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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高质量发展，全力以赴打好“四张牌”，南阳市以建设重要区域中心城市为定位，强力实施“两轮两翼”战略，把项

目建设、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作为推动转型跨越发展的“四根主梁”，通过重抓重推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建设中

原创新活力城等九个重大专项，推动“两轮两翼”落地见效。一条铁路、一张胶片、一个团队、一次“头脑风暴”的故事，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南阳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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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崔鹏

“目前，我们的订单量还很大，
今年借助春节期间务工人员返乡的
机会我们又招了一批人来补充车间
力量。”3月28日，南阳飞龙汽车零部
件厂办公室负责人程建峰说。

南阳飞龙汽车零部件厂生产
的汽车水泵、涡轮增压器壳体等产
品让众多人受益。每十辆汽车中
有三辆汽车水泵源自飞龙制造，产
品市场占有率达33%，长期占据国
内同行业首位。

飞龙长期保持行业龙头地位的
底气源自哪里？来自于自身所具备
的核心竞争力。“对我们企业来说人
才所带来的科技创新就是我们的核
心竞争力。”在采访中，飞龙的员工都
在强调着人才对于企业的重要性。

“拿我们的第一批涡壳产品来
说，现在我们所采用的耐热钢就是
经过专家团队3个月不眠不休的战

斗才完成的，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
就无法满足客户提出的产品要求。”
程建峰说，他们常年保持着与武汉
理工大学长期开展的产学研合作，
人才成为龙头企业持续发展、转型
升级的最大财富。

与武汉理工大学长达11年的
合作不仅让飞龙成为受益者，更成
为县域经济提升和科技创新的带
动者。与武汉理工大学合作密切
的西峡县，该县通宇集团、西泵公
司、西排公司、力强公司等企业都
与武汉理工大学合作组建了专家
团队，参与了企业多个科技项目的
研发，带来“蝴蝶效应”。

“近两年来，南阳推出了多项招
才引智的措施，为我们引进高科技人
才创造了很好的环境。今年年初实
施的‘诸葛引才计划’，更是为我们今
年建设博士后、院士专家站打了前
站。”飞龙公司运营总监席国钦表示，
在高科技人才的引领下，面对汽车行
业的发展，飞龙人信心十足。8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通讯员 樊珂）
3月 28日，内乡县政府与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
公司成功举行生态修复 PPP项目签约仪式。该
项目总投资额约 5亿元，项目涵盖内乡县城市生
态环境整治、市政工程、湍河湿地公园保护区、城
市公园建设；同时将为内乡提供旅游规划、景观
规划、生态环境规划、生态湿地规划、林业生态建
设规划、水利规划建设、基础设施规划等顾问服
务。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内乡城市品位，改
善城区生态环境，提高湍河出境水质量，对助推
内乡创建国家园林县城和国家卫生城市具有积
极意义。

近年来，内乡县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建
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长效机制，从生态保护、生
态修复、生态惠民等方面着手，通过城市修补和
生态修复以及城区净化、绿化、亮化、美化工程等
措施，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人
居环境明显改善，切实增强了城乡居民的生态获
得感。8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廖涛 王航

3月 26日清晨五点，位于南召县城郊乡东庄
村裕达蚕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
碌，18名群众正在捡蛾、择蛾、选蛾、育蛾。“年龄
大了，腿部还有残疾，不出村，每月收入 2000多
元，生活不愁了。”东庄村贫困户张世栓硬是靠一
双手迎来了幸福新生活。

在裕达蚕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贫困户现在有
30多户，入社社员参与年终盈余返还、红利分配，
人均年增加收入8000多元。创办合作社的陈立
良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企业家，1990年，陈立良从
南阳农校蚕学专业毕业，经过十多年基层磨砺，
2010年成立了裕达蚕业合作社，2017年销售蚕茧
50多万斤，解决410家蚕农销售难题。

而这样的帮扶在南召并非个案。云阳镇山头
村经济能人王晓在外闯荡多年，积累了资本和人
脉，2012年春，他回乡创办了南召县锦天园林绿
化有限公司，在南阳、西安、北京等地建设苗圃基
地5000亩，成为全县首屈一指的花木大王，公司
采用“产业基地+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帮
扶机制，2017年与620个贫困家庭签订苗木购销
协议，购销苗木180多万棵，平均每户贫困群众苗
木收益1万余元。

南召县主要领导在脱贫攻坚中发现，企业家
资源具有极强的整合资源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
优势农户最具辐射能力，经济能人最有营销头脑，
涉农企业最有带动能力。该县通过开展抓企业
家、抓经济能人、抓优势农户“三抓带动”活动，在
土地流转、资金支持、技术服务等方面给予优惠政
策支持，重点培养壮大100个龙头企业、100家专
业合作社、发展1000个特色农户，吸纳贫困户以
土地经营权、到户增收扶持资金、小额贴息贷款等
形式入股龙头企业或农民合作社，带动全县
26300名贫困群众逐步脱贫，三列“火车头”带出
南召脱贫攻坚的“加速度”。

对于帮扶带贫的企业、个人和优秀农户，南召
县通过开展十佳企业家、百名优秀经济能人、千名
优势农户评选活动，扩大典型的辐射力、带动力。

南召县主要负责人介绍，通过“三抓带动”活
动，用关键少数带动重要多数，达到“培育一人、拉
动一片、带富一方”的裂变效应，形成政府、企业、
社会组织、群众合力攻坚新格局。8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领到了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心里特别踏实，现在土地界限清楚
了，我就能放心经营了！”自 2016 年，南阳市启
动经营权证书发放工作以来，南阳市各地农民
陆续收到鲜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
个小红本让农民的土地在发展生产、流转中都
有了保障，让农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看得见、摸
得着”的实惠，吃上“定心丸”。3月 29 日，记者
从南阳市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南阳市农村土地证书发放工作已
基本完成，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扫尾工作正
在全面展开。

据了解，南阳市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
工作从 2014 年试点开始，目前 3387 个村 1045
万亩农户承包地，完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颁证任务。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有效解决了农村承包地长期存在的地块面积不
准、四至不清、空间不明等问题。建立健全了承
包合同取得权利、登记记载权利、证书证明权利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让农民吃上了“定
心丸”、种上了“放心田”，为进一步落实好惠农
政策、解决“谁来种地”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和
基础条件。该项工作稳定和完善了农村土地承
包关系，积极探索土地“三权分置”的有效实现
形式，激活农村“沉睡的资本”，推动了农村产权
制度改革。8

内乡PPP项目落地
总投资5亿元进行生态修复

南阳农村承包地

确权颁证工作基本完成

南召

三列“火车头”带出
脱贫攻坚“加速度”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高铁片区的几条道路都在快
马加鞭地施工呐！上个月从郑州
坐高铁直达成都，路上六个小时，
环境舒适又不拥挤，方便太多了。
再过一年能从南阳直接坐上高铁
就又要快很多了。”南阳市宛城区
老吴没事儿就爱到高铁片区的施
工现场附近看看，密切关注着郑万
高铁和高铁片区工程的进展。

老吴对开往四川的高铁有着
强烈的情结，20年前，为了支撑起
家里的生活，老吴和家乡的人一样
选择到四川达州做香油的生意。

“那时候到达州只有绿皮火车，咣
咚咣咚一天一夜。家里日子不好
过，只能买硬座，人挨人没个下脚
的地方。”老吴回忆说，印象最深的
一次带着年仅5岁的儿子到达州，

因为没有坐票，儿子站了一路，被
车厢里拥挤的场景吓得直哭。

5年前，老吴的儿子大学毕业
又在成都找了工作安了家。“前两
年从成都回南阳得坐上 21 个小
时，比我爸强点的是可以坐卧铺，
睡上一觉也就差不多到了。”老吴
的儿子说，去年11月，随着成西高
铁的开通，我省“米”字高铁接轨，
从郑州到成都仅用六个小时就到
了。他期待着等明年郑万高铁修
通，从南阳可以直接乘高铁转乘，
那就更快了。

目前，南阳高铁片区规划面积
19平方公里，共分5个功能区。先
期建设的起步区水电、项目部建
设，施工便道、燃气管道和高压线
杆改迁等施工保障工作均已完
工。七条道路和站前广场综合体
正在加紧施工中。8

繁忙的赵河特大桥施工工地 陈新刚 摄 乐凯华光数码整理车间检版工正在分检产品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中东是高温高热地区，我们需
要更抗温抗湿的产品，我们希望能研
发出性能更加稳定的产品。”近日，乐
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研究所年
轻的科研人员与中东地区回来的销
售经理围坐一团，掀起了一场“头脑
风暴”。会议上公司派驻中东地区的
销售经理详细讲解着市场需求、客户
应用。另一边，研究所所长高英新和
他的团队一边仔细记录着各种问题，
一边不时给出自己的建议。

这些科研人员有一半在40岁
以下，像这样的“头脑风暴”在乐凯
几乎每天都有，他们是乐凯华光技
术创新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去年以来，我们胶印板材研
究组仅在胶印板材领域就开发出
了 4个新产品。科研技术在国内

遥遥领先。以前我们对国外先进
国家的技术不能望其项背，现在已
经并驾齐驱了。”高英新介绍。

不仅是胶印板材，2017 年乐
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在集成
创新中多点开花，推出了绿色金属
印刷整体解决方案，填补了国内空
白；成功研发了高精度喷墨标签印
刷机；完成了 22个型号委托加工
UV色浆生产技术过度，喷墨用纳
米色浆已通过初步评价。

“目前，乐凯华光也面临着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转型升级的巨
大压力。”乐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涛说：“转型升级中，
尤其要依托创新驱动。几年来，我
们致力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促进
企业自主创新，多项技术、产品质
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拓宽乐凯华
光的产业发展空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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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人对高铁的期盼由来已久，它不仅是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工

程，更是关系南阳市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于南阳市建设重要区域

中心城市、打造现代综合交通枢纽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这条铁路承

载着南阳千万个家庭的梦想，更承载着南阳跨越发展的梦想。目前南

阳市以高铁片区为中心的城市建设已经拉开大幕，其辐射带动的南阳

新区建设作为南阳市九大专项的重中之重，将是未来南阳新的名片。

记者感言 记者感言

以科技创新提质量，打造经济发展升级版是南阳市“两轮两

翼”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今年 3 月，南阳市政府印发《南阳市支持

科技创新政策清单》，连发四大项十余小项政策“红包”——在创新

引领型企业培育、科技创新贴息、创业补助等方面，给予了真金白

银，一系列支持科技创新发展的政策将为南阳市创新发展注入新

的动力。

□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本报通讯员 袁永强

“这条国内首创的涂布一体化
智能生产线，可以说是被日韩同行
逼出来的。”4月3日，南阳柯丽尔科
技有限公司已经铺装完毕的“智能
工厂”内，总经理张和平指着眼前的
一条百米机械“长龙”告诉记者，这
条全自动生产线全程只需要3名人
员监控，而这条生产线从设计研发
到制造装配，全部是在国内完成的。

“涂布一体化生产线原来只有
日韩能生产，去年我们到两个国家
考察，结果都碰了钉子。”张和平
说，“几千万美金不讲价，钱不到账
连看设备一眼都不行。”

为了争口气，张和平下决心自
己攻克难关。经过大半年的设
计、试制和调配，2017年 11月，由
柯丽尔完全自行研发、国内厂家
生产的涂布一体生产线变为现
实，而全部成本不到国外产品售

价的十分之一。
“新的‘智能工厂’更加紧凑，

以后生产工人只需要坐在屏幕前
监测数据。”张和平还介绍，到新厂
房正式生产时，连装卸原料和成品
等工作都将由机器人完成。

“南阳吸引我们的，不仅有丰
富的市场客户，还有因为这里有着
国内最好的基础材料供应商。”张
和平说，柯丽尔的销售研发基地原
本在深圳，而选择在南阳宛城区工
业产业集聚区建立生产基地，正是
看中了这里有着中国最大的数码
胶片生产商——乐凯华光，“一开
始，我们沾了乐凯的光，正好和它
的产业链条搭配，搭上了南阳市先
进制造业规划的快车。”他们从供
应医用胶片为切入口，与南阳市医
疗机构深度合作，通过自主研发的
医学影像自助打印设施、银医交互
终端和远程医学会诊、监护平台，
为当地居民打造出一个便捷、智能
的医学大数据应用平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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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龙公司智能化立体仓储物流中心 崔鹏 摄

看见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南阳推进重要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生动实践

柯丽尔医用胶片生产车间

南阳市把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作为市委市政府确定的“九大专项”

之首，是推进经济跨越发展的着力之笔。一张胶片的背后，串联起了新

材料、装备制造、大数据等不同行业。2017年，南阳围绕“先进制造”确

立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纺织服装、新能源、生物医药五大产业大手

笔投入541.94亿元，产业增长幅度均超15%。以乐凯为代表的行业龙

头和柯丽尔这样的细分行业“独角兽”型企业，在南阳正逐步涌现。

记者感言

人才是企业的核心资源，目前，武汉理工大学团队的科技力量

已经不仅让飞龙一个企业受益，更是带动了当地整个汽车零部件产

业的发展。今年年初南阳就重磅推出了“诸葛引才计划”招贤纳士，

对国内外顶尖人才（团队）给予最高 5000 万元的支持。以人力资源

强保障，为转型跨越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人才将是南阳未来最珍视

的财富。

记者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