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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通讯员 申
鸿皓）“嗡嗡嗡……呼呼呼……”4月11日下
午，阳光和煦，麦浪滚滚，春雨过后的田野格外
清爽。在社旗县兴隆镇温桥村从建家庭农场
的300亩小麦粮田示范方，伴随着机器轰鸣，
五架植保无人机在技术人员的遥控操作下依
次缓缓起飞，开始对农场小麦进行“一喷三防”
作业。

2011年9月，温桥村村民魏从建投资85
万元注册成立了从建农机专业合作社，购置大
中型农用机具数十台，除满足自己需要外，还
尽力服务周边群众，为推进当地农业机械化生
产注入了新生活力；2013年，他又先后流转土
地1200亩，成立从建家庭农场，开始了规模化
粮食种植之路。今年，他对为某种子公司代培

育的300亩小麦种子粮格外上心；当天，他不
仅邀请了县农技推广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魏
德永进行现场指导，而且还请来了南阳市某家
飞防植保公司，加快小麦“一喷三防”作业。

“眼下正值小麦拔节抽穗期，与往年相
比，全县小麦赤霉病、锈病、吸浆虫、蚜虫等病
虫害发生较为严重，而这些病虫害重在预防，
雨后正是防治的关键时期。”在作业现场，魏
德永一边亲自配制药液，一边不厌其烦地向
前来观摩的群众介绍防治常识，开具处方，

“亩用苯甲嘧菌酯40克、43%戊唑醇40克、氯
氟氰菊酯100克或者99%恶霉灵粉剂30克、
12.5%烯唑醇30克、氯氟氰菊酯100克兑水
进行叶面喷施，间隔4-5天连喷两次，效果都
非常好。”

“现在小麦一天一个样，长得飞快，如果病
虫害防不住，今年的产量可就要抓瞎了。”魏从
建告诉记者，一架无人机起飞一次，只需十多
分钟就能喷施20来亩，不仅作业快，防治效果
还比人工要好，今年农场小麦的化学除草、“一
喷三防”等都是飞防完成的。

配药、装药、起飞、喷施……不到两个小
时，农场的300亩小麦良种示范方就喷完了，
看着麦穗上的部分蚜虫开始陆续死亡，魏从建
心里才慢慢踏实下来，他又招呼飞防队转战到
了农场的另一块麦田。

“师傅，过两天咱再联系，如果天气允许，你
们还得再来喷一次啊。”作业收工后，为保险起
见，魏从建不住地叮嘱飞防队的老师们；绿油油
的麦田里，丰收的希望正在升腾…… 15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通讯员 高乐 崔
松涛）4月13日，在南阳市医疗卫生服务工作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南阳市所有公立医院将于下半年全部
取消药品加成。

据了解，南阳市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于2014年
11月按时启动，改革实施范围包括全市10个县公立人
民医院、县中医院等共计19家医院。目前已实现了药
品零差率销售。调整了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收费项
目，均同步纳入新农合、城镇职工及居民医保支付范
围。开展了城乡医疗联合体的初期探索，初步实行了
人事及分配制度改革。市、县两级政府已将医院因药
品零差率销售减少的合理收入（20%）由财政承担的部
分，纳入了同级财政预算。

今年，南阳市卫计委承诺的十件实事中，将抓好
公立医院改革放在首位，将继续推进县级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加大政府责任投入。今年下半年适时启
动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所有公立医院全部取消
药品加成。15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崔鹏 宋玉
长）4月11日至12日，现代品质学校建设暨北京师范大
学“学校发展一体化建设”项目现场会在内乡县举行。
来自北师大的教育领域专家学者、北师大区域教育合
作项目负责人和南阳市及内乡县有关小学领导、教师
等800余人实地观摩研讨，为建设现代品质学校献计
献策。

近年来，内乡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借助扶贫政
策的机遇，利用国开行和工行金融扶贫贷款10多亿元，
着力改善薄弱学校基础条件；成立“牧原教育基金”和

“牧原支教服务团”，让乡村教师留得住、教得好，让学
生“学得好”。同时借智借力牵手北师大，通过与北师
大开展教育合作，实施“3321计划”，即利用3年时间为
内乡培育30所名学校、30位名校长、200位名教师和
100位名班主任，辐射带动全县教育快速发展。15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通讯员 袁永胜）4
月15日一大早，文渠镇孔楼村村民孔祥朝便来到自家
的麦田里“巡视”。他一边查看小麦长势和土壤墒情，
一边美滋滋地盘算着：今年给家里的七八亩小麦追施
了些有机肥，这阵子控制住病虫害，起码能多产1000
多斤麦子！年年春耕时节缺钱闹饥荒的孔祥朝今年
心里有了底气，因为他通过南阳村镇银行的“扶贫+”
小额贷款业务，与当地养殖业龙头企业合作，刚刚领
到了第一年的5000元收益。近段时间，在文渠镇及
周边几个乡镇，与孔祥朝一道首批领到收益的农民共
有100户。

“扶贫+”小额贷款是南阳村镇银行为推进金融精
准扶贫而“精准”研发的一款贷款产品。贷款采取“公
司＋贫困户”托管帮扶、“农民专业社（农场）+贫困户”
合作帮扶等模式，保证贷款贫困户获得一定比例的收
益或分红，从而实现精准脱贫。截至今年三月末，南阳
村镇银行，“扶贫+”、自主创业小额贷款等扶贫贷款共
计1170笔，余额7986万元。

为解决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融资难，南阳村镇
银行还有针对性地研发推出了“不动产抵押循环授
信”产品。通过这一产品，一次性核定授信额度后，
借款农户和涉农小微企业在核定的额度和期限内，
可以循环周转使用该额度，循环授信期限长达3年。
并针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惠农宝”“惠禽宝”等20
余款创新产品有效为从事种养业、运输、贸易、旅游、
建筑、加工等合法经营的农村工商业经营者提供融
资服务。15

随着4月15日方城县牡丹节的到来，该县德云山
风情植物园九大色系17万株牡丹竞相绽放，风车花海
构成一幅幅绚丽多姿的壮美画卷。

刁良梓 陈新刚 摄

南阳市所有公立医院
将全部取消药品加成

北师大专家云集内乡
为建设现代品质学校献策

南阳村镇银行

“扶贫+”助力精准脱贫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杨晓申 魏丽

4月6日，走访镇平玉雕市场，刚刚落下
帷幕的首届全国玉料交易会被人们津津乐
道，仅第一天投标到场的就有来自美国、加
拿大等世界各地的客商1600多人，两天时
间里，共800多个标的，中标总金额累计
2300多万元。

“与传统散户摊位经营相比，利用交易
会集中投标的方式，不仅能够实现玉料的价
值最大化，也能够为世界各地的玉料商提供
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镇平县国际玉城和
一玉料标场交易中心负责人仵明军说。

玉料标场是经济新常态下，镇平县玉雕
产业发展的又一次创新和探索，它的建成填
补了玉雕产业链的空白。

像这样的探索和尝试，在镇平县玉雕产
业中每天都在上演，“市场虽然遇冷，但是镇
平县玉雕产业发展的活力犹在。”镇平县玉
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王
坦告诉记者，从玉雕大师、玉雕企业到政府，
“用创新带动玉雕产业棋局‘全盘活’”正在
成为镇平县产业发展的共识，从产品设计到
销售模式，来自各个方面的探索和实践，让
镇平玉雕产业涌动着新的活力。

图片新闻

在镇平玉雕大师创意园见到刘晓强，他正指导学
生进行创作，作为南阳独山玉雕刻创作的领军人物，
从事20年独山玉创作的他见证了玉雕产业的起伏。

“与其说玉雕市场遇冷，不如说人们的消费趋于
理性，市场的选择变得冷静。”面对当前玉雕市场的低
潮，刘晓强认为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也并未因
此失去信心。他告诉记者镇平玉雕的发展前后经历
了四次高低起伏，每一次带来的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每一次低潮都让玉雕的从业者再度审视自己的不
足，因此玉雕行业的创新从未间断过，从创作理念到
营销模式，每过几年都会有新的趋势产生。”他说。

从刘晓强所创始的玉神工艺术品有限公司的发
展，也印证了他的说法。

独山玉作为南阳独特的玉种，因不同的矿物组合
而出现多种颜色并存的现象，是独山玉的主要特色，
也是最让玉雕创作者最着迷的地方。然而在十年前，
独山玉并未得到市场的认可，不像翡翠、白玉等市场
行情好。怀揣着振兴独山玉雕刻事业的刘晓强并未
随波逐流，选择了坚守。十年来，刘晓强带领团队，不
仅创立了独山玉“顺色立意，依形造势”的艺术创作理
念，更填补了独山玉创作的空白，第一次使用黑白两
色进行俏色设计，形成独特的风格，由玉神公司创作
的乡土系列成为独山玉雕刻系列的代表作品。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镇平玉雕经过了粗糙的初
级加工阶段走向精雕细刻，追求艺术造诣的阶段，而
现在市场更追求多样化、个性化。”刘晓强告诉记者，
2016年他们专门进行了市场调研，发现目前艺术品收
藏拥有一定空间，独山玉独树一帜的艺术价值依然会
吸引不少收藏者的喜爱，与此同时，玉雕正逐渐被拥
有“轻奢”生活态度的年轻消费者所接受。

对此，刘晓强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思路：
“目前玉神公司坚持‘两条腿’走路，让高端的更加高
端，同时放下姿态，做一些平民化、适合百姓的、让百
姓认可的作品，我们提出的‘小、雅、精、韵’的理念，小
器件但不失雅趣和精致。”记者在“闲鱼拍卖”玉神工
艺专区发现，这里不仅有张克钊、刘晓波等国家级玉
雕大师十余万的作品，同时也有价值近千元的小挂
件，而挂件的题材也不再拘泥于传统玉雕中的题材，
包含各种各具特色的形象。

说起玉雕，你的脑海中浮现的应该
是一件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或者一个
可以品味把玩的挂饰。不知你是否畅
想过玉雕其实可以渗透到你生活的每
一个细节中，在镇平县嘉豪珠宝有限公
司，创始人张艳浩正致力于这样的探索
中。

在嘉豪珠宝的产品展示厅中，记者
看到，这里的碧玉被镶嵌在手镯、胸针、
手表、腰带等生活用品中。腰带中用的
腰带扣，手表上的表盘，耳环、戒指等配
饰中到处可见玉雕的元素。

“我们希望开发生产一些与生活息
息相关并且物美价廉的产品，让玉融入
百姓的生活中，真正能走进寻常百姓
家，而不仅仅是艺术品。”张艳浩说，面
对市场的下滑，企业都在想办法开发新
的产品，在人们的概念中，玉是一种奢
侈品，仅供欣赏，需要花大价钱才能买
到，而嘉豪所做的是希望玉能够成为人
们生活中的必需品。

提起张艳浩，作为镇平县“回创人
才”的代表，他将品牌化的管理理念带

入了镇平，从原石采购到产品研发、设
计、销售，目前嘉豪珠宝有限公司拥有
完整的产业链条，拥有近百余名工人，
成为镇平县为数不多的规模化珠宝加
工企业。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寻求与时尚品
牌的合作，希望能够将更多玉元素植入
到生活中。”张艳浩说。

同张艳浩一样，琪美真玉的创始人
王兴，同样是一个返乡创业的代表。
1998年，王兴到广州做学徒，2003年
回到镇平加工玉雕把件和首饰。2008
年，他率先注册了南阳琪美真玉连锁有
限公司，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可以开展
玉器连锁销售的公司之一，填补了南阳
玉文化产业在连锁市场的空白。同年，
眼光敏锐的他开始尝试线上销售。

“当时注册品牌时很多人不理解，
都说做玉雕需要什么品牌，但是我认为
要在玉器行业立于不败之地，创新是关
键，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玉品牌。”谈起
品牌化经营，王兴斩钉截铁地说。

时间给了王兴最好的证明，当镇平

玉雕品牌化经营愈来愈加成熟的时候，
王兴早已开始了新的探索。2008年尝
试将玉器进行网上销售。

“当时镇平还没有成熟的电子商务
团队，先后缴了不少学费，才在2014年
在广州组建了专门的电子商务运营团
队，如今虽然实体店销售下滑，但是线
上销售额每天仍可以达四五万元。”王
兴说，电商给了玉器一个好的销售平
台。

2016年携手阿里巴巴旗下的“闲鱼
拍卖”，镇平县组建了镇平玉雕大师馆，
入驻54人，企业13家，自去年8月以
来，截止到去年年底，仅四个多月的时
间，已进行100多次专场拍卖，总成交
额达6000余万元，玉雕也成为能够参
与到双11网络狂欢中的“网红”产品。

“镇平玉种齐全，从原料到设计、加
工、销售、物流有完整的产业链条，仅石
佛寺就有10个专业市场，囊括10大类
1000多个玉种。”从事电商的王青奇告
诉记者，目前线上销售，已经成为玉雕
销售的又一阵地。

4月7日，作为今年我省唯一提名
的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园区，镇平县迎来
了“国检”。近年来，镇平县以创建国家
文化产业示范园区为契机,开展实施

“玉+”发展战略，拉长产业链条，推动
融合发展，助推玉文化产业升级。

走访镇平，建成的中国玉雕大师创
意园已经成为云集玉雕大师，进行玉雕
研发、精品展示的文化高地，玉文化传
承与文化旅游在这里相得益彰，成为镇
平县集雕玉、赏玉、旅游于一体的特色
景区，诠释着“玉+旅游”的魅力。即将
开馆的中华玉文化博物馆承载着历史，
开启着玉雕产业的未来。电商产业园、
真玉天地电商孵化基地等项目，展示着

“玉+互联网”战略的活力。正在建设

中的玉雕职教园区，积蓄着玉文化发展
的有生力量……

“以改革创新带动镇平玉雕产业的
全面升级已经刻不容缓，振兴镇平玉雕
产业就是要紧紧围绕打造‘中华玉都’
的目标，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主线，
以文化与产业相结合为基础，以市场建
设为载体，以龙头企业为骨干，以人才
队伍建设为保障，大力促进资源整合，
壮大产业发展水平，全面提升玉文化产
业。”镇平县县长艾进德说，接下来的几
年，镇平县将着力四个转变，转变产业
机构、转变加工模式、转变营销模式、转
变服务模式。

目前，为更好地为镇平县玉文化产
业转型发展提供全方位的“后勤保障”，

镇平县玉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管理委
员会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政策,通过开展
定期专业人才培训，为玉文化产业发展
提供人才支撑；举行玉雕作品评选、巡
展等活动提升产业影响力；建立玉雕行
业诚信联盟，进行市场规范整治活动，
提升“玉乡镇平”的新形象；积极开拓与
阿里集团合作，搭建玉雕电商服务平
台；开通完善中国玉雕大师服务中心，
中华玉都网等网络服务平台。

“从每一个服务平台的建设，到每
一个企业的探索，再到每一个大师创作
的作品，创新带动着镇平县玉文化产业
的发展，也是其发展的源泉。”镇平县委
书记李显庆告诉记者，玉文化产业的改
革创新将不会止步。 15

社旗：无人机飞进家庭农场

用创新带动镇平玉雕“全盘 ”活
政府发力补“短板” 多方携手优环境

当玉雕遇上生活，玉雕也可以成为“网红”回创人才的实践

“玉+”战略助推产业升级政府部门的“后勤保障”

依照4A级景区标准建造的中国玉雕大师创意园

无人机正在田间进行作业 申鸿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