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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5 月 23
日，记者从郑州海关了解到，今年 4
月份，我省出口手机923.6万台，比去
年同期增加 1.1倍。其中，民营企业
出口手机497.6万台，占比53.9%；外
商投资企业出口手机426.0万台，占
比 46.1%。单月民营企业手机出口
量首次超越外商企业。

据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
随着我省营商环境不断优化，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优势持续发
挥，手机产业园企业的产能逐步得
以提升；地方政府积极助推对外经
济贸易发展，大力推行招商引资，逐
步吸引广东珠三角一带民营手机生

产企业转移至港区手机产业园区；
新郑综保区口岸作业区集聚能力的
进一步凸显和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
的深入推进，使更多民营企业改变
以往在沿海口岸海关报关的方式，
选择在新郑综保区口岸作业区进行
申报，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我省手
机出口量大幅增加。

与此同时，国产手机厂商不断
加大自身品牌建设力度，提升综合
实力、产品质量及用户体验，赢得了
更多用户的认可，在全球市场的出
货量和份额突飞猛进，出口量成倍
增加，在手机出口中逐渐占据主
导。③3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通讯员
王烜）计划总投资78.85亿元，建设国
家储备林基地 55万亩，增加活立木
蓄积888.12万立方米。5月23日，记
者从许昌市林业局获悉，提出上述目
标的《许昌市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方
案》正式获得国家林业局批复。目
前，基地一期建设项目正有序推进。

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
强国家木材战略储备基地建设。
2016年3月，国家林业局与河南省人
民政府签署的《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原
经济区生态建设的意见》，将我省列
为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首批试点省
份。许昌市是全省国家储备林基地
建设首批试点城市之一。

根据《许昌市国家储备林基地建
设方案》，到 2024年年底，许昌全市
的林木覆盖率达33.5%，城市绿化覆
盖率达44.55%。到项目运营期结束

后，全市活立木蓄积增加888.12万立
方米，形成城乡一体、布局合理、结构
优化、经营集约、功能完善、管理有序
的林业生态产业体系。

许昌市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规划
布局为“三区两廊一基地”：“三区”即
城镇生态提升区、平原生态涵养区、山
区生态修复区；“两廊”即水系林带走
廊和道路林带走廊，重点建设以汝河、
颍河、双洎河、南水北调干渠等水系为
主的大型林带，强力推进许禹、许鄢、
许长、许襄、许昌至机场快速通道等道
路走廊提档升级；“一基地”即以鄢陵
县传统苗木生产基地为中心，以调整
花木产业种植结构和实现花木产业提
档升级为契机，促进林苗一体化经营。

目 前 ，许 昌 市 林 木 覆 盖 率 达
32.51%，城市绿化覆盖率达40.25%，
是我省首个获得国家森林城市荣誉
称号的省辖市。③7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通讯员
曹磊）以旅游发展促三产发展，以特
色小镇建设探索新型城镇化建设。5
月 23日，巩义市政府与正商集团举
行签约仪式，总投资300亿元的西山
小镇正式落户巩义。

与城市中高楼林立、高容积率的
情况不同，西山小镇致力于打造郑州
市民休闲度假的“后花园”，形成以绿

色观光、山居体验为核心，以健康、运
动、养生、度假为特色，集旅游、观光、
疗养、休闲、餐饮、文化、娱乐于一体
的山地生态观光度假园区。

据悉，巩义特色小镇建设“遍地
开花”。康店明清古镇、河洛戏曲小
镇、站街诗瓷小镇等省级特色小镇正
在加紧推进，涉村“石居部落”即将投
入运营。③7

□本报记者 刘红涛

端午节将至，市场上各式各样的
粽子已开始热销。5月 23日，记者在
郑州丹尼斯、大商等大型超市看到，

“三全”“思念”“云鹤”“笑脸”等品牌粽
子销售区内悬挂着印刷精美的宣传招
贴，吸引消费者购买。豆沙粽、蜜枣
粽、鲜肉粽、菠萝粽……十多种口味的
粽子，让前来购买的市民挑花了眼。

粽子成为速冻行业新亮点

在郑州航海路丹尼斯大卖场，速
冻专柜的推销员王女士说，端午节“粽
子大战”的序幕已经拉开，随着节日临
近，粽子还有降价可能。而根据往年
惯例，端午节后粽子价格还将有下降
空间。

在生产方面，思念公司一位负责
人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去年速冻粽
子销售基数已经比较大，但随着产品
品种不断完善，预计今年销量将比去
年同期略有增长。

速冻企业为何如此青睐小粽子
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急于
在多元化发展战略中寻求新的支柱。

按照往年的规律，春节和元宵节
的销售高峰过后，速冻产品随即进入
淡季。但在近些年速冻企业的发展
中，“思念”“三全”“云鹤”等企业的产

能大大提高，我省速冻企业一直在寻
找能与汤圆有互补性的拳头产品来填
补时段性销售的空白。

1996年，中国第一个速冻粽子诞
生于郑州三全食品公司。随后，企业纷
纷效仿，速冻粽子产业蓬勃发展。此
后，我省速冻食品企业都不约而同地瞄
准了粽子，准备把它培养成继汤圆、水
饺之后的另一主打速冻系列品种。

河南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宋向清认
为，粽子是国人的一种传统食品，主要

在端午节前后销售，与汤圆的销售旺
季正好有互补性，加上近两年粽子消
费表现出由端午节向日常延伸的趋
势，因此，粽子具有成为速冻产品中一
个独立品种的基础。从近几年速冻粽
子销售额来看，基本上能占到整个速
冻产品销售额的20%左右。

速冻食品丰富“大餐桌”

我省是全国重要的农业大省，也是

食品工业大省，加速主食产业化也是近
年来我省食品工业的发力点之一。

《2012～2020年河南省主食产业
化发展规划》提出，我省全面启动“主食
产业化”，打造中国“舌尖上的主食”。
其中速冻食品方面，要在郑州、开封、安
阳、三门峡、信阳等省辖市发展速冻食
品产业化集群，提升速冻水饺、汤圆、粽
子等产品的品质和档次等。

省农业厅产业化办公室负责人介
绍，经过这些年发展，我省速冻行业的
饺子、汤圆、粽子等产品，占全国市场
的 60%～70%，其中速冻饺子占到全
国市场70%以上。

目前，郑州已形成以三全、思念为
代表的速冻食品产业化集群，加工企
业16家，带动了整个郑州乃至全省速
冻食品行业的发展，郑州也因此成为
全国著名的速冻食品生产基地。此
外，小小粽子还带动了附近地区的农
副产品深加工业、运输业和劳动再就
业的发展，仅郑州市年产速冻食品10
万吨，吸纳就业人员5万多人。

当前，我省由产粮大省向粮食深
加工大省转化的速度正在加快，越来
越多的饺子、汤圆、粽子等速冻食品被
端上全国各地居民乃至外国人的餐
桌。“我省正努力把‘大粮仓’‘大厨房’
建成‘大餐桌’，通过农产品加工提高
附加值，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该
负责人表示。②9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王为峰

又是一年樱桃红。5月 20日，在
台前县打渔陈镇樱桃文化节上，樱桃
种植产业扶贫基地游人如织。

“这些天，俺一直在这里摘樱桃，每
天收入四五十块钱。”该镇田庄村村民
张凤华高兴地说。张凤华是村里的贫
困户，由于丧偶、缺少劳动力，就把自家
的3亩多地流转给樱桃种植户，每年土
地流转收入3000多元。平时她在樱桃
园打工，还能多挣份收入。

“进入樱桃采摘旺季，每天来这里
打工摘樱桃的有200多人，其中贫困户
有50多人。”田庄村党支部书记党安宪
告诉记者。为规范提升樱桃园形象，帮
扶产业发展，近年来，打渔陈镇党委政
府为种植户更换了护栏，协调农电部门
安装了高压变压器设备，建设了特色农
产品网上交易平台，引导成立了樱桃种
植协会，共发展种植户75户，其中有17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樱桃种植。同
时，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每位打工
者年收入可达7500元以上，全年可吸
纳贫困户500余人到基地打工。

“品尝红艳艳的樱桃，感受浓浓的
采摘乐趣。”台前县委书记常奇民现场
为打渔陈镇樱桃“代言”：“欢迎各地游
人来这里感受台前樱桃文化，这也是
对台前产业扶贫的支持。”③5

4月份我省手机出口量大增
民营企业出口量首超外商企业

许昌将建55万亩国家储备林基地

新型城镇化项目西山小镇落户巩义

周口

创业路上走来生力军

脱贫路上
樱桃红

端午将至 粽子热销

小粽子增彩速冻食品大产业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时秀敏 李子耀）珍珠岩是一种火山
喷发的酸性熔岩经急剧冷却而成的
玻璃质岩石，被广泛运用于工业和建
材行业。但在信阳上天梯管理区，珍
珠岩如今却有了新的用途——用于
高效农业生产。

5月22日，在信阳市上天梯恒源
矿业有限公司的试验基地里，记者看
到，一排排用多功能床土栽培的辣椒
等农产品长势正旺，不少已经开花结
果。“这种无土栽培的床土是由我们
和韩国合作公司联合研发的，40%以
上的原料是我们自己生产的珍珠
岩。”公司总经理周进告诉记者，这是
今年公司用自己生产的床土栽培的
首批蔬菜。

“在国内，珍珠岩 90%以上用于
工业、建筑业，而我们在与韩国公司
合作的过程中发现，我公司出口的珍

珠岩产品对方 90%以上用于农业生
产。通过对比发现，用于农业生产的
珍珠岩产品，附加值更高。”周进说。

信阳市上天梯恒源矿业公司与
韩国合作公司经过多次洽谈，达成合
作协议。投资5000多万元的床土项
目在上天梯落户。

“以珍珠岩产品为原料生产的床
土进行无土栽培，一般没有虫害，只需
注入营养液，不施肥，无污染，而且农作
物比传统的产量高、品质好，果实大小
匀称，没有畸形果，卖相好，是高产出农
业。”周进如数家珍：“这种床土一批次
可用三年，一亩地的投资成本在4万元
左右，但产出可以超过10万元。”

据周进介绍，今年公司利用自己
生产的水稻专用培养土进行水稻育
秧取得成功。传统的水稻育秧周期
是 30天左右，利用专用床土进行基
质育秧只需要15天。③6

信阳珍珠岩又有新发现
用作床土又种稻子又种菜◀5月23日，灵宝市供电公司员工

在该市苏村乡高家岭村进行电网设施改
造，为精准扶贫提供电力支持。⑨6 蒋
少辉 石文风 摄

▲5月21日，息县夏庄镇蔬菜基地
的社员在采摘菜心。当地采取“市场+龙
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户+基地”的产业
化经营模式，帮助农民稳定就业。⑨6
徐维 余江 摄

5月 19日，在内乡县赤眉镇东北川村，果农正把红艳艳的油桃装箱外
运。今年该县种植的10万亩油桃喜获丰收。品质优良的油桃畅销全国各
地，为果农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⑨6 张中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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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下乡创业 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 赵春喜

创业路上，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带
着无限激情与希望走来；他们年富力
强，满怀对家乡的挂牵，充满对创业的
渴望，在曾经生养他们的热土上，挥洒
着汗水，成就了自身，回报了乡亲。

近日，记者随省委宣传部、省人
社厅联合组织的“返乡下乡创业，助
力脱贫攻坚”集中采访报道组，在周
口市郸城、淮阳等地采访时，接触到
这么一批返乡下乡创业者，近距离感
受到他们的可爱、可敬。

巾帼不让须眉

5月 22日，位于郸城县汲冢工业
区内的河南省鼎盛标准件有限公司
车间内，大大小小、不同型号的螺丝、
螺帽，让人眼花缭乱。

3年前，35岁的李玉英回乡创办
了这家企业。此前，她一直在温州打
工。“在温州，从生产到质监，我都干
过。”渐渐地，李玉英开始厌倦打工

的生活，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她的
脑海。“老家河南是个大市场，但所
有的螺丝都是从浙江、上海等地运过
来的，如果在老家建一个螺丝厂，不
仅能增加就业，还可以就近抢占市
场。”

创业的道路从来都不平坦。“最
艰难时，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下去。
是家乡的支持，让我和企业走到现
在。”李玉英说的是市县两级实施的
返乡创业帮扶政策，从厂房建设，到
员工培训，到资金扶持，市县两级有
一整套服务保障。

“现在，我们的产品已经做到
1000多种，月销售额从当初的几十万
元发展到三四百万元。”李玉英说，企
业也由最初的50多名工人发展到现
在的 200多人。“我们的企业会不断
发展壮大，会有更多的父老乡亲从中
受益。”李玉英说。

把生意做出了哲学味

“做生意，一定要处理好‘利己’

和‘利他’的关系，二者是辩证统一
的。企业因社会而兴，企业也应造福
社会，唯有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说
这番话的唐书景刚入不惑之年。唐
书景说，这是他从业20多年的最大感
悟。

唐书景的经历颇富传奇色彩。
他17岁时便只身赴沿海打工，做过工
人，干过销售，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
最终在江苏张家港创办了自己的帽
饰企业。

少时离家，常年在外，让唐书
景对家乡有着一份特殊的眷恋，总
想为家乡做点什么。2011年，唐书
景将张家港的生产车间搬回老家
淮阳，创办了河南瑞能服帽有限公
司。

“家乡的水土最养人。”唐书景

说，这里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能满
足大量订单生产需求。短短几年时
间，企业在淮阳拥有在职员工 1000
余人，年产值 2.5 亿元，年出口创汇
2200多万美元。

唐书景和企业在行业内也名声
大噪，拥有图伦、顶范、帽儿胡同等多
个原创品牌，在全国多个城市开设有
品牌专卖店，眼下正着手挺进日本市
场。

企业发展壮大，也带动了当地
群众增收。公司在用工方面优先使
用贫困户，还在乡下建立了扶贫车
间 ，带 动 了 80 多 户 贫 困 户 增 收 。

“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中国主板上市
的帽子第一股，打造万人工厂，带动
更多的父老乡亲增收致富。”唐书
景说。③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