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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借力“美丽资源”，让农旅融合成为乡
村脱贫致富的“金钥匙”，成为南阳发展乡村旅
游的重要课题。

楚国城是个敢于吃螃蟹的人。2012年在
外打工多年的镇平人楚国城，积累了一定的资
本，他无意在报纸上看到乡村旅游发展的商机，
决定回乡创业。“如果农业和旅游能够成功联
姻，里里外外都是收入。”楚国城想得很透彻。

“春夏秋冬，万紫千红。”这是萦绕在楚国城
心中的美丽乡愁，更是他返乡创业的原动力。
如今的中原荷花博览园早已名声在外，每年七
八月，各种荷花争奇斗艳，色彩斑斓，美不胜收，
来自南阳及信阳、襄阳、邓州等周边地区的大批
游客、摄影爱好者慕名前来，门票收入十分可
观。

让楚国城高兴的不止于此。经过五年的精
心打造，中原荷花博览园作为长江以北旱作地
区规模最大的莲藕种植基地，年销售额9000余
万元。通过“公司+基地+农户”模式，辐射带动
周边300余户农民参与莲藕生产，带动6个合作
社快速发展，200余户贫困群众圆了脱贫梦。

既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尝到了甜头，自然
有更多的人很快跟上来。如今，在镇平，以中原
荷花博览园为代表的一批乡村旅游景区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据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
乡村旅游接待人数突破3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1.5亿元。

而这只是一个缩影。在南阳全市，农旅结

合的乡村旅游样本数不胜数。南阳月季博览
园、南召云阳镇玉兰园、瓦店镇豫花园、大山农
业科技示范园等迅速壮大，高效生态观光农业
不但时尚美丽，而且在经济上实现了倍增效
应。

“乡村旅游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农业结
构调整的重要渠道，是推进新一轮农村扶贫开
发攻坚的中坚力量。”主抓旅游工作的南阳市
副市长刘庆芳说，南阳市通过行业引导、政策
激励、市场推动等方式，目前在全市 713 个贫
困村中选择 204个宜游村，初步探索出“入股
景区脱贫”“景区+农户”“景区+金融+农户”

“景区和企业帮扶型”“吸纳农户转移就业”等
扶贫新模式，直接或间接带动 38817名贫困人
口逐步脱贫。8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通讯员 廖涛）11
月 15日,在南召县产业集聚区2400平方米的名贵
中药材种苗组培基地,一排排培养皿整齐排列,一
株株伏牛石斛正茁壮成长。

“别小看这些小苗，价值可不一般，待他们长成
后，一公斤鲜条能卖到 2000元。”河南联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贾书峰向记者介绍，这些幼苗培
养成功后，将被送往该县城郊乡罗坪村的种苗驯化
基地的35个大棚中，目前数百万株石斛种苗正在那
里接受驯化，待适应室外环境后它们将被移植到该
县高海拔自然林地，进行仿野生示范种植。

南召县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可耕地极
少，受客观条件的限制，长期以来，这里的群众生活
在穷山沟里受穷。2015年年初，该县根据区域特
点，变劣势为优势，发展起了伏牛山石斛、白芨等名
贵中药材种植，该产业是近年来崛起的新兴产业，
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广阔的前景。经过两年多
的探索，该县伏牛山石斛产业和其他名贵中药材产
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已经逐步形成了以组培、驯
化、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完备产业链。

目前，南召县石斛产业的发展为贫困群众提供
了脱贫的好机会，该县依托河南联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吸纳 334户贫困户，由公司免费提供种苗和
技术指导，种植前三年每年保底给贫困户4000元
分红，待三年后石斛种植带来的收入，公司与农户
进行四六分成。同时，在栽药和除草的劳动高峰
期，公司也可吸纳务工人员上千名，每位贫困户每
天可得到80元至100元的收入，特色种植让南召山
区正实现着从“穷山沟”变为“聚宝盆”的转变。8

南阳看病也能打飞的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通讯员 崔

松涛）11月 19日，记者获悉，随着日前一架从郑州
起飞的医疗救援直升机在南阳市南石医院成功试
降。这标志着南阳市“空中 120”救援服务正式开
通。据悉，南阳是继郑州之后，我省第二个开通医
疗救援航线的城市。

这架医疗救援直升机来自上海金汇通用航空
公司，记者看到，机舱中部配备有担架、氧气瓶、呼
吸机、除颤监护仪、注射泵等医疗设备。

“急救直升机具有快速到达、快速转移等优势，
被称为‘空中120’。”据金汇通航空中救援南阳地区
负责人张冰介绍，医疗救援直升机是目前国际上最
高效的急救交通工具，随行医护人员可在转运患者
的同时进行简单的医疗救护，并提供院前救援、院间
转运、器官运输、特种医疗急救设备及药品运送、同
步与医疗专家无缝对接等功能服务。这种高效机动
的救援方式将架起一条生命“空中绿色通道”。

据了解，到明年上半年，金汇通航计划在我省
的医疗救援直升机增配至6架，分设洛阳、南阳、驻
马店、商丘、濮阳等运行基地。8

西峡

“送岗到家”让贫困户乐开花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通讯员 封德

李金喜）“进入冬季，天干物燥，护林防火一刻也不
能放松。”11月 17日，西峡县重阳镇洪湖村贫困户
李伟鹏吃过早饭，骑上摩托车一溜烟钻进山沟里，
沿路巡山。

李伟鹏全家5口人，妻子肢体残疾，岳母肺病、
肾病缠身，还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他是这个家
唯一的劳动力。由于家庭负担重、经济困难，2016
年李伟鹏一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被优先招
录为护林员。李伟鹏也成为该县积极开发公益岗
位，多途径增加贫困群众收入的受益户之一。

“政府送岗到家，我干护林员一年能挣6000元
工资，今年又种了10000袋袋料香菇，浄收入在3万
元有保证，脱贫应该不是问题。”李伟鹏扳着指头给
记者算了一笔家庭经济收入账。

据林业部门负责人介绍，该县在公益林区、天
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区配备护林员832人，年人均劳
务报酬6000元。2016年，全县新增配了42名贫困
户护林员。今年7月份，按照逐级推荐上报的办法，
再次初选592名贫困群众为护林员，并已上报省林
业厅。除林业部门外，该县在乡村道路保洁、治安
巡逻、河道维护、单位安保、扶贫基地等行业拓展岗
位优先吸纳贫困群众，保证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
业，实现增收脱贫。截至目前，全县已有 335名贫
困群众通过公益岗位实现家门口就业。8

仙草石斛

让“穷山沟”变成“聚宝盆”

众创空间孵化“双创”梦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11月 16日，在南阳市众创空间，河南汉
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向记者演示了他
们的最新产品《AR开心樱桃学国学之弟子
规》国学经典动画视频。通过平板电脑扫描图
书页面，生动的动画场景立马跃然在图书上
方，可旋转可视听。这是国内第一部“AR+国
学”的全4D动画化国学读物，也是这个年轻的
团队在众创空间的又一个创业成果。

为鼓励创新创业，去年年初由南阳市委
组织部领建的南阳众创空间启动运营。截至
目前已有100多家初创企业先后入驻，其中
30多家已经孵化成功，推向市场，另外还有
43家仍在众创空间努力打拼。

开辟试验田
让梦想的“种子”生根发芽

南阳维漫动漫有限责任公司如今在全国
原创动漫圈已经小有名气，但在创业初期他
们却面临着资金紧张的问题，公司设在一个
小区内，一度连房租都承担不起。去年，当得
知南阳市扶持创新创业，建立了众创空间的
消息后，他们积极申请入驻并顺利获批。

“成立众创空间就是要给每一个梦想一
个机会，我们对入驻者没有年龄、学历、财产
的门槛，只要有创业想法，只要这个想法有创
新、有市场前景，我们都大力欢迎。”南阳市人
才办主任朱艳红说。

南阳维漫动漫有限责任公司入驻众创空

间后，办公场地、物业和水电费都是免费的。
为扶持初创企业，南阳众创空间为维漫动漫
申报了河南省大众创业扶持资金，获得15万
元的奖补资金和5000元的大学生开业补贴，
同时为其对接风投机构，成功融资 100 万
元。另外，还帮他们与南阳理工学院动漫专
业搭建了人才实习平台，为维漫动漫在南阳
本地招到了稀缺动漫人才。有了资金和人才
的支持，维漫动漫的业务量直线上升，目前该
项目已孵化成功，退出南阳众创空间，成立了
自己的动漫工作室。

“创业初期是企业最脆弱的时候，在这里
我们给予各种扶持，待它们产生造血功能时，
再推上市场接受考验。对于进入众创空间3
至6个月，项目仍没有进展的，我们会有专业
的团队进行会诊，看是人才、技术、资金还是

运营模式的问题，帮其改进，会诊完仍无进展
的，我们就要对其进行劝退。”南阳众创空间
运营总监尚晓雨介绍。

乐享创业
这里的氛围不一般

作为众创空间的联合创始人，吴云才见证
了100多个初创企业在这里的成长，他说：“传
统创业者多是出于生计的考虑，但新的创业者
更多的是为了激情和梦想。”因此，这里的氛围
更轻松、快乐、自由。不管是创业区的布局还
是定期举办的创客红酒品鉴会、办公室颈肩瑜
伽等活动，都让这里氛围更个性化时尚化。

在这里，平均每个入驻项目拥有15㎡的
办公面积，各区均配备有公共洽谈区，方便入

驻企业接待客户、商务洽谈及举行公司例
会。创客沙龙区每周举办不同的创业沙龙活
动，公共服务区为创客提供导师指导、工商、
财税、法律、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服务。

在众创空间,创客们享受的不仅仅是免
费的办公场地，更多的是信息的畅通和高质
量的创业辅导。南阳伟业长弓是一家从事环
保设备研发销售的企业。该企业联合创始人
张磊说：“这里汇集了大量对我们有用的消
息。通过周末沙龙，我们了解了政府对创新
创业企业的优惠政策，享受到了项目补贴。
上周五专利局的导师过来给我们上课，我才
知道我们的3个专利也能申请专利资金。各
级领导到这里参观，经常会看到感兴趣的创
意项目，帮我们和生产企业牵线搭桥。”

“新产品研发后，众创空间为我们组织了
两次大规模的推介活动，还邀请了市委宣传
部、文广新局、市文联等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为
我们出谋划策、宣传推介，这些仅凭我们初创
企业本身是做不到的。”河南汉景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负责人李英杰表示，众创空间的强力
支撑更激发了他们的创业热情。

“第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中国创新
创业雏鹰大赛”“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创客们不断参加各种大型
赛事，提高了自己的能力，也赢得了更多的出
镜率和更高的知名度。

在众创空间的带动下，南阳的创新创业
服务平台已发展到了28家，它们成立了南阳
众创联盟，加强联系，共享资源，互助合作，为
更多初创企业插上了梦想的翅膀。8

“旅游+扶贫”加出幸福新光景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42套石头房屋依山而建，错落有
致，整个村庄像一座青石城堡，掩映在
古藤老树之中，还有情调十足的咖啡
屋、清幽典雅的茶室，古朴与现代交相
辉映，吸引着四方游客纷至沓来。“这
个昔日贫穷闭塞落后的小山村，因为
乡村旅游的发展名气大振，村民坐在
家里就能挣钱。”在南召县云阳镇铁佛
寺村，陪同记者采访的南召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苑黎民介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
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这给新一轮乡村振兴注入了强
大动力。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
在地，南阳将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
设紧密结合，利用自身优势和特色，
盘活广泛分布于农村地区、贫困山区
的旅游资源，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全
域旅游发展道路。受益于美丽的山
水风光，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分享乡
村旅游这一“大蛋糕”，让“绿水青山”
变“金山银山”，生活有了新模样。

在内乡宝天曼峡谷漂流洗浴中心
当保洁，家门口上班，一个月收入
2000多元。这是内乡县七里坪乡大
龙村贫困户李喜群如今的幸福日子。
他感慨地说，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穷山
沟，石头地不长庄稼，忙活一年混个肚
圆，可如今他全家都吃上了旅游饭，脱
贫在望。

旅游扶贫也燃起了返乡创业热。
该村村支书陈松林说，旅游扶贫给当
地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村民们有了
希望，看到了发展的机会，“这两年全
村返乡一两百人，占总人数的一半还
多，有开农家宾馆的，有到景区打工
的，也有在景区附近做小生意的，人均
纯收入从原来的几百、几千到现在的
上万元，家家住上了高楼，开起了小轿
车，当上了老板。”

如今的大龙村，村美人富，通过旅
游产业直接或间接解决了本村220名
群众及周边村300多名剩余劳动力的
就业问题。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守着好生态
可过着穷日子，是前些年内乡县的真
实写照。近几年，在旅游产业的带动
下，景区周边的群众就地就业创业，逐
步告别了穷困。目前，全县发展旅游
重点村35个，经营乡村旅游农户300

余户，带动就业人口 3 万多人，其中
5450户贫困户实现脱贫，年人均增收
1.5万元以上，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拉动
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新引擎”。

享受到乡村旅游红利的农民，在
方城县也有很多。七峰山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与贫困户结对子、拉亲戚，通过
设置岗位、安置就业、扶持发展农家乐
及旅游产品加工经营等举措，既扶智、
又扶志。目前，共有近50户农民巧借
景区优势创业、兴业，每户实现年均收
益10万元左右。

杨集乡大河口村农家乐老板周红
敏是旅游扶贫的首批受益人，从去年
年初起，七峰山生态旅游区划出两个
特色小吃服务区，为贫困户提供免费
摊位，周红敏率先报名。说起这一年
的收获，周红敏高兴得合不拢嘴：“真
是没想到，仅仅经营一年，我家就积蓄
了 6万多元存款，这日子越过越有滋
味。”

南阳市旅游和外事侨务局的负责
人说，旅游产业的发展，真正实现了
变“输血式帮扶”为“造血式引领”，不
但带动周边区域农家乐餐厅、乡村酒
店、农产品特产店、游客停车场等一批
旅游扶贫产业发展，还直接带动了贫
困人口在家门口就业和创业。

景区带动
就业创业成热潮

农旅结合
时尚美丽又高效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通讯员 孔峰）11
月 19日，记者获悉，随着集中供暖取暖期的到来，燃
煤使用量激增。为保护大气环境，预防出现重污染
天气，南阳市散烧办积极行动，将现存的96个散煤销
售点全部实现取缔、关闭或改建，8572个燃煤散烧设
施设备已全部取缔，近6万户经营性用煤户和禁燃区
内居民用煤户进行了煤改气、煤改电，燃煤散烧治理
取得阶段性成效。

据悉，南阳市规划建设的8个洁净型煤加工仓储
中心和108个配送网点已全部建成并验收完毕，已
经投产运营。全市各级散烧办将明察和暗访相结
合，全辖区、全覆盖、经常性地排查、检查、督察燃煤
散烧治理问题，加快完成清洁能源替代工作。发现
有散煤销售点，严厉查处取缔。各县区组成联合执
法队伍，加强散煤运输环节监管执法，对辖区进出城
主路口和城区主干道、县乡主路开展高频次、高密度
执法检查，严防不符合规定的散煤运输车辆绕行进
入乡（镇）村。对发现往本地运输销售散煤的外地散
煤点，报上级散烧办协调当地政府进行查处。8

取缔96个散煤销售点

南阳市重拳出击燃煤散烧

南召县马市坪乡杨盘村抓住美丽乡村建设的机遇，积极发展乡村旅游 隋刚 摄

拥有百年历史的南召县云阳镇铁佛寺村石
头村凭借乡村旅游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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