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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在城区打造便民惠民的体育健
身场馆，在郊区打造‘体育+旅
游’融合发展的体育特色小镇
及户外运动休闲公园，让大家
健身休闲有去处。”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在城区打
造便民惠民的体育健身场馆，在郊区打
造‘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的体育特色小
镇及户外运动休闲公园，让大家健身休
闲有去处。”邓亚萍表示。

4月18日，河南邓亚萍体育产业投
资基金与郑州市郑东新区建设开发投
资总公司签署合作协议，针对河南体育
产业的短板做投资，争取补齐短板，打
造样板。

基金联合郑东新区将推出便民惠
民的体育场馆项目，依托郑东新区优质
的体育场地资源打造综合性体育场馆
集群。“大约4个月后，第一个‘小而美’
的专业运动场地将和大家见面。”邓亚
萍表示，届时郑东新区的市民使用专业
的健身设施就像去便利店一样方便。

该基金还联合省教育厅筹划推出
“气膜进校园”项目，依托校园体育场
地打造学校与社区“共享操场”的新
模式。以气膜形式将现有中小学露天
操场或空地改造成专业体育场馆。这
些场馆在课后将向周边社区居民开
放。②8

河南省产业基金投资合作高峰会

为高质量发展插上“金翅膀”
□本报记者 樊霞

河南是经济大省、项目投资大省，也是产业基金机构创
业发展的沃土。4月18日，在河南省产业基金投资合作高峰
会上，一组组数字、一个个生动的例子展示出河南产业基金
的发展成就，让人倍感振奋。河南积极营造投融资良好氛
围，促进国内外基金机构了解河南、入驻河南的诚意，也深深
吸引了与会嘉宾。

“基金产业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基金产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创业投资和产业投
资基金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快推进中原基金岛建设，着力打造
财富聚集洼地和金融服务高地。”副省长戴柏华在致辞时说。

据了解，目前，我省已设立两只千亿元产业基金，各级政
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达到38只，中金资本、赛伯乐基金等一
大批知名基金投资机构进驻河南，中原基金岛已落户基金管
理机构60多家，管理基金规模突破1600亿元。

“产业基金股权投资增强了被投企业资本实力，有效破解
了被投企业的融资难题。”省发改委主任何雄说，党的十九大
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求把促进直接融资摆在更加重要
的位置。国家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作出
战略部署。发展产业基金，对促进企业直接融资、降杠杆
意义重大。作为第十二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唯一金融领域的论坛板块，河南省产业基金投资合作高峰
会圆满举办，恰逢其时。

产业基金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峰会上，来自国家发改委、
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金公司以及前海基
金等投资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分别就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私募
产业基金的规范以及金融如何助力实体经济进行了探讨。

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司长陈洪宛认为，发展产业投资基金
有利于改变企业当前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格局，调整
企业融资结构，补充企业全域资本，降低企业债务融资的比
重，有效降低企业的杠杆率，防范企业债务风险。

中国证监会私募部高天红处长认为，私募基金是多层次
资本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是促进实体经济直接融资的助
推器，是培育经济新动能的强大引擎。

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执行合伙人靳海涛认为，尽管母基金
存在规模大、募资难、投资机构对流动性诉求高等问题，但目
前中国已经到了大力发展母基金的黄金阶段。

峰会进行的产业基金投资合作洽谈也让人感受到了基
金企业的热情。12个基金项目投资协议签约成功，投资总
金额为110亿元；中金资本出资与中原金象投资管理公司、
河南省现代服务业基金出资与河南赛领资本管理公司等分
别签署10只产业基金设立协议，签约认缴资金总规模1100
亿元；另有11只基金将入驻郑东新区龙子湖智慧岛。

“我们共签约设立4只基金，总规模350亿元。”中原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马洪斌说，此次成立的中豫产业优化
投资基金，旨在通过股债并行等灵活方式，实现资产处置与
债务重组，帮助企业降杠杆，化解企业债务风险。同时，基金
的设立也将使中原资产处置不良资产的方式更加多元化。

“河南发展的实际需求与压力，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就是实实
在在的发展机遇。所以我们成立基金的目的，就是服务河南
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不断培养经济新动能，增强经济
创新力和竞争力。”②40

本报讯（记者 樊霞）4月18日，河南
省产业基金投资合作高峰会披露的一组
数据显示：河南资本规模快速壮大，产业
基金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省发改委主任何雄表示，截至目前，
全省基金企业共有344家，认缴资本规
模 4510.6 亿元，较 2012 年分别增加了
291家和 4465.9亿元，尤其是近两年国
家和我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着力培育
产业基金，我省新增基金企业135家，新
增认缴资本 2173.22 亿元，产业基金呈
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基金结构不断优化。
据了解，2012年以前
我 省 仅 有

政府出资的创业投资基金，没有股权投
资基金。经过 5年多的发展，河南目前
已经有创业投资企业108家，股权投资
企业 236 家，国家新兴产业创投基金、
政府出资的产业投资基金均已初具规
模。14只国家新兴产业创投基金认缴
资本规模35亿元，到位资金29.5亿元；
38只政府出资的产业投资基金认缴资
本规模 262.57 亿元，到位资金 82.15 亿
元。

基金积极发展的态势逐步显现。
2017 年 7 月以来，我
省着力打造中原基金

岛私募基金的集聚区。截至目前，厚
朴建业、中金汇融等 60多家基金企业
已完成注册、登记并落户，中原基金岛
募集资本总额突破1600亿元。

产业基金相继设立及成功运作，服
务培育了我省实体企业成长壮大，同时
促使一批优质产业项目落地河南。近年
来，多家基金企业逐渐加大项目投资，扩
大提升增值服务的内容和质量，帮助企
业改善治理结构和开拓销售市场。好想
你枣业、美年健康等基金投资企业快速
成长壮大，成为行业龙头。中原资产发
起设立了多只基金，以资本为纽带引进
上海汽车、中铁装备等优质项目落地河
南。③7

我省产业基金快速增长
全省基金企业现有344家 认缴资本规模4510.6亿元

邓亚萍投资
家乡体育产业

4月18日，河南省产业基金投资合作高峰会在郑州举行。200余位中外嘉宾参加了此次峰会。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杜林波

核心提示：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

大计。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绿色宣言中，

在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

更加出彩的征程中，一幅

“漫山披锦绣，国土绘丹

青”的生态美卷呈现在豫

西伏牛山腹地的栾川县

龙峪湾林场。

在这片滔滔林海，几

代龙峪湾人用心血构筑

起生态绿色屏障，走出了

一条“深耕绿色产业、激

活生态山水、释放资源潜

能、推动产业升级”的深

山区生态型林场可持续

发展之路。绿色，已经成

为八百里伏牛山最动人

的生态底色。

春，群山抹绿，雪映杜鹃；夏，林海
滴翠，百虫齐鸣；秋，赤橙黄绿，层林尽
染；冬，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在豫西
伏牛山腹地，龙峪湾的山水生态长卷随
着四季变换，展现着迷人的风采。

栾川县龙峪湾林场是大型国有林
场，也是栾川县唯一的国家级森林公
园。几十年来，通过一代又一代龙峪湾
务林人的坚守、保护、发展、建设，培育
了 44.34平方公里的山间林海，搭建起
一道美丽的豫西生态屏障。

在最美的人间四月天，记者走进龙
峪湾，去感受动人的生态绿色，去发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如歌往事，去探寻
大型国有林场转型发展的“生态路径”。

从“伐木工”到“护林员”
观念一变天地宽 山水筑梦生态游

一片片森林绵延不绝，一行行大树
高耸入云。在林场工作30多年的“林二
代”马丽娜如数家珍：“这里是国家一级
重点公益林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
西长14.65公里，南北宽6.3公里。目前，
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8.6%，珍稀动
植物种群数量持续增加到5523种。”

几十年来，许多像马丽娜这样的忠
于使命的林场人，用心血遵守着“绿化祖
国”的承诺，直入云霄的“林海滔滔百万
兵”，也见证了龙峪湾的时代变迁——

时间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以前，那

时的龙峪湾林场渺无人烟。
1956年 6月，第一批工人和知识分

子走进林区，成为龙峪湾的开拓者。
上世纪50年代—90年代，龙峪湾林

场响应国家号召，为国家提供优质木材，
有力地支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建设。

2000年后，随着国家天然林资源保
护工程的实施，林场全面停止天然林的
商品性采伐，林场的主要职能由森林采
伐转变为森林资源管护，林场职工也由

“伐木工”变身“护林员”。
一场新的变革开始了！
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如

何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让经济社会
发展更添绿色、更具活力？

八百里伏牛山蜿蜒逶迤。依托优异
的生态环境及独特的山水奇观，龙峪湾
林场的决策者果断提出，要变“林业采
伐”为“森林旅游”，坚定地走“以游养林，
以林促游”的发展之路。

2013年，洛阳龙峪湾森林养生避暑度
假有限公司全面接管龙峪湾林场的旅游经
营权。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的科学分
离，开启了龙峪湾绿色发展的新征程，也使
其驶入国有林场改革改制的“快车道”。

从绿色“本金”到生态红利
生态旅游谋升级 经济转型促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坚
持一张‘绿’图绘到底，在‘绿’色经济中

释放经济发展‘红’利，坚定地走百姓
富、生态美的绿色发展新路，迎接龙峪
湾林场的二次创业。”龙峪湾林场党总
支一班人充满自信。

春风吹绿了伏牛山，过去的林场人
单纯地依靠砍树、卖树“养家”；如今，生
态旅游业盘活了龙峪湾的林业资源，也
带来山乡巨变——青山绿水引来了八方
游客，一辆辆小轿车取代了过去的安步
当车；老百姓拆掉了土坯房，盖起了小洋
楼；生态旅游鼓起了百姓的腰包。

“我做梦都没想到，这山沟沟里也能
做旅游。”每逢节假日，龙峪湾林场周边
的庄子村便热闹起来，42岁的农家乐老
板杨治国忙得不亦乐乎。作为一个地道
的山里人，杨治国在朋友的劝说下，投资
建起了农家山庄，游客络绎不绝，自然赚
得盆满钵满。

几年来，龙峪湾林场共投资400余
万元指导帮扶周边群众兴建260余家农
家宾馆，接待床位已接近8000张；投资
2076万元扩建的龙卡旅游专用公路已
成为兴林富民的快速路。

生态旅游蓬勃发展，龙峪湾呈现出俊
俏模样：投资5000万元修建了35公里的
旅游专用道路，随着一抹绿色向前延伸，
连接起龙峪湾—白云山的生态走廊；投资
2500万元修建的游客中心、停车场、中心
区水系工程等旅游服务设施及龙峪湾三
星级大酒店，让游客乐在其中。

时间，悄无声息地流逝；绿色，始终

是龙峪湾人永恒不变的追求……
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

山。20多年来，龙峪湾的生态美景累计
接待游客850余万人次，创社会综合效
益12亿元，带动附近5个乡（镇）27个行
政村5万多名群众脱贫致富。

以“绿色崛起”为路径，今天的龙峪湾
已经变成林的海洋、花的世界、鸟的乐园、
盛夏避暑的天堂、摄影家流连忘返的地方
……绿色“本金”给龙峪湾带来了生态红
利，也助推着国有林场的经济转型。

从生态路径到发展引擎
咬定青山不放松 不忘初心谱新篇

春天，群峰滴翠、百花烂漫，空气中
飘荡着槐花蜜的香甜。在潺潺溪水旁，
野兔、松鼠等野生动物不时出没。龙峪
湾务林人正日夜不歇，守候着一抹绿色。

“广袤无垠的林海是龙峪湾人咬定
青山不放松，用心血和汗水浇灌而成。
这上山的道路，是一代代龙峪湾人踩踏
出来的。”龙峪湾林场46岁的护林员王
献告诉记者。

4月13日，天刚蒙蒙亮，王献便上山
了。经历一个多小时的崎岖山路，他来
到了林区瞭望点。上午9时，当林场的专
业防火突击队开始进行抢险突击演练，
王献已经把林区仔细巡视了一遍。

一声令下，装备展开。在林场抢险
突击队队长王战文的带领下，队员们拿

着抢险器材进行抢险突击演练，以确保
林场发生险情时的决战决胜……每月，
抢险突击队都会在林区进行演练。

工作 32年的王战文习惯了寂寥深
山，也分外享受此刻的热闹。“遇上突发
情况能进行有效处理，就最开心。”

“这片森林来之不易，林场人把它们
视为自己的生命。”龙峪湾历任林场场长
都这么认为。龙峪湾林场初建时，群山
少绿，龙峪湾人在石坡上凿坑种树，从悬
崖上取水滴灌，几代林场人凭着年复一
年艰苦创业的精神创造了奇迹，使这里
的森林覆盖率增长到98.6%。

从生态路径到发展引擎，龙峪湾永不
止步。几年来，龙峪湾林场完成森林抚
育30814亩，珍稀树种造林833亩，保护
古树名木 1800 多株，防治森林面积
20000多亩，森林综合效益实现了稳中
有升，稳中向好。随着绿色发展提速、产
业转型升级，龙峪湾人有效地保护了绿水
青山，收获了金山银山，实现了生态良好、
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的可喜局面。

深耕绿色产业，激活生态山水，释放
资源潜能，推动产业升级……远望龙峪
湾林场，漫山林木随风摇曳，仿佛在为龙
峪湾绿色发展“生态路径”点头赞许。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筑牢祖国豫西生态安全屏
障，龙峪湾人依然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
之路，让生态与经济共赢，让绿色真正
成为最动人的底色。

让绿色成为动人底色
——栾川县龙峪湾林场拓展绿色发展“生态路径”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