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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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65796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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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元

08│综合新闻 2018年3月19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王恒昀 徐东坡

□本报记者 史晓琪

许昌学院音乐学专业大四学生朱
亚丽的父母怎么也没想到，还在上大学
的女儿把自家产的土蜂蜜卖出了大名
堂——不仅注册了商标“蜂薏堂”，还研
发出了蜂蜜唇膏。

“我父母、叔叔、堂哥都是养蜂人，
我们家养蜂传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四
代了。我要把这个甜蜜事业做大。”3月
18日，朱亚丽接受记者采访时显得信心
满满。

朱亚丽的信心，除了自家蜂蜜质量
好，更缘于为了帮助大学生圆创业梦，学
校、国家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保驾护
航。

2015年秋季，萌生创业梦想的朱亚
丽免费入驻学校的众创基地，和3位老
顾客一起成立了专门卖原生态蜂产品
的“蜂薏堂”公司，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把
老家的蜂蜜卖到了全国各地，每月纯利
润4万余元。

“我根据家传的蜂蜡小偏方研发出
了天然蜂蜜唇膏，情人节前推出后，没想
到那么受欢迎。”朱亚丽说，“我今年的

‘小目标’，是研发出更多纯天然蜂蜜保
健品和化妆品，营业额达到 300万元。
未来，我希望有能力带动老家的养蜂户
一起致富。”

乘着政策的东风，越来越多的大学
生和朱亚丽一样圆了创业梦。

黄河科技学院商学院2014级学生
马维祥来自甘肃玉门，在老师的指导下
成立了河南百草坊商贸有限公司销售
家乡的黑枸杞，不仅得到了学校提供的
办公和仓储场地以及优秀校友一对一
的指导帮扶，还获得了省教育厅大学生
创业扶持基金10万元、国家级大学生创
新创业实践项目扶持基金2万元，在实
现创业梦的同时助力家乡父老脱贫致

富；河南农业大学毕业生、河南希芳阁绿
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洋洋，看
准了“当时在国内刚起步、河南还是空
白”的无土草坪的市场前景，在团省委和
母校的支持下，5年间就将希芳阁从一
个大学生创业的小微企业变身为“新三
板”挂牌企业……

“能圆创业梦，离不开学校的扶
持。”朱亚丽说。依托颍川众创、创新创
业大楼、大学科技园、实践教育基地等创
新创业实战演练平台，许昌学院通过“思
维碰撞区”“创业体验区”“创业苗圃区”

“孵化加速区”“创业示范区”以及“创客
梦工厂”为有创业梦的大学生提供分类
指导、帮扶，累计为200多个创业团队提

供孵化服务。去年，该校获评“全国创新
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许昌学院的做法只是一个亮点。
为解决学生创业实践场地缺乏的实际
难题，我省高校纷纷建设大学生创业孵
化园，对大学生的创业项目进行孵化，大
批创业大学生得到了帮扶、指导和锻炼。

创新创业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满
怀梦想的青年学子的心声。数据显示，
我省高校毕业生、在校生自主创业者近
年来持续增加，以创业带动就业正在成
为大学生的共识。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扶持
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我省每年投入超过
1亿元。今年我省将深化培养方式、课程
体系、教学方法和管理制度等创业教育教
学改革，完善细化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
换、弹性学制管理，实施保留学籍、休学
创业等政策，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
培养的全过程。同时，各高校将通过校
企交流、培训培养等方式，加快建设一批
职业化、专家化的创业师资队伍，根据大
学生不同阶段和不同需求提供政策解
读、项目对接和培训实训等指导服务，帮
助更多大学生成功创业。②40

□本报记者 周青莎

巍巍太行山下，古老而灵秀的
淇河水滋养着富足的商贸重地——
林州市临淇镇，作为镇政府所在地
的临淇社区，因商业繁荣，被外来人
口称为豫北“小香港”。如今，比“小
香港”更让临淇人自豪的不仅有越
来越美的乡村环境，还有连续举办8
届的文化节。社区党总支书记栗东
生也被群众称为策划美好生活的

“村级总导演”。
镜头一：

“栗书记，开幕式上我们的节目
被挤掉了，闭幕式一定要给个机
会。”“栗书记，明年的文化节增加个
羽毛球比赛吧。”在3月 3日临淇社
区第八届文化节闭幕式上，“总导
演”栗东生被居民围住了。

每年文化节最让栗东生头疼的
就是选节目、定项目，从第一次尝试
着举办，到现在连相邻省份的人都
来观看，文化节已成为临淇人引以
为豪的文化“名片”。

从主持人到演员，从服装到道
具，全是社区居民自己担当、自掏腰
包。每年闭幕式还会隆重表彰“优
秀党员”“诚信商户”“和谐家庭”，今
年还特别表彰了跳入冰池勇救落水
儿童的侯玉啟、崔凤吉两位居民。

“过去我们这儿经常有上访的、
闹事的，现在在党总支的带领下，干
部群众一条心，社区风气充满正能
量。”一位老党员说。

镜头二：
“林祥，我来跟你商量一下新厂

选址的事儿。”3月7日，栗东生走进
万泉水箱厂厂长王林祥的办公室，
开门见山。

生产汽车、轮船用水箱是临淇
社区的支柱产业，从2003年的 7家
发展到现在的13家，产品畅销新西
兰、俄罗斯、印度等国家。这些企业

安排了不少当地的劳动力，还解决
了部分残疾人的就业问题，因此特
别让栗东生牵挂。

为了留住客商，临淇对所有外
来人员在居住、子女上学等问题上
与本地居民一视同仁，社区干部隔
三差五登门询问是否有难处需要帮
助解决。

如今，在临淇经商的外来人口
有5000多人。正月十五刚过，临淇
街头就车水马龙，闽、苏、晋、蒙……
不停闪现的外地车牌让记者不敢相
信身处一个村镇。

“这里风气好，人也实在，我打
算在这儿长期干下去。”看着自家商
场里络绎不绝的顾客，来自浙江的
洪先生笑得合不拢嘴。

镜头三：
3月 6日一大早，铁锹、扫帚、铲

车齐上阵，栗东生和社区干部带领
群众开始卫生整治行动。“美丽宜居
乡村，首要的是干净卫生，这次要彻
底清理那些老大难的死角。”

临淇曾流传这样的顺口溜：
出门要上街，需穿高筒靴。那时
道路坑坑洼洼，每逢雨天污水横
流。社区干部说：“改善基础设施
的过程很不容易，有些群众不配
合，我们就一趟趟登门劝说，磨破
了嘴皮。”现在，宽阔平坦的高标
准水泥路环绕社区，南有体育主
题的淇阳广场，北有 2 万平方米
的淇苑综合广场，东有南泉水景
池，高低错落的新式住宅分布各
处，俨然一座小城市。

“今年我们要把剩余 60%居民
家中天然气接通，再建一个占地十多
亩的停车场，建一个老年学校……”
在社区居委会，栗东生指着村务公
示栏信心满满地说。③6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宋朝阳

刚出锅的油条，热气腾腾的牛肉胡
辣汤，又甜又糯的炸年糕……3 月 18
日，农历二月初二，新乡县翟坡镇朝阳
社区在广场上摆出 20张大圆桌，宴请
全村200多位60岁以上老人。

社区党支部书记陈来胜告诉记者，
这已经是他们举办的第三届“百老宴”
了，之前都是吃饺子，这次征求了大家

的意见，决定变变花样把主食调整为油
条胡辣汤。

二月二“龙抬头”，在我国传统习俗
里有着非常吉祥的寓意。陈来胜说，三
年前，朝阳社区通过决议，决定把这天
定为第二个“老人节”，借免费聚餐向老
人们送上美好的祝福，同时向年轻人传
递孝亲敬老正能量。

朝阳社区还为老人们准备了丰
盛的文化“大餐”。盘鼓、军鼓、扇子

舞……村民们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轮
番登场，社区还特意邀请了河南省新生
豫剧团连演 5天 10场大戏，让老人们
看个高兴听个过瘾。

87 岁的村民许永兰眼不花耳不
聋，随着《五世请缨》演员的精彩表演轻
哼戏词，把“开心”两个字写到了脸上：

“人老了爱热闹，今天村里叫老年人在
一块吃吃饭、说说话、听听戏，俺这心里
别提多高兴了！现在国家的政策好，村

里建设得好，家里的生活好，这样的好
时光俺得好好享受享受！”

近几年，朝阳社区盘活300多亩集
体土地，集体年收入超过 100万元，还
想方设法建社区让家家户户住上了三
层楼房，把又穷又乱的东大阳村变成了
富裕的朝阳社区。富了之后要有新方
向，要让新风尚充实农民的新生活，陈
来胜说，这就是一个小村举办“百老宴”
的新追求。③6

创业是最好的就业
编者按：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两会期间表示，今年全

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首次超过800万；省教育厅透露，我省大
中专院校毕业生人数今年将超过53万，创历史新高。大学生
就业问题，进一步引发社会关注。近年来国家通过创业引领、
基层成长等途径，在确保毕业生就业稳中向好的同时，引导大
学生到更广阔的天地间发挥个人价值，创造出彩人生。

关注大学生走好就业路①

“百老宴”上欢笑多

最美基层干部

临淇社区“总导演”的分镜头剧本

□本报记者 陈辉

正在举行的全国“两会”上，“大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把发展经济着

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成了代表委员

热议的话题。对住房问题，政府工作

报告重申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定位”。

这无疑再次为中国房地产发展指

明了方向。在地产豫军的队伍中，豫

发集团近年来围绕助力实体经济、促

进产业升级做了不少探索。从旗下服

装产业地产锦荣系全省开花、前瞻性

地拓荒郑州航空港区、率先布局海南

开发文化休闲、养老养生地产，乃至今

日精心雕琢郑州老城区高端住宅项

目，豫发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别人拿地

盖楼赚钱走人的新路，在新时代中展

现出新作为。

这条路，是服务河南产业升级助

力中原崛起的路。

这条路，是探索房地产高质量发

展的路。

这条路，是一条充满匠心和情怀

的路。

和豫发结缘，并非我是地产圈
人。作为工业口的记者，我在关注河
南服装产业发展时了解到“锦荣系”，
锦荣商贸城、锦荣轻纺城、锦荣衣天
下、商丘锦荣产业园，这些服装产业链
上响当当的品牌，全部出自豫发集团
之手。

今年春节后上班，豫发集团董事
长王建树有约一叙。甫一见面，他并
没有对集团的项目过多介绍，而是谈
起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地产豫
军、企业家精神这些话题：

“豫发从成立之初就是服务于实
体经济的，我们打造的‘锦荣系’服装、
纺织、婚庆全产业链在全国具有重要
行业影响力。”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是强
国之本，豫发在聚焦纺织服装外，还将
围绕制造业打造信息科技小镇、健康
医疗小镇、美酒文化小镇、创意设计小
镇，集聚产业、技术、资本、人才，助推
河南产业转型升级。”

“国家调控大背景下，房地产飞速
扩张的时代过去了，地产豫军向何处
去？我认为，河南城镇化、工业化还处
于中期阶段，产业地产仍然具有很大
增长空间。”

“一个企业，不论走多远，都要不忘
初心。豫发成立18年来，一直致力于
推动产业进步、造福城市发展。我始终
牢记‘位卑未敢忘忧国’这句话，这也是
对企业家境界和格局的基本要求。”

这些前瞻性的布局和对企业的精
准定位，成就了豫发集团今日的精彩。

豫发·锦荣系
名扬中国的服装产业地产

今天，郑州人的生活已离不开豫
发的“锦荣系”，这个涵盖服装、纺织、
婚庆的全产业链名片，和城市生活息
息相关、休戚与共。

2002年，豫发集团抢滩火车站商
圈建造锦荣商贸城；之后，投资建设中
西部地区最大的轻纺交易专业市场锦
荣轻纺城；今天，新密锦荣衣天下、商
丘锦荣产业园等锦荣系产品次第绽
放。“锦荣系”打通了河南服装业上下
游产业链，成为在全国同行业中叫得
响的一张名片。

豫发人认为，产业地产必须紧紧
围绕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尽管其周
期长、收益慢、运营难，但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贡献大，能够更好地集约土地
资源、集聚产业资源，还能源源不断地
为地方创造税收和就业。

“随着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产
业地产将面临更多的发展机遇。豫发
将把产业地产打造成推进城镇化的重
要载体和推动产业升级的新引擎。”豫
发集团副总经理王建勋说。

在豫发集团的规划中，锦荣系将持
续发力产商融合、产城融合、产学融合，
打造独具特色的全产业链开发模式。

如今，锦荣商贸城已入驻商家
3600多家，辐射省内外市场。但豫发
集团目光更为长远，要将锦荣商贸城
升级为“锦荣国际时代广场”，成为郑
州火车站商圈的时尚综合体，打造成
河南服装高地、郑州时尚地标，引领河
南服装产业发展。

位于南三环的锦荣轻纺城也将变
身为锦荣国际时尚产业小镇，即以时尚
创意为主导的总部基地、电子商务和科
技创新为引领的创新中心、文旅和休闲
体验为特征的商业中心、以公寓酒店金
融为配套的商务中心，为郑州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增添时尚经济元素。

豫发还在新密投资了锦荣衣天下
服装工业园，目前已有 200多家规模
服装企业入驻，带动就业 15万人，增

加地方税收10亿元，有力地推动了区
域经济发展。未来，这里将打造成产
城融合的时装小镇、中国最美的服装
产业基地，成为在全国“有影响力、辐
射力、带动力”的精品产业项目。

“我们信奉‘共生、共赢、共发展’，
豫发也从产业地产中汲取了丰厚的营
养，锦荣系商业经营一直全线飘红。”
王建勋说，目前进驻锦荣系的商户总
数达2万多家，直接带动就业近50万
人，一大批人在锦荣找到了成功之路，
创造了社会财富，实现了人生价值。

拓荒航空港区
抢占河南发展制高点

郑州航空港区，被誉为河南离世
界最近的地方，也是潜力无限的希望
之城。从一片白纸起步，港区“五年成
规模”已变成现实，豫发作为本土开发
商，在其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17 年 9 月 16 日，在万千瞩目
中，豫发集团投资开发并运营的锦荣
悦汇城在航空港区盛大开业，首日客
流量10万+、销售额超500万元，便捷
的交通、时尚的购物环境、超前的消费
体验受到港区居民的好评。

早在2010年年初，豫发集团就响
应省委省政府号召，主动承接郑州航
空港区 130 万平方米的五大居住项
目。如今，在港区这片热土，豫发这个
拓荒者又开始深耕布局，锦荣悦汇城、
中部国际设计中心、锦荣天街、锦荣广
场，国园、白鹭源、蓝山公馆、白鹭源春
晓、国园玖号院，锦荣信息科技园等项
目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航空港区，是豫发集团的战略布
局，也是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我们
不是简单的开发几个地产项目，而是
要做城市运营商和生活服务商，和航
空港区共生共赢，一起腾飞。”豫发集
团副总经理、航空港区项目管理中心
总经理郝明说。

豫发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锦荣悦汇城，填补港区大型商业综

合体的空白，致力打造郑州机场的“第
二候机厅”；中部国际设计中心，国际著
名建筑设计大师扎哈·哈迪德绝世遗
作，将建成中部地区首个一站式设计创

意综合体、郑州地标性建筑，引领中原
设计产业发展；锦荣广场，港区CBD首
个商务综合体；白鹭源、国园、蓝山公馆
以及入市不久的白鹭源春晓、国园玖号
院……豫发操盘的这些住宅项目，如今
已成为港区房地产市场的口碑产品，和
豫发的商业地产交相辉映，见证着航空
港区的大城崛起。

航空港区是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双城引领”的桥头堡。王建树表
示，能全程参与到这一国家战略的发
展和建设之中，是豫发之幸、豫发之
福。“今年是航空港区由‘五年成规模’
向‘十年立新城’迈进的转折之年，豫
发将以责无旁贷的使命感、精益求精
的专业度，全力做好项目的建设开发
和运营服务，为港区腾飞作贡献，为中
原崛起立新功。”他说。

五大产业并举
求索高质量发展之路

今年春节前，豫发集团新编了公
司发展手册，清爽简约的白色封面，恰
似一本《豫发白皮书》。打开阅读不难
看出，豫发从微小起步，历经 18载精
心耕耘，成就今日集商业地产、工业地
产、住宅地产、文旅地产和教育产业五
大产业并举的全产业链综合运营商，
可谓筚路蓝缕，玉汝于成。

采访王建树时，他刚从海南归
来。鲜为人知的是，在旅游地产领域，
豫发集团早就拓展了海南市场，先后
开发了五指山翡翠谷旅游度假山庄、
圣河湾养生度假社区、水墨雨林健康
文化养生基地等项目，如今正在推进
高档住宅小区“未来·田园纳里”的建
设，成为地产豫军走出河南跨区域运
营的新名片。

“房地产从黄金时代到了白银时
代，更加考验企业的转型能力和管理
水平。在全国龙头房企纷纷抢滩郑州
市场的形势下，地产豫军也应该发挥
各自优势，向更广阔的市场进军。”王
建树说，下一步，豫发将向质量要效
益、向品牌要效益、向服务要效益。

为此，豫发控股收购了河南知名精
品酒店品牌“喜鹊愉家旅馆”，同时还开
发锦荣UI公寓，培育酒店和公寓服务
品牌，为集团未来大规模进军养老地
产、文旅地产制定标准、输送人才。

今年豫发还将在全省扩张，提升
地产品牌价值。在开封，他们参与鼓
楼区城中村改造；在永城，开发百万平
方米的日月湖项目；荥阳豫发索河公
园世纪、锦荣欢乐谷。新密的栖凤居、
郑风里也将陆续亮相。

王建树表示，今年豫发还将“回归
主城区”，在管城区商都历史文化区核
心地带打造精品商业街区，在金水区

东风渠畔操盘豫发大成之作豫园高
端住宅，做一个对城市负责、对历史
负责的开发商。

豫发的多元化也已经到了收获
的季节。

在产业地产、住宅之外，豫发还
投入了教育产业。王建树始终有一
份教育情结，早在2014年就捐资兴
建了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建树楼”。

他说，办教育，不是单纯为企业，更多
的是为行业，为社会培养人才，是企业
回报社会的责任担当。

2016年12月，豫发集团和河南工
程学院合作共建锦荣服装学院，搭建产
学研综合平台，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专业
人才，助推河南纺织服装产业发展。

2016年，豫发集团还和兰考县政
府联合创办高等职业院校——兰考职
业技术学院，成为兰考首个综合性开
放式大学，将为当地产业发展提供全
新的人才支撑。

近年来，豫发还立足产业地产在
资本市场搭建平台，实现产融合作。
目前，豫发集团已与河南国控集团、金
源百荣、恒基实业进行战略合作，并参
股郑州银行、郑州市区农信社、新密农
商行等金融机构，为集团产业延伸打
下坚实基础。

从早期产业地产探索，构建锦荣
名片，成为中原旗帜；到提前布局航空
港建设，深耕区域生活，打造豫发地产
标签；再到如今五大产业并举，成就中
原综合地产开发运营商。18年来，豫
发执着初心、担当使命、突破自我，成
就了一份难得的荣光。

如今，随着“三区一群”战略和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深入推进，河南发
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期。豫发，在
中原更加出彩的路上必将愈发出彩！

专注产业地产 助力实体经济

豫发，和中原共出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