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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本报通讯员 盛志国

产自邓州的天然彩棉经过加工，成为与
“莱卡”齐名的专利产品“舒肤纱”，再经印染、
纺织等环节，成为国内七成服装电商采用的

“坯衫”……在位于邓州市产业集聚区内的雪
阳集团生产基地里，用肉眼无法见到的上述
产业链条，正以此为节点，向该集团分布全国
22家省级分公司和七大区域仓储物流基地
组成的网络无限延伸着。

作为邓州服装产业“一城一区”战略布局
中的“一区”，成立不到三年的邓州产业集聚
区没有“一城”穰东镇那样悠久的产业传统，
却因开放、务实的发展政策，吸引了新三板上
市企业雪阳集团、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永泰棉纺等企业入驻，还获得全球最大运
动服饰制造商——伟仲集团青睐，将其三大
生产基地之一落户于此。

仍以雪阳为例，作为从邓州走出的国际
化企业，早已跻身于全国彩棉深加工行业的
前列，发展成为目前国内最大的彩棉纱生产
厂家，其产量达到了全国总产量的 1/3。
2016年，雪阳还走出国门，踏上中国“一带一
路”，成功收购乌兹别克斯坦棉纺联合体，将
在两年内达到全球年产能1亿件，形成“全产
业链、海量现货、四季产品、快速定制”。

正是以类似雪阳、永泰等一批先进制造企
业为后盾，邓州期望“一城一区”互相补充、良性
互动的战略意图，有了现实基础与未来可能。

补完产业链
这张蓝图重在持续

邓州市地处我省西南部，北依伏牛，南连
荆襄，西纳汉水，东接宛洛，有豫、鄂、陕“三省
雄关”之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当地
历史悠久的棉花种植、纺织历史。

从棉花种植生产到棉花初加工、再到服装
制造产业，从田地里种植的棉花到人们身上穿
着的服饰，如今邓州已经初步打造出了纺织服
装从种植、生产、加工的全产业链模式。

当前，纺织服装产业作为邓州三大支柱
产业之一，具备突出的发展优势。依托丰富
的棉花资源和交通区位、劳动力等优势，纺织
服装产业被列为该市主导产业和重点民生产
业，并为此制定了《邓州纺织工业“十三五”及
2025年发展规划》。截至目前，相关产业年
实现规模以上产值11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
产值比重增长25%左右。邓州已成为豫西南

重要的服装生产加工、流通基地。
近年来，邓州市委、市政府着重科学规划、

立足长远发展，确立了“工业立市，产业兴市”
的发展目标，全力培育产业集聚发展平台。

邓州市产业集聚区是河南省“一星级产
业集聚区”。规划面积22.6平方公里，已建成
17平方公里，入驻重大企业 101家，初步形
成了纺织服装、食品加工、汽车及零部件三大
产业集群，纺织服装产业形成70万锭纺纱、
年产9000万米坯布、2亿件（套）服装鞋帽生
产规模。

依托产业集聚区，邓州大力实施名牌战
略，通过永泰棉纺、雪阳、金利达、磊傲、玉玺、
梦诗雅等知名品牌的辐射，推动集群发展。

今年年初，邓州产业集聚区与中原工学
院签约成立品牌策划中心，引进相关智力资
源，学习和借鉴国际知名企业在产品研发设
计、质量管理等方面的经验，积极鼓励和引导
企业创新品牌，推进纺织服装企业从生产型
向品牌经营型转变。

从织造迈向“智造”
谁更有个性？

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正在孕育兴起，在工业 4.0 和“中国制造
2025”的大背景下，服装制造正在发生着深
刻而巨大的变革，智能制造已经成为传统纺
织服装行业转型升级的必然之路。今年全国

“两会”期间，来自服装行业的代表和委员提
出，全行业应借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纺织业
融合为发展主线，并结合持续的科技创新，推
动纺织产业向绿色低碳、数字化、智能化和柔
性化等方向发展，追求多元化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产业集聚区普遍面临
着转型升级的重任。

“近期我们将引进高端环保印染项目，从
硬件上补完织造产业链条，同时积极转变职
能，从‘互联网+纺织’、期货交易、产业培训、
会展发布等不同层次，引导新兴业态等软实力
增长。”邓州产业集聚区党工委书记刘新明说，
围绕市场及消费需求，下一步他们将着重引进
与引导企业关注教育定制、体育消费、家纺、轻
奢等类型产品，同时加大力度引进高新技术研
发、融合创新与服务能力的特色企业落地。

河南服装行业协会会长李刚认为，实施
“纺织服装+互联网”，构筑智造产业互联新
优势，进行整体提质增效升级，是内陆纺织服
装产业的突围与破局之路。

“一件一件衣服背后所包含的服务理念、

品牌等开始成为重点。未来的纺织服装产
业，既是制造业，又是高新技术产业；既是时
尚产业，又是服务业。纺织服装企业已经开
始从‘互联网+’到‘渠道+’，将重心转向满足
新的消费需求，过去我们关注制造的集聚园
区，未来也要关注服务能力、设计能力、创意
能力的集聚。”李刚表示。

对此，当地决策者正做出积极应对。邓
州市委书记吴刚提出，邓州服装产业迎来了
发展的黄金时期，应当紧紧抓住机遇，大力提
高服装企业以科技和专业创造培育自主品牌
的能力，提升企业竞争力，引导企业走品牌发
展的道路，担当行业规则制定者和市场风向
标的定位。

吴刚介绍，目前投资邓州纺织服装业有
“四好”。其一是资源好，常年在外务工人员
50 万人以上，人力资源丰富；其二是政策
好，制定了专门的鼓励和支持纺织服装产业
发展的优惠政策；其三是区位好，是承南启
北、连接东西的轴心，3条高速公路穿境，蒙
华铁路、郑万高铁都将在邓州设站；其四是
氛围好，各级党政大力支持，对企业厚爱有
加。

“未来五年内，邓州将快速推进纺织服装
产业上规模、创品牌，不断提高纺织服装产业
的集聚效益和行业发展水平，建成中部地区
科技和品牌领先的重要纺织服装强市。”吴刚
表示。15

□南阳观察记者 王昊
本报通讯员 乔旭涛 宋玉长

每隔一天，张红杰都会开着拖拉机到村
口接回一车饲料，拉到合作社的养牛场里。
这些饲料都是春牧公司直接配送到村里的，
够160头牛吃两天的。最近他的心情不错，
所以干劲就特别足。参加养牛合作社半年
多，每个月都能领到1500元的工资，最近还
拿到了7000元的养牛分红，让他原本贫困
的家庭状况一下子改观了许多。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内乡县农信联社
扶贫贷款的支持，正是“扶贫血液”的输入，
才让类似张红杰这样的贫困家庭改变了自
己的生活。

“养牛扶贫贷”
让农民不出村就能脱贫

张红杰今年40岁，是内乡县余关镇子
育村瓜坡组的村民，他自己耳聋，妻子智
障，母亲常年有病，一子一女都在上小学。
家庭负担大，离不开人照顾，他并不能像别
人家的男人一样外出打工挣钱，所以日子
一直过得非常艰难，是内乡县建档立卡的
贫困户。

去年，张红杰加入了村里的鑫牛养牛合
作社，内乡县农信联社为他发放了5万元的

“养牛扶贫贷”。他和村里其他32户贫困户
一起，用这笔钱申请了160头孕1月的头胎
母牛，交给合作社统一饲养管理。提供母牛
的，是县里最大的养殖企业——内乡春牧
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此外，合作社的标准牛
棚、牛槽、统配饲料和防疫药品等，也都由
他们免费提供，合作社由此成为春牧公司
的第一分场，公司每月为每头牛提供 200
元饲养费。母牛在分娩前交回公司，每 7
个月为一个养殖周期，每头牛每增重 1斤
按支付 4 元报酬。通常情况下，一头牛 7
个月平均可增长 500斤，在每个养殖周期
内，一头牛的饲养收入为 1400元，增重收
益为2000元，合计3400元，社员在合作社
内领工资还享受分红，由合作社统一归还
贷款本息。

除去人工费、水电费、其他日常开支和

国家贴息 5%后 2.35%的利息支出，净收益
的 60%给社员进行分红，每位社员每个饲
养周期内（7个月）收益约8000元。

“聚爱扶贫贷”
创新产品助力脱贫增收

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内乡农
信联社还开发了另外一个信贷产品——

“聚爱扶贫贷”。该产品由内乡县城乡一体
化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发起人出资 100 万
元，联合1.2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成立“内
乡县聚爱农牧专业合作社”，对于入社的贫
困户，由内乡政府投资平台（内乡县投资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内乡县中小企业担保公
司等）为其担保，分别在内乡县农信联社和
国家开发银行按照每户 15万—30万元进
行贷款，并委托合作社统一经营，带动贫苦
户增收。该项资金具体用于投资建设猪
舍，所建猪舍租赁给全国最大的养殖企业、
上市公司牧原公司，按年6%的利息收取租
赁费。“聚爱合作社”按季付息给信用联社
3%，最终形成的利差收益，作为贫困户的
分红（每季分红 800元），确保贫困户年收
入3200元。三年到期后，牧原公司负责收
购猪舍，收购资金用于归还贷款本金。

内乡县马山口镇河西村贫困户 42岁
的秦红玉，以前在外打工时，从高处摔落造
成偏瘫在床十多年，家里三口人，儿子正上
初中，其中需要常年在家照顾他。家里没
有了劳动力，又常年需要吃药看病，生活十
分贫苦。2016 年 10 月，他加入了聚爱合
作社，申请到了“聚爱扶贫贷”。今年春节
前，合作社把首批分红通过“一卡通”的形

式全部发放到户。此时，秦红玉因病重告
别人世不久，但留下的孤儿寡母因为有聚
爱合作社的金融扶贫，生活有了保证。

创新金融信贷
确保精准扶贫见实效

像“聚爱扶贫贷”“养牛扶贫贷”这样的
创新金融产品，是内乡农信联社和地方政
府在创新金融扶贫机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探索方面做出的积极尝试，它创造性地开
发并实施了以牧原食品有限公司和春牧养
殖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全国性和地域性龙
头企业，以“公司+支部+合作社+农信社+
贫困户”的合作模式，激发区域内的各方力
量，为贫困户插上了“致富翼”。

内乡农信联社先后和中小企业担保
公司、内乡县扶贫办、牧原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等银担、银政、银企签订合作协议，不
仅较好地控制了信贷风险，还有助于实现
金融扶贫工作由“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实现以少量政府资源调动社会各方资金
投入，形成全社会参与金融扶贫的局面，
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进行精准到户扶
贫。

目前，针对内乡县建档立卡的 14148
户贫困户、40498人，内乡农信联社多方协
调、锐意创新、大胆尝试、攻坚克难，已签约

“聚爱扶贫贷”贷款6800户，成功发放6772
户、金额11.859亿元，签约“养牛扶贫贷”贷
款 763 户，成功发放 646 户、金额 3230 万
元，共计7418户、1.2亿多元。为切实帮助
辖内居民实现精准脱贫，推动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做出了效果明显的努力。15

张红杰在养牛合作社卸饲料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余宇
士）又到一年毕业季。4月8日，河南省毕业生就业
市场南阳分市场暨南阳师范学院2017届毕业生春
季就业洽谈会在南阳举行。

据悉，此次洽谈会共有来自北京、上海、郑州等
省市的450多家用人单位招贤纳士，提供工作岗位
15000多个，达成就业意向的有3000人左右。南阳
师范学院7100多名研究生、本专科毕业生，南阳市
的其他5所高校毕业生，省内外其他高校部分应往
届毕业生参加了洽谈会。

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南阳师范学院积极
开展《国家职业指导师资格证书》培训，形成专业化
的专兼职就业队伍，有力推动学校就业工作良性发
展；开展师范生就业指导、大学生职业技能培训研
究，将科研成果反哺教学，提升学校就业指导教学
和管理水平；以《职业规划课程》《就业指导课程》
《创业基础》为龙头，以职业规划大赛、创新创业实
战大赛、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和卧龙众创空间建设
为载体，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职业成熟度和创新创
业能力；实施“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的教育
管理模式，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和就业率；以“校园
双选会”和每年4月份“就业促进月”为平台，加强就
业市场建设和就业应聘的专项培训，拓展毕业生就
业渠道。15

毕业生就业市场南阳分市场

3000多名毕业生
达成就业意向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通讯员 封德
夏婉燚）4月 14日，走访在西峡县城，绿色“移动猫”
共享免费单车纷纷亮相，一辆辆摆放整齐、崭新的
绿色电动车成为街头的一道亮丽风景，吸引着过往
行人的目光。

“以前，我只在大城市见过共享单车，没想到现
在西峡竟然也有。以后我们出行可就方便多了，随
时骑走随时停放，不仅节约时间，还环保呢！”记者
在采访时，前来骑车的李先生满脸兴奋地说。

据了解，市民使用共享单车时，只需要到附近
站点微信扫码，支付押金即可解锁骑行，前25分钟
免费，之后每10分钟收取1元钱，使用结束时，把电
动车停放到就近的站点，系统将自动退回押金。

“移动猫”共享单车由西峡县政府主导，河南省
名门智能交通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站点分布于西峡
县城区的各个主要社区和人流密集处，根据人流量
大小设置站点车辆的多少。据悉，西峡县将设置
150个站点，投入使用 1500辆电动车，目前，已有
60多个站点投入使用。在西峡县共享单车实行统
一化管理，避免乱停乱放，提升城市形象的同时，切
实解决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15

共享单车亮相西峡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陈草
原 闫草）“现在自己不仅做大了玉兰生意，还带动
了乡亲们就业致富，这离不开供电公司的大力支
持！”4月10日，南召县道奇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张道奇谈起玉兰致富经，对国网南召县供电公
司的服务赞不绝口。

南召素有“中国辛夷之乡”之称，近年来，随着
全县玉兰花卉产业向上下游链条延伸，玉兰产值达
到21.3亿元，形成了培育花木、盆景以及玉兰深加
工为一体的产业链。国网南召县供电公司摸底登
记，建立玉兰花农档案，做好电网规划、增加变电容
量等工作，确保供电不出现“卡脖子”；成立9支“玉
兰服务队”，配备专门应急车辆和备品备件，深入田
间地头，服务到机井，对涉及玉兰树的10千伏农灌
线路和设备进行特巡，及时处理发现的各类设备缺
陷及事故隐患；对玉兰树春灌期间需报装增容的客
户，简化报装手续，缩短施工时间，以最快速度完成
送电工作，确保玉兰灌溉无忧；先后制作发放印有
包片职工联系方式的“玉兰连心卡”1300张，提高群
众安全用电意识。同时，深入企业开展上门走访，
了解用电需求，为深加工企业扩大规模提供强有力
的电力支撑。15

国网南召县供电公司

为产业发展开辟绿色通道

4月 9日，工商银行南阳分行组织举办“我运
动 我快乐”第三届员工太极拳比赛，来自21个基
层工会（小组）的200多名选手，经角逐，评出了一
等奖1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3个，优秀奖15个。
目前，太极拳已成为该行员工队伍的群众性运动项
目。蒋红升 摄

邓州服装产业破局之

从织造到“智造”的产业新区

内乡农信抓住“龙头”
为贫困户插上“致富翼”

【编者按】脱贫攻坚决胜战役中，金融扶贫作为具有“造血功能”的长效机制，其中的积极探索和有益经验受到

广泛关注。截至2016年年末，河南省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扶贫小额信贷总投放量为46.529亿元，共带动贫困

人数143296人。其中，南阳市扶贫小额信贷余额为20.34亿元，占全省总量的44%，比年初增加13.13%，增量

占全省增量的46%，带动贫困人数32635人，占全省比例的22.74%，形成了耀眼的“金融扶贫南阳现象”。

南阳市相关金融机构在扶贫工作中都摸索出了哪些积极的办法，积累了哪些有益的经验，我们将通过一系

列的报道予以关注。

永泰棉纺有限公司车间一角 盛志国 摄

河南日报网 http://www.henandaily.cn 手机报 移动用户发送HNRB至10658000订阅（3元/月 不含通信费）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编 450008 值班室 65796114 印刷 河南日报印务中心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工商广字第006号 零售 1.50元（今日郑州市、南阳市、许昌市、鹤壁市为24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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