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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发展的春天就要来了！”

从12月 18日到23日，不到一

个星期的时间，由信阳市委主要领

导带队，从东莞到北京再到苏州，连

续3场“招大引强”专项招商行动从

南到北，像当年的“信阳红风暴”一

样，丙申年年终岁尾的这场“信阳招

商风暴”让许多外地“游子”、客商不

得不如此感慨。

感慨并非武断，细品之下，有道

有理。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李浩

贯彻落实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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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9日，中国证监会公开发布了《关
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
意见》。

《意见》提出将为贫困地区 IPO、新三板挂
牌、债券发行、并购重组等开辟绿色通道，对注
册地和主要生产经营地均在贫困地区且开展生
产经营满三年、缴纳所得税满三年的企业，或者
注册地在贫困地区、最近一年在贫困地区缴纳
所得税不低于2000万元且承诺上市后三年内
不变更注册地的企业，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的，适用“即报即审、审过即发”政策。

政策调整给老区信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按照现行的 IPO发行速度，从提交材料到

完成上市至少需要3—5年；而现在，贫困县的
优秀企业，申报无需排队，有“专人对接、专项审
核”“即报即审、审过即挂”，并减免挂牌初费。

新政一出，应者甚众。自9月新政发布截
至12月中旬全国已有至少24家新三板挂牌企
业选择迁址到贫困地区。

不可否认，大量上市公司集中在珠三角、长
三角和环渤海地带，而贫困县的上市公司寥寥
无几，龙头企业更是几乎没有。金融机构客观
上“嫌贫爱富”，加剧了贫困地区的产业空心化。

诸多原因让老区坐失了许多发展机遇。信
阳有4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5个大别山
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县，多年来，信阳只有两家农
字号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企业也只有两家。

为支持老区脱贫攻坚，中国证监会向老区
伸出了“橄榄枝”，为老区有作为的企业上市专
门开辟了绿色通道。这对于许多有发展理想的
企业无疑有巨大的诱惑，从而为老区的招商引
资拓展了广阔的空间。

此前，国务院批复的《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
发展规划》把信阳确定为三个核心发展区域之
一；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的《淮河生态经济带
发展规划》把信阳确定为三个核心城市之一；中
办国办《关于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支持革命老区
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把信阳确定为重点支持
地区，这三个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和文件，都明
确支持把信阳建设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充满
活力的生态经济先行区和全国有影响力的交通
枢纽、信息枢纽、物流枢纽。

于是，信阳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信阳市招
大引强专项行动方案》。

于是，信阳的头头脑脑们坐不住了，趁着年
终岁尾，人们乡情最切之时，南下北上，在信阳

“游子”和有志于在老区创业的客商间掀起“招
大引强”风暴。

正如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在北京招商时所
言：“信阳正积极投身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大潮中，我们将着力将信阳打造成为投资发展的
新空间、创业落户的好地方、合作共赢的大舞台。”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卢万龙是信阳市委统战部派驻新县浒
湾乡游围孜村第一书记。

“最难的不是怎么下得去，而是如何
待得住、干得好。”卢万龙至今记得2015
年9月下村那天，市领导与全市下派驻村
第一书记集体谈话时那语重心长的话语。

新县游围孜村共4个村民组205户
795人，其中有贫困户97户323人，2011
年被确定为“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

“要想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就得给老
百姓办实事”，卢万龙驻村第一件事从走
访困难户开始。

游舜远8年前从光山县泼河水库移
民到游围孜村，一直在村里租房住，至今
没有宅基地和住房，腿摔伤后又找不到
工作，生活非常困难。

卢万龙首先协调村里为游舜远安排
了护林员的工作，使他一个月有了 900
元的收入。随后又积极争取移民项目资
金，为像游舜远一样的38户贫困户新建
安置房。看着村里的安置房一天天拔地
而起，游舜远高兴地逢人就说：“这下我
可算有自己的家了！”

在市委统战部的支持帮助下，积极联

系企业，协调相关部门，多方筹措资金200
多万元，新建了入村大桥和绕村一周5米
多宽的道路，解决了农副产品外销难题。

百姓心里有杆秤。为村民办了实
事，卢万龙很快得到群众信任。

村支书游耀华说：“卢万龙给我们的
印象就是来实实在在干事的，他来之后，我
们班子更团结，也更坚强了。大家都比较
信任他，因此，不管有什么困难都直接跟他
说。你看，现在村里到处焕然一新，村里还
有了主题公园，篮球、乒乓球活动场。”

卢万龙深知，要让乡亲们真正脱贫，
光修路还不够，必须有产业作支撑。经过
调研，他协调羚锐制药集团在村里建起了
淮南猪养殖基地，带动29户贫困户养殖
淮南猪，年出栏生猪3000余头；协调县宏
桥公司和兴民公司分别在村里新建80余
亩的蔬菜基地和30亩的食用菌基地。引
导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5家，办起了农家
饭庄、砖厂、黄金鳝养殖等实业，帮助村民
就近就业创业。截至上个月底，全村已经
脱贫63户227人，余下19户51人春节前
可全部脱贫。

卢万龙高兴地告诉记者：“来到村里
一年多，看到村子一天天变美变靓，村民一
家家脱贫致富，心里总是热乎乎的！”5

错过太阳，不会再错过月亮

信阳“招大引强”再发力

本报讯（通讯员 蔡丽）12月 22日，
在潢川县张集乡永江羽毛制品公司的生
产车间内，经过消毒、漂染、烘干等处理
的五彩羽毛，在工人灵巧的指端很快变
成各式羽翅、绒条、扇子等工艺品。

“这些出口亚非欧30多个国家和地
区，我们基本上都是订单生产、以销定产，
这个月出口额保守估计也在十万美元以
上。”企业负责人高兴地告诉我们。

张集乡的羽饰产业兴起于上世纪80

年代。近年来，按照县委、县政府“创办特
色民企、壮大特色产业、建设特色乡镇”的
发展思路，该乡通过育龙头、建基地、办协
会、引项目、抓服务，使小羽饰成长为引领
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大产业，全乡已拥
有羽毛、模具、板材、丝线、粘胶、包装等相
关企业67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5家，
自营进出口企业3家。今年前11个月，全
乡羽饰产业产值2.7亿元，出口创汇1400
多万美元。5

潢川：

小羽饰成就大产业

永江羽毛
的工人正在加
工羽饰品

蔡丽 摄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今年夏天，远在商城县长竹园乡蛇
山村的 9岁小女孩张慧，在县乡精准扶
贫 结 对 帮 扶 行 动 中 ，结 了 一 门“ 远
亲”——商城县志愿者协会的余善伟叔
叔。从此，这个苦命的孩子苦尽甘来，脸
上有了笑容。

12月 24日，小张慧起了个大早，特
意从余叔叔给她买来的几件新衣服中挑
了一件大红袄穿上，兜里揣着她要送给
余叔叔的“神秘礼物”，早早站在马路边
上，望着门前那条蜿蜒狭窄的山路。余
叔叔说要给她送来特殊的“圣诞礼物”。

从出生起，小张慧和姐姐就饱尝苦
难。爸爸张厚珍自幼双腿残疾，妈妈患
有精神疾病，时好时坏，今年她们家更是
连遭厄运，夏天暴雨频发，几经修补的三
间破旧土坯房终于不堪风雨，垮塌了。
没过几天，疼她爱她的妈妈，上山放牛时
也不慎触电身亡。

村里为她家申请了危房改造补贴，
在村里和邻居的帮助下，两间房的砖墙
砌起来后，房顶只好用拆旧房的椽子，铺
老房子的瓦。7月份又一场大雨，新房房
顶塌陷。从此，小张慧和爸爸便只好住
在房顶搭着篷布、四面透风的屋子里。

小张慧一家的苦难遭遇，牵动着地
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心。乡村为她爸爸
和姐姐都申请了低保，安排张厚珍打扫
村里的公路卫生，每个月能领 600多元
的工资；新来的乡长曹昆联系爱心人士，
为她姐姐捐助了大学学费。蛇山小学校
长刘丹丹还把小张慧一家不幸的遭遇发
到了网上。

余善伟是商城县志愿者协会的会
长，多年来一直热心公益事业，先后拿出
办实业挣来的近3000万元，无偿捐建了

一所初中和一所小学，帮助数以百计家
庭困难的大学生和面临窘境的穷苦人。
曾荣获信阳市“优秀人大代表”、信阳市
第二届道德模范，河南省“助残先进个
人”，被推荐为“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前
不久又被评为全国优秀青年志愿者。

从网上知道小张慧一家的不幸后，余
善伟当天便驾车近50公里，带着志愿者们
为她家送来衣服被褥、米面粮油等生活急
需品和学习用品，在详细了解了这个穷苦
家庭的困难后，当即决定与张厚珍“结亲
戚”，当张慧的“余叔叔”，还要拿出十余万
元给他们建一个新家，并资助她到18岁。

说干就干。从张慧家回去后，余善
伟第二天就带着设计师和工程队回到了
山里，亲自规划三间新房，一个小院，外
加独立的厨房卫生间。为了赶在新年到
来前搬进新房，余善伟几乎每周都要到
山里“走亲戚”，督促工程进度。不到 3
个月，小张慧漂亮的新家就拔地而起，就
连用水用电都一块解决了。

新年临近，余善伟决定年前帮小张慧
搬进新家。他的善举传开后，感染了商城
县更多的公益志愿者。某品牌家具代理商
沈宏无偿捐助了价值数万元的全套实木家
具，某品牌家电代理商捐助了电视机。余
善伟还为他们购买了全新的被褥和衣服。

24日这天一大早，志愿者们就拉着
新家具、新家电和精心采办的年货出发
了。太阳没翻过山梁，他们就赶到了这
个深山小村。余善伟亲手为小张慧家贴
上了他拟的一副对联：国家扶贫企业参
与感谢共产党；励志奋发自力更生创造
新生活；横批，幸福时代。

小张慧掏出了她给余叔叔的“神秘礼
物”，一封出自三年级小学生的感谢信：“余
善伟叔叔你好，你是我最好的恩人……我
长大了要像你一样爱护小朋友！”5

余善伟：

爱心帮建幸福家

卢万龙：

扑下身子真扶贫

12月21日，北京华滨国际大酒店。信阳市招
大引强专项行动第一次督导例会在这里举行。

乔新江和各县、区及管理区“一把手”的谈话
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他告诉他的下属，“对企业
家们要看高一些，看重一些，我看企业家比我自己
重，希望大家看待企业家比看待我更重一些。尤
其是对一些年轻的回乡企业家，不要老认为人家
还是浉河边没长大的孩子，人家在外面打拼发达
了，回来是作贡献的，要像帮助自己的孩子一样帮
助他们、善待他们，让企业家们感受到信阳重商、
亲商、安商的老家温度。”

“老家温度”温暖的是不只是来信阳投资的客
商，也不只是温暖眼下的几个项目，而是要用这种温
度构建信阳招商的大格局，构建老区人民的未来。

乔新江说，招商亲商是“一把手工程”。县、区
的一把手必须有一个人经常外出招商，“大员”必须
上前线，是招商也是学习。商招回后，“一把手”要
负责落实，不仅要签约率，还要有履约率、开工率，
要成立项目领导小组，有专人帮助企业顺利推进，
需要市里解决问题的，市里也要成立专项领导机
构，想尽一切办法为企业排忧解难，帮助企业在信
阳谋求更大的发展，否则人家回来干啥？

今年，信阳市委、市政府全面实行市级领导分
包联系重点项目制度。每名市级领导分别落实

“五包”责任，即包项目立项开工、包融资建设、包
施工环境、包进度质量、包竣工投产。对重大项目
建设中的问题实行专线直报，所涉及问题由分包
市领导挂牌督办。

每周，信阳市政府召开重点项目建设例会，每

次拿出4—5个项目，市长们和职能部门的领导一
起逐一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

12月20日，信阳市市长尚朝阳主持召开市政
府第五十三次常务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就
是研究通过《信阳市加快利用资本市场支持地方
经济发展的意见（讨论稿）》。

《意见》中最直观的就是提高奖励标准。对企业
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成功上市的，奖励资金由100
万元、80万元、50万元一并增加到200万元；对企业
境外主板成功上市和企业成功挂牌新三板的，奖励
资金分别由100万元、30万元增加到150万元、100
万元。除此之外，《意见》还新增了四板挂牌、直接债
务融资、融资租赁、投资基金直投、各类金融机构和
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入驻等五个方面的奖励。

市政府金融办主任陈秀玲说，奖励标准的提
升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就意味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
的成本由政府“买单”了。

《意见》确定了新的目标，到2020年，信阳将争
取实现上市公司4家以上；新三板挂牌企业6家以
上；四板挂牌及展示企业 50家以上；通过企业上
市、再融资、直接债务融资、资产证券化、融资租赁
等方式实现资本市场融资达到100亿元；培育20
家至30家企业进入全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库；筛
选80家企业进入新三板、四板后备企业库。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鱼汛期到了，信阳
人南下北上，做足功课，不就是在“撒网”吗？我们
有理由相信，老区人民一定会抓住机遇，鼓足干
劲，创造属于自己的春天！

错过太阳的人们不会再错过月亮。5

12月21日夜间，深圳胜高股份发布公告：为进
一步拓展业务，提升公司营业能力，提高公司融资
能力，公司拟变更注册地址，该议案由股东全票审
议通过。

公开资料显示，12月早些时候，胜高股份与光山
县人民政府、光山县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将注册地从深圳迁至河南省光山县。

腾鸟换笼！一深圳企业将注册地迁到河南贫困
县。国内许多媒体都报道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从深圳到光山，IPO扶贫绿色通道效应引来
了“头羊”。

光山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之一，享有的IPO绿
色免排队政策对正在筹备 IPO上市的胜高股份来
说可是相当诱人。

胜高集团是国内首家全国性精品连锁酒店新
三板挂牌企业，同时也是住宿和餐饮业唯一入选新
三板创业层的企业。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湖
南、浙江等省市已拥有在营、在建和签约门店 57
家，其中有38家特许加盟店。

胜高股份注册地迁入光山县后，将获得对接当
地旅游酒店资源、银行授信和享受IPO绿色免排队
通道等多项企业入驻优惠政策，标志着胜高股份

IPO之路开通在即。
全国贫困县众多却独相中了千里之外的光

山县，除了想“插队”上市之外，胜高对光山也有
更多的希冀。

比如，光山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绿色生态
旅游资源、人力资源、成本优势、市场优势和环境
优势对胜高来说也是机遇。

还有一个关键因素，胜高股份董事长盛宏军是
“光山县创业成功人士”，情感因素也是最重要的成
因。盛宏军说：“家乡领导诚恳的邀请、有力的支
持、优质高效的服务让我坚定了回家的信心。”

所以，信阳的“招大引强”行动首先锁定“成
功老乡”。在东莞，在北京、在苏州，记者亲身感
受到信阳老乡们的发展成就，更感受到老乡们浓
浓的乡情，他们期盼家乡快速发展，愿意为家乡
建设竭尽全力的殷殷之情让人感动。记者深深
感到，信阳的人脉优势能量巨大，假以时日，将成
为推动信阳发展不可或缺的浩荡力量。

三场“行动”下来，有了拟签约项目 19个，
126家企业有了“回家”的意向。其中，上市公司
34家，龙头企业（500强和行业 100强企业）28
家，拟上市潜力企业71家。

政策调整带来机遇1

2 绿色通道引来“头羊”

3“招大引强”重在亲商

苏州招商会现场 北京招商会现场

左上角为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在北京招商活动上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