要的文化高地”成为其中之一。这
话语振奋人心，这使命无上光荣。

16.7万平方公里的中原大地上，
一幅文化发展的壮丽蓝图徐徐展开，
重筑文化高地的战鼓已然擂响。

文化之光，照亮前方。

顺势而为，文化沃土期待
鲲鹏展翅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
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

纵览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大国的
崛起，无不伴随着经济硬实力的提高
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向全世界输出
西方价值观的美国，文化产业占GDP
总量 20%左右，在世界文化市场占比
更是高达43%；确立“文化立国”国策
的日本、韩国，不仅借此推动了本国经

济的复兴，也使两国跻身世界文化产
业强国之列。

“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
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
现。”习近平总书记话语铿锵。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重视文化建
设，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写进
党的十八大报告，吹响了进一步推进
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
文化体制改革更加深入、文艺精品层
出不穷、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
健全、文化产业迎来黄金时代、中华文
化海外展魅力无不印证着我国正向着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阔步前行。

文化强国谋方略，华夏祖地应先
行。从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加快文
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到省第
九次党代会提出“加快建设文化强
省”，再到如今“加快构筑全国重要的
文化高地”，这变化契合党中央关于强
化文化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表达出省委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
视和殷切希望，更彰显出省委立足中
原、放眼全国的雄心壮志和带领全省
人民决胜全面小康的决心。

而我们敢于提出“构筑全国重要
的文化高地”，就是因为我们对这块

“伸手摸秦砖，抬脚踢汉瓦”的文化热
土有强烈的文化自信。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
谦断言：“中原地区是最早进入文明门
槛的地方，是历代重要王朝建都之地，
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脉，这是任
何其他地方不能取代的。”

作为华夏文明之根，河南享有“地
下文物全国第一，地上文物全国第二”
的美誉，至今仍完整保留着中华民族
的文化基因；伏羲太昊陵、黄帝故里、
大运河、丝绸之路等华夏文明的核心
地标，无声地诉说着历史的辉煌；夏、
商、周三代在此建都，最初的汉字在此
成形，诸子百家思想作为东方文明轴
心时代的标志引领着华夏文明走向和
文化发展方向；发轫于此的政治文化、
圣贤文化、商业文化、科技文化、农耕
文化等，对中华民族产生深远影响；世
界华人90%的姓氏在此发端……

五千多年的华夏文明史中，河南
有三千多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可以说，河南当然就是中国重要
的文化高地！如今，我们开始构筑文
化高地新征程，努力谋求文化发展的
新突破、新跨越、新发展，这一举措必
将影响中原当代，开启中原未来。

“中原文化的战略复兴，将影响着
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时间表和路线
图。”80多次来河南考察的上海交通
大学教授胡惠林如此感叹。

传承创新，硕果累累彰显
文化自觉

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
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
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新时期以来，全
省文化工作者深植厚重的中原文化，
汲取养分、激发活力，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

文艺精品香飘海外。
10月18日晚，由河南豫剧院二团

打造的经典豫剧《程婴救孤》在杜比剧
院——美国奥斯卡颁奖礼举行地上
演，该团成为我国目前唯一一个登上
过美国百老汇和好莱坞的“双料选
手”。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说：“这
是豫剧的骄傲，更是河南的骄傲！”

仅仅过了两周，由河南豫剧院三
团创排的豫剧现代戏《焦裕禄》实现了
中国艺术节大奖“六连冠”和文华大奖

“五连冠”，又是全国唯一！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9日前往古巴驻华使馆，吊唁古巴革命
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

上午 11时 30分许，习近平来到古
巴驻华使馆吊唁大厅。大厅里，悬挂着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遗像。习近平、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张德江、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江泽民、
胡锦涛送的花圈摆放在遗像前。

习近平走到菲德尔·卡斯特罗遗像
前驻足默哀，并向遗像三鞠躬，随后在
吊唁簿上留言并签名。

习近平在吊唁时指出，菲德尔·卡
斯特罗同志是古巴共产党和古巴社会
主义事业的缔造者，是古巴人民的伟大

领袖。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人，他为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建立的不朽历史功
勋、他对各国正义事业的支持将被永远
铭记。我今天前来吊唁，就是要向古巴
同志表明，在这个特殊时刻，中国党、政
府、人民同古巴党、政府、人民紧紧站在
一起。相信在劳尔·卡斯特罗主席坚强
领导下，（下转第八版）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中共中
央 29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
纪念朱德同志诞辰 130周年。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是老一辈革命家和千千万万革命先辈
毕生奋斗追求的目标。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同心同德，锐意进取，顽强奋斗，继续把革
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为创造
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俞正
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座谈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主持座谈会。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朱德同志在近
70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成功、为
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为我
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
功勋，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
崇敬。朱德同志在毕生奋斗中表现出来
的思想品德和精神风范，是党和人民的宝
贵精神财富。

习近平强调，我们纪念朱德同志，就
是要学习他追求真理、不忘初心的坚定信
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
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各种考验的精神支
柱。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的人，才能始终不
渝、百折不挠，不论风吹雨打，不怕千难万
险，坚定不移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奋斗。

习近平指出，我们纪念朱德同志，就
是要学习他无限忠诚、光明磊落的坚强党
性。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
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
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全党同志
一定要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
任何时候都同党同心同德，对党忠诚、为
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竭尽全力完
成党交给的职责和任务。

习近平强调，我们纪念朱德同志，就
是要学习他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方
法。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
们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方法。我们过去
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实事求是。我们
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
进，还是要靠实事求是。全党同志一定要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随时
准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凡是有利于党
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一刻不
停歇地干；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
就坚决改、彻底改、一刻不耽误地改，不断
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不断开创马克思主
义发展新境界。

习近平指出，我们纪念朱德同志，就
是要学习他心系人民、艰苦朴素的公仆情
怀。党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是党战
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同人民打
成一片是我们永远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的
重要保证。我们的工作和决策必须以人
民利益为重、以人民期盼为念，做到知民

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多干让人民满意的好事实事，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习近平强调，我们纪念朱德同志，就是要学习他一生学习、一生向前的奋斗
精神。我们党历来重视领导干部的学习。在当前瞬息万变的形势下，不前进就
是后退，不超前就会落后。全党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增强我们自己的本领，既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又
在实践中增长解决问题的新本领，做到知行合一，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
动性，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我们依靠学习走到今天，
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座谈会上，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信春鹰，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四川
省委书记王东明先后发言。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全国政协领导同志，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北京市、四川省负责
同志，朱德同志亲属、生前友好、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等出席了座谈会。

无愧时代 不负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综述

习近平前往古巴驻华使馆
吊唁卡斯特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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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创新重筑文化高地传承创新重筑文化高地

作为华夏文明之根，河南享有“地下文物全国第一，地上文物全国第二”的美誉。图为河南博物院。⑨7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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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公布首批重特大疾病医保范围

33种“大病”住院可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