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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第二十届中国农加工洽谈会9月13日至15日在驻马店市隆重召开

依托“中国肉牛之乡”的金字招牌，一个
500亿级产业集群的夏南牛产业园在这里悄
悄成长。

依托全国闻名的“花菇之乡”，不断发展
壮大食用菌优势产业，现已建成集食用菌研
发、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今
年食用菌产业可实现产值50亿元。

眼下的泌阳，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逐步形
成了，产业优势更加突显，城市更加靓丽，人
民生活更加幸福，经济发展势头更加强劲。

坚持以转型升级为主线
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泌阳县马谷田镇马谷田村大杨村民杨
新潮是一名贫困户，经过镇政府牵线搭桥，
杨新潮用5万元扶贫贷款入股雨露菌业，春
节前，他已领到第一笔分红款3750元。

食用菌产业是泌阳重点培育的主导产
业之一，依托食用菌产业，2017年将有4680
户贫困户 16380人实现脱贫。通过食用菌
产业脱贫，泌阳县全县年食用菌种植已达3.5
亿袋，年产值实现50亿元。

在“小蘑菇铺就产业扶贫路”的背后，是泌
阳县着力打造的百亿级食用菌产业集群。通
过大力推进食用菌产业规模化发展，眼下，投
资30亿元规划建设的食用菌产业园，已建成
亿元以上项目3个，在建项目5个，培育出亿健
食品、泌花食品等龙头企业，已形成了集食用
菌研发、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

在泌阳，有“中国第一牛”之称的夏南牛
产业同样是一个“大块头”，占地800亩的夏
南牛产业园已建成项目3个，近期投产4个，
计划开工项目2个，落实投资30亿元。培育
了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河南恒都
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了河南玺吉有限公司，同
时拥有两个国家级冰鲜肉进口许可证，可以
直接从事肉牛和冰鲜肉进口贸易工作，形成

了集种质资源生产、技术研发、良种繁育、标
准化规模养殖、屠宰加工、进出口贸易于一体
的全链条产业。在夏南牛产业园区的带动
下，今年夏南牛产业产值有望超过100亿元。

同时，占地3000亩的现代物流园区总体
规划已完成编制，投资15亿元的汇融物流和
投资3亿元的新邦物流项目顺利推进，带动第
三产业快速发展。通过培育产业化集群，推动
了三次产业深度融合，逐步建成了现代化产业
体系，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2016
年，泌阳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序由“十二五”初
的全省100位上升为全省40位。

坚持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
经济发展基础更加坚实

城区 102路、104路公交线车从家门口
通过，附近有高标准建设的学校，“三纵五
横”的主干道与县城自成一体，居住产业集
聚区的张宁没有感到这里是“第三世界”。

为实现产城的互融共生、良性发展，泌阳
已累计完成投资580亿元，建成了85万平方米
标准化厂房、10万平方米职工服务中心、1万

平方米综合服务中心、35kV变电站和110kV
变电站……基本实现了与城区的互联互融。

在产城融合推进工作中，泌阳首先做到规
划编制融合。把产业集聚区列入“六大功能
区、两大开发带”的城市发展总体布局，在基础
设施建设、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环境保护等方
面，坚持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与县城发展规
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区域公
共服务基础设施规划同步进行、无缝对接。

推进服务功能融合。在产业集聚区东
侧规划建设了商务中心区，南侧规划建设了
占地3000亩的现代物流园区。配套建设了
商业服务综合体泰联国际，实施了县妇幼保
健医院搬迁工程，启动了县文化艺术中心、
新的县人民医院、县文化综合体建设工程，
为产业集聚区发展提供了商贸、物流、医疗、
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进一步拓展产业集
聚区发展空间。

通过持续深入开展城市创建活动，加大
精细化管理力度，泌阳城市建设和管理连续
四年位居驻马店市第一，先后被评为国家级
卫生县城、省级文明县城、省级园林县城。

坚持走产城融合之路的同时，泌阳新型
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化率提升8个百
分点，县城建成区面积由16平方公里扩大到
29平方公里，城镇人口由14万增长到27万。

坚持以改善民生为根本
群众生活水平持续提升

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到23588元和10007元，为“十二五”初的1.8
倍和2.12倍。认真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基本方略，7.86万农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城镇新增就业4.97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新增 8.22万人。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
55.2%和 91.7%，农村五保对象集中供养、分
散供养标准分别提高52%和50%。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取得新成效，学前教育毛入学率 86%、提高
31.4个百分点，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0.5%、提
高8.6个百分点。

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公共卫生
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健全，被确定为省
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县、分级诊疗试点
县、居民健康签约试点县；全面实施县人民
医院、县中医院、县妇幼保健院建设工程，推
进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医疗
条件明显改善。

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
务水平、维护社会稳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经济发展最终目的是改善民
生，在持续实施民生实事工作中，泌阳县民
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80%以上，通过不断强
化民生领域薄弱环节建设，确保补短板任务
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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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曾昭阳 通讯员
张新义）9月 10日，记者在确山县产
业集聚区看到，确山金乐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的工人们正在忙碌地给特色
农产品进行包装。这家专门从事当
地山野菜等农产品深加工的公司，生
产的脱水蔬菜曾在往届中国农产品
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上获得优质
产品奖。“中国农加工洽谈会为企业
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目前，
我们已经做好今年参会的各项准备
工作！”该公司负责人王雷生高兴地
对记者说。

“第一届中国农加工洽谈会是
1998年冬天召开的，那时名为全国
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经贸洽谈会。确

山县积极组织参展，我们的瓦岗红
薯等特色农产品吸引了全国各地客
商的目光！”谈及当年参加第一届盛
会，该县一位退休老干部仍然感到
自豪。

确山人抓住中国农加工洽谈会
这一难得的发展平台，着眼开发当地
特色农业资源，收效显著。如今，借
助大会的影响力，确山黑猪、夏枯草、
瓦岗红薯等地理标志产品在全国打
出了名气。不仅如此，竹沟生态羊、
留庄富硒大米等也通过中国农加工
洽谈会这一渠道，为全国各地甚至海
外的人们知晓。

年年参会让确山干部群众认识
到，大会不仅是展示展销农产品的大

舞台，同时也是结识国内外客商，实
现洽谈合作、兴业共赢的难得机遇。
通过年复一年的人脉积累和广交朋
友，越来越多的外地客商相中确山这
块投资兴业的宝地。据统计，仅
2011年至 2016年，确山县在中国农
加工洽谈会上就成功签约项目 174
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127个、5亿元
以上项目20个、10亿元以上项目11
个，项目履约率达98%。项目不断落
地，推动确山企业实现集中集聚发
展，县产业集聚区从无到有、从小变
大、从弱变强，被评为全省“十快”产
业集聚区，曾代表驻马店市参加黄淮
四市产业集聚区观摩，并取得第二名
的好成绩。

第20届中国农加工洽谈会即将
开幕。前不久，该县主要领导带队赴
广州、深圳等地开展招商引资，一批
项目又将落户确山。③5

本报讯 9月 10日，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与西安美术学院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在郑州举行。本次合作是国内重点
艺术院校与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一次
强强联手，将对报业集团向文化集团
跨越挺进、助推河南美术事业发展产
生深远影响。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负责人在致辞
中表示，新形势下，报业集团全力推进
多元发展，以创新思维和务实举措把
文化产业打造成为转型发展新动力，
依托省内文化资源打造的“大河美术”
全媒体平台，已经成为河南美术界一
个闪亮的品牌和媒体高地。此次与西

安美术学院紧密携手，是报业集团深
耕文化产业、加快融合转型的具体实
践，同时，也将为河南美术事业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据了解，西安美院是中国西部唯一
的高等专业美术学府，是拥有美术学、
设计艺术学、艺术评论三个一级学科博
士点的国内重点美术院校，是辐射整个
西部的高等美术教育核心平台。

据悉，双方战略合作的内容，将围
绕宣传交流、美育普及、合作办学、人
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展开，共同打造艺
术高地，实现文化共赢，推动豫陕两省
艺术事业发展。③7 （本报记者）

本报讯 9 月 10 日，“以艺授道
——河南省高校美术教师作品邀请
展”在大河美术馆开幕。

据了解，此次展览由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河南省学校
艺术教育协会共同主办，《大河美术》承
办。展览共展出来自河南大学、郑州大

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等省内20余所
高校50余位美术教师的近百幅精品力
作，涵盖国画、油画、水彩画、水粉画、漆
画等多个画种，全面展示了我省高等美
术教育近年来取得的成果。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9月 20
日，向社会免费开放。③5（本报记者）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与西安美院展开战略合作

全省高校美术教师作品邀请展开幕

9月8日，夏邑县人民检察院文艺宣传队在该县胡桥乡李楼村演出《鱼水情
深》。该检察院组成精准扶贫廉洁为民警示教育文艺宣传队，深入乡村开展警
示教育活动。⑨6 苗育才 孔平 摄

确山：借力“农洽会”助推大发展政论专题片
《让改革落地生根》
今晚播出第五集

本报讯 9月 11日 18:30，由省
委宣传部、河南广播电视台推出的
九集大型政论专题片《让改革落地
生根》第五集《点燃中原出彩“新引
擎”》，将在河南卫视《河南新闻联
播》中播出。

5年来，河南的区域创新能力在
全国的排名提升5位，科技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明显提高，形成
了一批在国内有市场优势的产业。
其中，新能源客车占30%以上，特高
压输变电装备占40%以上。

本集的重播时间为：河南卫视
9月 11日 21:15、9月 12日 22:59，
新闻频道 9 月 11 日 20:00、22:00
以及9月12日20:00、22:00。③5

（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 栾姗）面对跨境电
商强劲的发展势头，郑州市如何持续
保持领先地位？9月8日，郑州市全面
启动建设EWTO(电子世界贸易组织)
核心功能集聚区，将跨境贸易的新业
态、新模式、新规则在这一区域进行集
中展示，打造在全国有示范性、在全球
有影响力的新型业态功能集聚区、制
度创新示范区。

今年上半年，郑州市跨境电子商
务继续交出一份靓丽的“成绩单”：进
出口包裹总量占全国 15个跨境试点
城市的1/3。7月，首届全球跨境电子
商务大会在郑州举行，围绕跨境电商
发展的机遇挑战、制度创新、交流合作
等展开讨论，形成了一系列共识。首
要就是引导建立EWTO的贸易制度

和规则，占领新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
制高点和话语权。

EWTO 核心功能集聚区是郑州
发展跨境电商的重要探索。郑州市希
望以此为创新实践，为河南发展EW-
TO新型贸易方式、构建EWTO国际
规则，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积
累经验，作出贡献。“这标志着河南跨
境电商发展又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势必进一步凸显河南在全国的排头兵
和‘领头羊’地位。”河南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局长李忠榜说。

EWTO 核心功能集聚区实行集
中监管模式。郑州海关创新提出“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监管服务改革创新方
案”，实现同一海关监管场所内不同业
务模式的综合集约化监管。郑州海关

关长孙玉宁说：“此举将推动郑州跨境
电商发展进入物流全通道、贸易全方
式、商品全品类、消费全体验和监管高
效率的‘四全一高’新时代。”

据了解，郑州市已聘请专业机构
对 EWTO 核心功能集聚区进行专
业策划和规划设计，并提出初步构
想：EWTO 核心功能集聚区规划范
围 东 至 华 夏 大 道（原 四 港 联 动 大
道），西至经开区第八大街，南至南
三 环 ，北 至 陇 海 铁 路 ，规 划 面 积
10.51 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功能区
位于东三环（107辅道）以西，将布局
电商总部、金融商务、涉外机构、商贸
体验、国际社区等功能区，并提供保
税物流、通关监管、人才“双创”、会展
等服务。功能支撑区位于东三环以

东，将以中欧班列（郑州）和多式联运
为基础，布局仓储物流、专业展贸等
业态。EWTO核心功能集聚区将按
照“线上线下高度融合、监管服务高
度融合、商贸商务高度融合、创意会
展高度融合”的理念，打造全球网购
商品集疏分拨中心、“一带一路”商贸
物流合作交流中心、全球跨境电子商
务大数据服务中心、内陆地区国际消
费中心。

按照规划，今年郑州市跨境贸易
电子商务交易额要达到1000亿元，总
体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居中部省会
城市第一位，成为中西部地区辐射全
国的国际网购物品交易和要素资源集
疏中心，努力实现“买全球、卖全球”的
发展目标。③7

建设EWTO核心功能集聚区

郑州争做跨境电商“领头羊”

关注第二十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