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地方观察/南阳 2017年1月13日 星期五
统筹 尹红杰 李铮 李宗宽 组版编辑 王屹立

信息速递

□南阳观察记者 李铮 司马连竹

1月 9日，由四方代表共同签署的“中
华玉都”战略框架合作协议正式生效，镇平
玉文化产业再次站在了转型的风口上，不
同的是，这一次引领着它升级前进的，是以
信息化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智慧+”战略。

实施“智慧+”的四方，分别是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河南省文化产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下文简称“省文投公司”）、软通动
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和镇平县政
府，这支由媒体、企业和政府强强联手组成
的“最强战队”，要将镇平打造成为最负盛
名的“中华玉都”。

既然是“智慧+”，那都“+”些什么内
容？简单来说，镇平“中华玉都”是多维度
多层次、集合线上线下体验的新型业态，它
将以定制服务体系和大数据平台为基础，
以“玉文化”为核心，用“智慧+”玉雕、旅
游、健康养生、金融等各个领域，带动区域
经济特色化、集群化、品牌化运营。

“中华玉都”战略像一块基础良好的
“实验田”，它融合制造、生产和服务等产业
为一体共同发展，是落实河南要打好“四张
牌”要求，和加快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
地、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
业的具体实践。

就像杭州因淘宝网而成为互联网购物
天堂一样，“中华玉都”战略要将镇平带入
智慧型产业高地，以特色优势产业催动当
地“超越式”发展，进而辐射周边、带动更多
更广领域的社会经济转型升级。

无中生有的生意，被镇
平人做到了全世界

沿着赵河一路前往石佛寺，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别致建筑，这是
镇平县近年来打造的重点项目——中华玉
文化博物馆。

漫步2000多平方米的展馆，你一定会
被镇平历史悠久的玉器雕刻技艺折服。作
为古人用以祈福纳吉、礼拜祭天的玉器，从
诞生之日起就被华夏民族寄托了美好而隽
永的含义。一件件出土的、传世的、当代的
玉器作品，揭示着玉雕这一非物质文化遗
产在当地世代流传的记忆。

从小作坊到大产业，镇平县的玉器加
工业起步很早，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由
政府尝试引导兴建了“玉雕湾”。经过几十
年发展，形成了六大专业市场、十余家批发
市场与沿街门店、家庭作坊相结合的格局，
在当地直接从事玉器生产、制作、销售的达
30万人，年产值200亿元。

石佛寺镇有两大特色，一就是居民几
乎家家前店后厂，再就是每天往来的客商
人流巨大。家家开门卖货，家中雇人做活，
带动了大量劳动力就业，让石佛寺人提前
很多年就步入了高收入水平。而繁荣的商
贸流通，带动起物流、餐饮、教育及设备制
造等相关产业共同发展。

镇平玉商也有两大特色，第一大特色
就是敢闯。遍布全国一线城市、各大玉器
加工销售集散地的镇平人，超过了石佛寺
当地从业人口。北京镇平商会秘书长姚敏
庄是家传玉商，他20多岁时只身南下广州
深圳经销玉器，后将总公司设在北京，业务
遍及东北、华北各大城市的百货商超专柜。

姚敏庄告诉记者，目前镇平人在北京
从事玉器行业的已有近10万，与上海情况
接近，而在苏州杭州等地的镇平玉商人数
更多。

去过广东四会、揭阳等玉器专业市场
的人会发现，在那里随处可听到南阳方言，
以致有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四会有30万南
阳人，其中一半都是镇平人”。

说镇平人做生意做到全世界，并不夸
张。镇平玉商对原材料把控的欲望十分强
烈，从国外的阿富汗玉、韩国玉，到加拿大
碧玉，哪里有玉就去哪里买；近些年市场上
的新玉种也几乎都是镇平玉商先追捧、炒
热的，身价蹿升的南红、战国红、紫玉玛瑙
等，背后都有镇平玉商推动的身影。

镇平玉商的第二大特色是能雕会卖。

生意做大的玉商往往是自小跟着家人从事
玉雕，而很多镇平走出的玉雕大师名匠，基
本也是成功的商人。

物的因素加上人的因素，让镇平人无
中生有做大了玉产业。经年日久建立的原
材料渠道和商业口碑，世系传序的玉雕技
艺和人才队伍，是镇平玉产业得以长久发
展的两大根本秘诀所在。

因玉而名，镇平是否能
再次因玉而兴？

说起海宁，人们联想到的第一个字眼
是“皮革”，说到镇平，这个字眼毫无疑问是

“玉器”。一个地域和这里的人，如果和一
样特色产物画上等号，是一种骄傲，同样也
是一种压力。

这种压力对于镇平玉雕产业和从业者
来说，已经持续了近两年，而且有越来越沉
重之势。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中高端珠
宝玉器市场遭遇寒冬，产品价格“高开低
走”一路下行，原料、人工、店面成本却节节
攀升，乃至揭阳等传统玉器市场出现断崖
式关铺潮。

“三年前利润有七成的话，现在三成都

勉强，这是实话。”刘晓强是镇平最大的独
玉加工、经销商，身为当地宝玉石协会秘书
长的他强调：“我可不是在危言耸听，如果
我们玉商再不抱团、政府拿不出好办法，这
一关很难过。”

从2015年到去年，企业自身纷纷“抱团
取暖”，原来喜欢单打独斗的镇平玉商，组织
了多个产业协会、联盟，在资金、原料、人才
和销售渠道等方面互通互助。镇平县政府
也采取了一系列加大市场建设、人才培养、
品牌建设等方面扶持力度，南阳市政府也出
台一系列政策意图扶持玉产业实现转型。

2017年元旦前后，有着亚洲最大玉器
交易集散地之称的石佛寺镇依然热闹如
常，在批发市场、沿街门店和各大专业市
场，除了前来进货的客商，也不乏慕名而来
的游客。

而从数据上也能大致判断，镇平没有
遭受像其他玉器市场一样的严酷“寒冬”，
从业人数、交易数值总体平稳。支撑着这
种平稳的，与当地多年来苦心营造的产业
布局和人才培养梯队密不可分。

镇平县自 2008年 12月被省委、省政
府确定为全省首批玉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
后，在依托传统玉产业、建设特色玉文化试

验区上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尝试，使玉文化
改革发展试验区在当前文化趋同的大走势
下，发挥特色鲜明的玉文化优势，建出了自
己的个性特色。

国际玉城、天下玉源、大师创意园、中
原石雕工艺产业园、玉文化主题公园、玉文
化博物馆、玉雕湾商贸城、粤港文化创意产
业园、玉雕珠宝学院等一批重点项目的实
施，各具特色和竞争优势。有侧重旅游景
观与文化相融合的国际玉城、天下玉源，有
产学研结合的大师创意园、中原石雕工艺
产业园，而玉文化博物馆、玉雕珠宝学院等
文化设施的建设，体现出当地政府提升产
业文化内涵的长远谋划眼光。

2010 年开始，镇平玉商试水电商领
域，目前全县已注册玉雕企业1600多家，
其中大型玉雕企业80多家，基本实现电子
商务全覆盖，5000多人直接从事玉雕电商
经营，全县玉雕产业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
数亿元。

如果说早期的玉雕湾是镇平玉产业的
1.0时代，各大专业市场的兴起是2.0，应用
电子商务是3.0的话，那么此次更新了“内
核”的“中华玉都”战略则是4.0版。

借力借智，用“智慧+”
撬动转型升级

什么是智慧型“中华玉都”？“中华玉
都”战略将要落地什么具体措施？什么样
的方案配置最具可操作性和效益回报？

带着这些问题，在“中华玉都”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签署后，四方合作单位代表立
即坐在一起，展开了首次磋商。

“政府代表玉商企业来签字，自然最关
心回报问题。”会议一开始，镇平县县长艾
进德就开门见山。他说，镇平本土玉文化
产业当前呈现出几大特点：有市场无龙头，
有规模无品牌，有人才留不下来，希望各合
作方能围绕“打造龙头、助推品牌、培育大
师”等核心问题设计方案，突破这些难题。

一位当地企业代表提出，镇平玉产业
格局整体仍处于“散、乱、差”等状态，希望
能够通过这个机会借力借智，引进高水平
的规划、包装团队，整体规划产业布局和走
向，同时能够吸引高层次财团、投资商的青
睐，为玉文化产业注入“新鲜活水”。

对此，各方专家纷纷畅所欲言，提出自
己的见解。有专家表示，借助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强大的宣传平台，今后要重点宣传
有市场潜力、有创新能力的龙头企业和品
牌，让他们“飞得更高”；还可以通过媒体影
响力，组织各类大师专家论坛交流、作品评
选等活动，策划人才培育战略和引进优质
师资力量。

“玉文化博大精深，玉雕精品每一件都
是不可复制的艺术珍品。”有专家提出，要
抓住“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推动玉文
化艺术品成为中原名片和中原地区文化交
易的拳头产品，打造出北京“保利春秋拍”、
杭州“西冷印社”拍卖那样的知名艺术品交
易平台和品牌。

有专家认为，让镇平玉产品走入艺术
品主流市场，需要深挖当地玉文化系统体
系建设，尽快制定玉雕产品标准、交易准
则，为镇平玉器进入资本市场扫清障碍。

还有专家表示，通过信息化平台搭建
和大数据中心建设，实现以镇平为核心的
国内玉产业数据交互，和行业数据动态监
测，对掌握玉文化产业发展走向和脉络十
分必要。

在首批磋商的15个议题中，四方代表
更多地赞同表示，应将“玉文化特色小镇建
设”“建设中国玉网服务平台”“中国（镇平）
大数据中心”“建立镇平玉文化产业投资专
项基金”和“搭建玉文化艺术品专业交易平
台”等8个议题，列入优先实施和落地项目
范围。

未来的“中华玉都”，它可能是一座更
精致、更有活力的特色小镇，可能是一台你
前所未见的大型主题表演，还可能是为我
们每个人提供“游、购、娱”功能的商业中
心，是令中原更出彩的又一座文化产业高
地。8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通讯员 樊翠华）伴随春
节的气氛愈浓，在内乡县“恳谈”二字正在成为全县各级各部
门干部乃至干部家属口中的热词之一。这是内乡县委、县纪
委防范“节日病”复发、“压茬推进”党风廉洁恳谈会带来的初
步效果。

元旦节前内乡县召开了 2017年“双节”党风廉洁恳谈
会，会议要求在1月25日前，全县分层次的领导干部恳谈会
要“一个不能少”地保质保量完成。截至目前，全县各级各部
门已召开党风廉洁恳谈大会200余次。另外，内乡县企业界
代表就政商“亲”“清”关系在恳谈会上发言并发出倡议，参会
的县内“有名望”的数十家企业负责人在“守法诚信、构建亲
清政商关系”承诺书上签字留档。针对领导干部家属，内乡
县要求家属们不但要当好8小时以外的监督哨兵，支持爱人
全身心投入工作，更要当好“廉内助”，常吹廉洁风，常敲廉洁
钟。为解决“教育不是万能的”问题，该县自元旦前就发力于

“组织恳谈会与严督实查”同步进行，狠抓“双节”纪律，严防
“四风”反弹，对违纪违规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
起，以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确保节日期间风清气正。5

内乡

严抓“双节”党风廉洁建设

媒体、企业、政府联合，推动镇平玉产业战略再转型

看，这支“最强战队”
要打造智慧型“中华玉都”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通讯员 陈新刚 倪崇）
1月 9日，方城县人民剧院座无虚席，电影《英雄王锋》在此隆
重首映，再现方城籍火海救人英雄王锋舍己救人、大爱担当
的壮举，方城县各界群众和创作、演职人员共计700多人观
看。

电影《英雄王锋》由南阳市委宣传部、南阳电视台携手南
阳龙韵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摄制，著名作家二月河题
写片名。影片取材于方城县广阳籍优秀青年王锋三入火海
救人的真实感人事迹，以王锋无私奉献、大爱担当精神为主
题，以王锋对其家人、乡亲、朋友、托教师生的真情为主线，再
现了王锋勤劳淳朴、孝敬父母、关心师生、助人为乐、见义勇
为的优秀品质，为观众展示了一个有血有肉、可感可触的平
民英雄形象。

据悉，电影《英雄王锋》不久还将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
播出。5

救火英雄王锋事迹搬上大荧幕

电影《英雄王锋》方城县首映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通讯员 封德 章江锋）
1月6日记者获悉，2016年度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金属学
会冶金科学技术奖评选结果揭晓，由河南龙成集团等单位研
发的项目《提质煤在炼铁领域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荣获一
等奖。

提质煤是在 400摄氏度至 600摄氏度范围内对低阶煤
加热分解后所得到的一种产品，具有“三高四低”的特点，即
固定碳高、化学活性高、热值高，灰分低、砷低、硫低、磷低。
自2007年以来，龙成集团自主研发了低阶煤低温干馏分质
利用技术，实现了年千万吨级提质煤的工业化生产，是适用
于高炉喷吹用的提质煤应用技术。高炉喷吹用提质煤，其固
定碳含量高，灰分低，硫低，挥发分合适，发热值高，呈弱爆炸
性，具有良好的可磨性和燃烧性能，是一种可替代无烟煤的
安全性能高的优质燃料。该技术自2011年投入应用以来，
累计降低生产成本3.52亿元。

据龙成集团负责人介绍，该企业自主研发的低阶煤低温
干馏分质利用技术，技术难点多、资金投入量大，龙成投入40
余亿元，取得了核心技术的突破。目前，该技术已获授权国
际发明专利19项、国家发明专利31项、实用新型专利90项，
并且在河北曹妃甸成功实现 1000 万吨/年规模的工业应
用。5

中国冶金科学技术奖评选揭晓
龙成集团喜获一等奖

南阳市城区烟草专卖局（分公司）现有志愿服务人员165
人，分为党员、青年、巾帼3个志愿服务队，自2004年组建以
来，先后投入专项资金33万余元开展金秋助学活动，使100
多名贫困大学生圆了大学梦，使 143个困难家庭获得了帮
助；先后结对帮扶英庄镇东柳家泉村等4个村，开展了暖冬
“衣+1”“感恩善行大手牵小手”关爱留守儿童结对帮扶活动；
班子成员与留守儿童结成了“一对一”帮扶对子，争取专项资
金20000余元为孩子们带去了图书、书包、文具、羽绒服等
用品，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怀源”文化——心怀感恩、饮水思
源的内涵。 谷琴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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