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速递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代娟 实习生 范庆玲）新乡
市平原示范区一批重大合作项目近日集中签约，项目涉
及金融、汽配、教育等领域。其中，中原金融小镇项目格
外引人关注。

该项目总投资约 13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约 30亿
元。项目规划面积约2平方公里，将建设长线投资集聚、
新兴金融孵化、金融科技创新“三大核心区”，以及专业
服务配套、品质生活保障、文化旅游观光“三大功能区”。

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引入金融机构1800家，金融
资产规模达1万亿元以上，年税收贡献14亿元，创造全
口径GDP120亿元。6

平原示范区

建设“中原金融小镇”
资产规模将超万亿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代娟 实习生 原秀秀）7月
18日，来自全省各地的50名技术能手齐聚新乡技师学
院，将在这里完成为期15天的多轴加工中心应用技术
和智能制造技术（机器人方向）培训。

今年6月，河南省全民技能振兴工程高技能人才“金
蓝领”技能提升培训项目正式启动。作为我省国家级、省
级高技能人才培训示范基地之一，新乡技师学院承担了
多轴加工中心应用技术和智能制造技术（机器人方向）的
培训任务。“金蓝领”培训项目由省人社厅和省财政厅于去
年联合发起，重点面向我省区域经济发展支柱产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行业领域，以及
具有技能传承作用、独具地方特色的产业，由政府出资优
选500名国家级、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以及企业一
线优秀高技能人才和职业院校教师参加培训。6

新乡技师学院

承担全省百名“金蓝领”
技能培训任务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宋红胜 通讯员 王魁子 刘
涛）7月18日，记者从新乡市卫滨区法院获悉，该院实行“立
案登记与财产保全同步”工作机制以来，将保全案件引入
执行网络查控系统，集约查询被申请人的相关财产并采取
保全措施，从源头上破解“执行难”，受到明显效果。

该院执行局长张红昕认为，法院在受理案件的同时
启动保全措施，可有效防范不诚信被执行人转移财产，
有利于诉讼案件的和解与主动履行，从根本上杜绝了

“执行不能”情况的发生。该规定实施4个月以来，卫滨
区法院执行局财产保全组收案98件，共查封车辆62辆、
房产79套、土地16宗、冻结银行存款1750余万元，查控
总价值约为8300万元，有效减少了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的案件数量。6

新乡卫滨区法院

财产保全助力源头
破解执行难

□新乡观察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卞瑞峰 马啸

7月19日，在蒋庄村扶贫基地的塑料大棚中，原阳县
教体局副局长、蒋庄乡蒋庄村驻村第一书记娄渊民正带领
群众采摘“甜蜜的果实”——由省农科院创意农业研究所
提供种苗和技术支持的新品种“绿宝”甜瓜，虽然还在试种
植阶段，一棚甜瓜毛利已达到7000元，形势非常喜人。

娄渊民的心情比别人更喜悦激动，因为这里边不仅倾
注了他一年多的心血，还“押”着他13万元的全部“家底”。

去年3月，娄渊民带领工作队进驻蒋庄村，通过技能
培训、介绍务工等形式，到年底让7户贫困户、30名贫困
群众顺利脱贫，取得了可喜的“战果”。娄渊民却高兴不
起来：剩下的5户贫困户非残即病，基本丧失劳动力，想
靠自身“造血”实现脱贫希望渺茫，这可该咋办？

娄渊民带着工作队四处考察，觉得建造大棚种植错
季无公害果蔬是个不错的项目，销路不愁效益不低，除
了可以给贫困户提供相对清闲的就业岗位，还有盈余可
以“贴补”贫困户。但新问题随之而来，大棚项目需要投
资数十万元，钱从哪里来？

娄渊民说服妻子，把两口子从工资里多年省下的13
万元全部取出，摆在了村民面前。

娄渊民的举动感动了村民，在村里引起了“连锁反
应”。村党支部书记张鹤掏出做生意挣下的近30万元，
不需发动，村民们自愿集资入股又凑出十几万元……有
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村委会主任娄季科带着村里的
党员干部，成了最积极的“志愿者”，汗水撒到了扶贫基
地的每个角落。

资金到位、劳力无忧，5座占地30亩的大棚拔地而
起，很快栽上了茄子、辣椒、甜瓜，大棚果蔬一年可种 3
茬，春节期间“附加值”最高，每个大棚年毛利在2.5万元
以上。贫困户已成为基地的“正式员工”，能享受到分红
等“福利”，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脱贫指日可待。

“把家底投进来，我也是在倒逼自己必须把扶贫事业
干好！”娄渊民说，基地效益好，贫困群众得实惠，他能慢慢

“回本”；基地发展不乐观，贫困群众不会损失啥，他却有可
能“血本无归”：“把自己和贫困户的利益‘裹’到一起，扶贫
基地建不好，困难群众不脱贫，我就没有退路！”6

蒋庄村驻村“第一书记”娄渊民

把“家底”投进扶贫“事业”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新乡观察记者 赵同增

一株“亭亭玉立”的麦苗，青绿色
的麦秆上透着生命的活力，麦穗里则
似孕着丰收的希望，打眼一瞧，那麦叶
仿佛还在迎风轻舞……

可别小瞧了这株只“生长”了22个
小时的“麦苗”——7月 18日，在位于
延津县产业集聚区河南新科智能打印
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王军告诉
记者，作为 3D打印产品，它在国际市
场上的“身价”可达数千元！

“我们可不是‘漫天要价’！”王军说，
3D打印作为当今的先进制造技术，被视
为一项颠覆性的技术，广泛用于医疗行
业、科学研究、产品模型、建筑设计、制造
业及食品等领域，产品一般按克计价，

“贵”在技术、材料、工艺和品质。
“一分价钱一分货，3D打印的‘威

力’巨大，绝对物有所值！”
王军说，他们刚接受北京某知名

医院的一个“订单”，要按照1∶1的比例

“打印”一颗病人的心脏：“医院先把患
者所有的影像资料，发给我们在北京
的数据终端，经过技术处理生成模型，
再把模型传到延津加工，脏体、血管、
病灶一一还原，与真实的心脏误差不
超过0.001mm。”

据王军介绍，“打印”出来的心脏
通过物流发往医院，医学专家将会对
这个“复制品”进行会诊甚至模拟手
术，制订好最稳妥的手术方案再对患
者实施手术：“带来的结果就是，以往
这样的手术需要十几个小时，现在两
个小时就能完成，不仅大幅降低了患
者的痛苦和医生的劳动强度，还极大
地提高了手术的成功率。”

“手术的成本也大幅‘缩水’，原来
的同类手术价格动辄在百万元以上，
现在已降到一般家庭也能承受的范
围。”王军说，从这个角度来说，3D打
印技术等于给患者的心脏进行“备
份”，也等于给了患者第二次生命，价
值无法用金钱衡量。6

在新科智能打印项目建设过程中，
“延津速度”的“意外出现”，“倒逼”深圳客
商不断调整项目规划，连续 3 次追加投
资。

王军说，延津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
县，并不是最理想的发展 3D产业的“宝
地”，一开始选择把项目放到延津，主要是
看中了新乡丰富的高校资源，能为企业提
供优秀的专业人才，还能为企业发展提供
技术支撑：“就冲着这两点，我们最初准备
建一个只有5台设备的工作室，已经完全
可以满足需要了。”

厂区改造装修时，被延津县服务团队
的热情和敬业态度所感染，王军做出了一
个不太符合企业家理性思维的“冲动”决
定，临时追加投资，把大型工业级SLA加
工设备的数量从5台增加到10台，比最初
的计划翻了一番！

等到项目投产，见识到了“延津速度”
和“延津温度”，王军被彻底打动，再次调
整方案，仅仅距离项目首期投产 5 天时
间，第二批16台生产设备就完成了入场、
调试、投产，继“延津速度”之后，创造了

“新科速度”。
王军说：“好的投资环境最重要，‘延

津速度’就是‘延津环境’的最好证明，我

相信我们的企业在这儿能大展拳脚！”
如今，王军最终决定对项目投入大型

工业级 SLA加工设备 100台、SLS（尼龙
打印）加工设备10台、SLM（金属打印）加
工设备 5台，设备全部到位后，总投资将
达到2亿元，年产值可超过1亿元，实现利
税 2000万元，届时将成为全国规模最大
的工业级3D打印加工应用服务中心！

王军还表示，愿意成为延津的“活广
告”，把“延津速度”原原本本地讲给他的
合作伙伴和客户，争取把他们也“拉”到延
津投资兴业，让他们也切身感受感受“延
津速度”和“延津温度”。

这件事给延津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
遇。县委书记祁文华透露，延津从新科智
能打印项目摸到了产业的“脉搏”，准备依
托这个3D打印“工厂”，上马计划总投资
2.56亿元的孵化园项目，一期规划占地面
积105.25亩，主要建设内容为3D打印技术
应用和推广、整机研发制造、材料供应、软件
开发、共享平台建设及实训基地、创客空间、
电子商务、邻里中心、生活居住等各项衍生
服务，计划2018年年底建成，届时可容纳
30家以上3D打印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
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为3D打印产业在我省
规模化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6

□新 观

全省首家工业级 3D 打印技术加

工应用服务基地，为啥会花落延津？

深圳客商缘何 3 次追加投资，要在延

津建全国规模最大的工业级 3D 打印

加工应用服务中心？

说起来，延津的硬件的确还不够

硬，以致深圳客商到延津实地考察第

一眼就“打退堂鼓”，也在情理之中。

自身条件不够“硬”，这是客观事

实，也绝非一朝一夕就能赶上。要想

在激烈竞争中胜出，“硬碰硬”肯定行

不通，延津变“力敌”为“智取”，打出

了“四张牌”，扭转了被动局面，把“软

实 力 ”中 的“ 硬 道 理 ”体 现 得 淋 漓 尽

致。

第一张牌曰“亲情”。良言一句三

冬暖，市长投产当天登门“道贺”，县委

书记、县长大力支持，当地主要领导

“连环出动”，让身处他乡的客商看到

了河南干部作风的转变，感受到了关

注和重视，也体会到了浓浓的亲情和

热情，“归属感”油然而生。

第二张牌曰“干劲”。具体负责跟

踪服务项目的管委会干部裴哲民，带

领团队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赶到厂

区，在炎炎夏日中顶着大太阳埋头苦

干，“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一个

个都被晒成了“活包公”——事都是人

干的，工作人员的干劲和素质，是“软

实力”不可缺的一部分。

第三张牌曰“效率”。“莫斯科不相

信眼泪”，企业家也不相信，说得再好、

干得再下劲，不能体现在结果上等于白

说白干。延津用短短十几天时间，漂亮

地干成了需要几个月才能干成的工作，

用延津速度“震住”了客商，使客商看到

延津有让企业茁壮成长的“土壤”。

第四张牌曰“参与”。办企业本来

只是企业家的事，延津借机推出总投

资 2.56 亿元的孵化园项目，变旁观者

为参与者，让企业家觉得有了“伙伴”

不再“孤单”，也再次展示出对产业发

展的信心，坚定了企业家在延津继续

壮大事业的决心。

“四张牌”一出，延津的“软实力”

变成“硬道理”，让深圳客商吃下了“定

心丸”，这才有了“3次追加投资”的“冲

动”。6

□新乡观察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李建彬

7月21日，位于延津县产业集聚区的
河南新科智能打印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建
成投产两周。公司总经理、深圳客商王军

谈起项目的建设速度时，仍然兴奋地竖起
大拇指发出连声感叹：“‘延津速度’太惊
人啦！”

能让见多识广的深圳客商赞不绝口，
“延津速度”到底有多“快”？深圳客商口
中的“延津速度”，究竟是怎样诞生的？

“从6月18日下定决心把项目落户延
津，到7月6日凌晨一期项目建成投产，整
个过程仅用了 17天时间，这就是令人惊
叹的‘延津速度’！”

王军给记者讲了一件刚发生的事，让
记者对“延津速度”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不久前，王军要在外地某产业园注册
成立一家公司，只需200㎡的办公区域就
能正常开展业务，但就是这样一个小项
目，谈了两个月才落地。

与之相比，延津的项目，是全省首家
工业级3D打印技术加工应用服务基地，
产品涉及文化雕塑、影视道具、医疗手板
等领域，除了要办理工商注册、税务登记、
刻公章等手续，还要经过环评、消防、质检
等部门的层层审验。

王军说：“手续繁琐程度是原来的好几
倍，但全部办完却只用了十几天。这样的
速度，即使在以办事效率高而闻名的深圳
也不曾听说！”

“延津速度”，还体现在别处。
王军告诉记者，项目选址利用的是某

企业的闲置厂区。但6月 18日第一次到
厂区实地查看，眼前的景象让他一下子就

“泄了气”，甚至打起了“退堂鼓”：“垃圾成

堆、杂草丛生，地面堆积的柳絮超过5厘米
厚！实在没办法想象，得用多长时间，才能
把这样的厂房改成3D打印生产车间。”

而记者当天看到的，则是一个干净规
整的现代化企业，超过 3000㎡的标准车
间焕然一新，水电网络完备，前两批26台
大型工业级SLA（树脂打印）加工设备在
紧张作业……据介绍，该企业目前每天发
往全国各地的有60多单、近千件产品，接
到的订单一周之后才能完成，而新的订单
还在不断增加，形势非常喜人。

“厂房装修改造是从6月19日正式开
始的，实际上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把
3000多平方米的工作环境修葺一新，让
一片荒芜的闲置厂区‘旧貌换新颜’，满足
设备进入条件！”王军说，3D打印车间对
生产环境有着苛刻要求，以前他们要整修
200㎡的车间也需要一周多的时间，现在
的面积是原来的 10倍还多，用时却还不
到两周，这速度堪称“神速”！

王军说，3D打印行业呈“井喷式”发
展，对企业来说，时间就是效益，时间就是
生命，早一天投产就意味着在竞争中多一
分胜算：“感谢‘延津速度’，给我们提供了
最需要的发展先机！”

“延津速度”从何而来？王军一句话
切中要害：“‘延津温度’，是长出‘延津速
度’的肥沃‘土壤’！”

延津县委书记祁文华是个爽朗的回
族汉子，拉着王军的手对他说：“延津的水
土养人，延津的百姓厚道，延津的干部踏
实，在延津投资你放一百个心！”

延津县县长李维山把“敦实”俩字写
在脸上，话虽不多却掷地有声：“王总，企
业大门里的事你来管，门外边的事不用你
操心！”

延津县委常委、统战部长、产业集聚
区常务副主任李会勇，当场抽调产业集聚
区管委会的精兵强将组成专门的项目服
务团队，指定干部裴哲民作为团队具体负
责人，全程跟踪，为项目提供全方位、全天
候“保姆式”服务，务必保障设备如期入
场、项目按时投产。

“我们想到的问题，他们一一解决；我
们没想到的，他们都替我们想到了！”王军
告诉记者，设备进场需要使用叉车等装卸
工具，企业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但细心的
裴哲民早就做好了准备，装卸车辆在设备
运达时已在厂区门口整装待命；企业员工

随口提了一句厕所离车间有点远，他们立
刻协调在车间的边上建一个水冲式厕所，
仅用一天的时间就建成使用！

“‘延津速度’就是这样来的！”王军
说，作为一名外地客商，哪怕是出门买个
螺丝钉也可能找不到地方，如果没有延津
这样的服务，哪怕是再用上一个月的时
间，项目也很难投产：“‘延津温度’更难
得！重商亲商，把客商当亲人，客商的事
儿比自己的事儿还重要，我在这儿有了

‘家’的感觉！”
在“延津温度”之后，王军又感受到了

更强烈的“新乡温度”。
项目投产当天，新乡市市长王登喜专

门前来“贺喜”，王登喜说“搞技术、搞生产
你们来，搞服务我们上”，鼓励王军“放手
去做，要做就做核心技术，要做就做高附
加值的产业”，向王军打了包票“有问题尽
管提，县里能解决的县里解决，县里解决
不了的市里来协调解决”。

王军说，王登喜的话声声入耳，让人
心里更踏实，也更加催人奋进，他一定要
把企业做出个样子，用自己的“温度”来回
应这份“温度”。

深圳客商惊叹
“延津速度”

连续三次追加投资，在延津建全国规模
最大的工业级3D打印加工应用服务中心

客商连连惊呼：“延津速度令人惊叹”

客商强烈感慨：“速度”背后是“温度”

客商如此“冲动”：连续3次破例“追投”

新科智能打印公司总经理王军，向记者展示“新鲜出炉”的3D打印产品，这一株小苗
在国际市场售价可达数千元 赵同增 摄

给心脏“备份”
——在延津感受3D打印的“威力”

夸夸延津的“四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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