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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0月，世界月季联合会发文中国花卉协会月季分
会,同意2019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在中国南阳举办。

消息迅速传到南阳市的每个角落，整个南阳都处在喜悦的
气氛中。继2012年全国农民运动会之后，南阳迎来了更高层面
的国际性大会的举办权，这让南阳如何不欢腾。

世界月季洲际大会是全球月季届顶尖级别的专业花事盛
会,由世界月季联合会主办、41个成员国轮流申办的全球月季
届高级别专业盛会,每三年举办一次。

值得一提的是，申办过程打破了在同一个国家从未连续举办
两届洲际大会的惯例,南阳成为继北京承办2016年世界月季洲
际大会之后中国第二个取得承办权的城市,同时打破了本应通过
会议投票表决确定主办国和承办城市的惯例,首次通过网络以最
快速度、最短时间投票确定了2019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的主办
国和承办城市。承办如此高规格的国际盛会在南阳尚属首次。

这样的机缘缘何独属南阳？
南阳是中国月季重要的种质资源库，保存的月季达2300余

种，其中，野生蔷薇资源占全国的25%。南阳盆地独特的气候、
土壤、降雨等条件让南阳月季嫁接扦插愈合快、生根快，比其他
地方繁育时间缩短1/3，繁育效率极高。由此形成了月月有花
开、四季花常在的生态城市美景。

目前，全市月季种植面积10万余亩，花农10万余人，年出
圃苗木8亿多株，年产值超过20亿元，南阳不但是全国最大的
月季种苗繁育生产基地，还通过花卉协会制定了产品行业标准，
成为月季行业种植的“国标”标准，确保月季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南阳市林业局调研员邹平洲说：“南阳月季不仅畅销全国
30多个省（市）自治区，而且远销日本、德国、法国、荷兰、俄罗斯
等国，月季供应量占国内市场的80％，占我国出口总量的70％
以上，也就是说，在国内，每10株月季中有8株与南阳有关。”

在大力发展月季产业的同时，近年来，南阳以花会友，成功
举办了九届月季花会，带动了旅游、经贸等各项事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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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杨晓申）5月8
日,镇平县深度贫困村高丘镇黑虎庙村的电商服务站里,
负责人张磊正在电脑上熟练地操作将本地出产的香菇、木
耳、连翘等土特产照片上传到电商平台，标明产地、产量、
单价供客户浏览。

目前，在镇平县，像黑虎庙村这样的电商服务站点共
有 91个，实现贫困村全覆盖。近年来，该县主推“龙头企
业+贫困户”模式，以电商推动精准扶贫。在加强与阿里巴
巴、京东、苏宁易购等知名电商平台合作的同时，重点培育
玉美人、牧之堂等10家玉雕电商企业以及霖锋莲藕、一滴
香油脂等12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围绕玉
雕、地毯、毛衫、狗粮、汽车附件等10种产品，打造特色品
牌，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同时，还制定了《镇平县电商
扶贫工作推进计划》，成立电商扶贫工作专班，优先布局贫
困村电商服务站点。同时，加大贫困人口电商应用技能培
训，带动贫困户就业181人。6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首次向南阳生态补水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自4月中旬起，南水北调
中线一期工程通过总干渠白河退水闸，以20立方米/秒的
流量，向白河实施生态补水。这是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运行3年多以来，首次正式向南阳市进行生态补水。

生态补水是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基本供水职能之
一，主要是在丹江口水库水量充沛的时候，通过相关退水
设施，向沿线河流进行生态补水，有效改善河道水生态环
境，补给地下水资源。根据当前汉江水情和丹江口水库蓄
水水位偏高的实际情况，统筹考虑水库防洪、受水区供水
状况，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决定在4月到6月期间，向受
水区启动生态调度，在优先保障年度水量调度计划和水库
月末水位控制的前提下，合理安排生态补水调度规模和方
案。据悉，南阳市生态补水规划包括白河流域生态补水和
方城县、唐河县生态补水。白河流域生态补水主要是补充
白河城区段以下生态用水。继白河生态补水实施之后，近
期将通过方城县清河退水闸、贾河退水闸及方城9号供水
口门向清河、贾河和潘河进行生态补水；通过唐河县半坡
店7号供水口门，向唐河实施生态补水。6

蒙华铁路西峡段
开始铺轨架梁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通讯员 封德 孟国利）5
月8日，记者获悉，由中铁六局承建的蒙华铁路17标段西峡
寺山1号隧道顺利贯通。这是继老鹳河特大桥、丹水段跨沪
陕高速特大桥等重点控制性工程之后又一顺利完成的重点
工程,为铺轨架梁创造了条件。截至目前，蒙华铁路西峡段
已完成工程量的85%，开始进入铺轨架梁阶段。

据了解，寺山1号隧道全长1114.52米，是蒙华铁路17
标西峡段贯通的第23座隧道。蒙华铁路西峡境内线路正
线全长85.43公里，占途经南阳市总里程的72.8%，跨越该
县西坪镇、重阳镇、丁河镇等8个乡镇，设重阳西和西峡东
两座火车站。

蒙华铁路西峡段穿越河南伏牛山国家地质公园、南阳
恐龙蛋化石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寺山国家森林公园、南
水北调上游重要水源保护区等四个国家级保护区，不仅环
保要求等级高，而且战线长杂，山高、坡陡、林密，困难重
重。自2015年7月下旬工程启动以来，西峡县职能部门积
极做好铁路沿线乡镇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矛盾调解等基
础工作，承担西峡境内建设任务的中铁六局、中铁上海工
程局、中铁四局、中电建路桥公司等施工单位开展项目管
理实验室活动和“五比五创”为主要内容的“蒙华杯”劳动
竞赛，有序推进了工程建设。

蒙华铁路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运煤专线，线路全长
1814.5公里，跨越蒙、陕、晋、豫、鄂、湘、赣七省区，规划设
计输送能力为2亿吨/年,计划 2020年建成开通。该铁路
建成通车后，将加快形成“北煤南运”的国家战略运输新通
道，进一步增强我国铁路南北向能力和路网的灵活性，填
补我国中部地区的区域路网空白，对华中地区的长远发展
将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6

南阳医专新增3个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5月7日，记者获悉，南
阳医专与美国哈森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康复治疗技术专
业、与日本大阪滋庆学院护理专业（老年护理方向）3个中
外合作办学高等专科教育项目获得河南省教育厅审批，从
而使该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业涵盖领域更加全面，结构
得到优化。

2011年，南阳医专与菲律宾伊密里欧学院合作的护
理、药学、医学影像技术 3个专业获批，生源质量逐年提
高。该校积极引进国外合作院校优质教育资源，借鉴吸收
国外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中，
实施与国际接轨的“全景化过程式”考核体系，部分课程由
合作院校教授来校授课，分层教学，小班授课，加强英语教
学，注重实验实训，就业率达100%。

据南阳医专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三个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成功获批，将使该校有机会以此为平台，积极引进美国
和日本在相关专业领域的优质教育资源，对深化该校教育
教学改革，提高办学水平和质量，培养更多的具有国际化
视野的高素质、技能型医学人才起到重要作用。6

镇平电商服务站
实现贫困村全覆盖

可以预见的是，2019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召开
之时，将汇聚全球40余个国家的月季专家、月季行业
大咖及月季爱好者，世界新闻媒体也将同时聚焦南
阳，南阳月季将在万众瞩目的闪光灯中走向世界，在
国内外施展其品牌的强大魅力。

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对月季产业来说，无疑是一阵
旋风，无论是从月季大户还是到一般种植的农民，都
充满了期待和热望，更看到了未来的曙光，这也是他
们茶余饭后讨论的热门话题。

南阳月季种植第一人李文鲜认为，月季从业者都
有机会借鉴新经验、引进新技术、拓宽新视野，进一步
提高月季种植技术含量，避免同质化低端竞争，促进
南阳市以月季为主的花卉产业做优做强。

南阳月季博览园总经理赵磊则认为，南阳月季将
告别种植销售的单一模式，月季文化研究、月季新品
种培育及相关产业将得到发展，南阳月季产业必将达
到从量变到质变的神奇效果。

谈到举办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带给南阳的红利，南
阳市林业局局长赵鹏告诉记者：“评选月季大师，培育
人才，研发新品种，做大产业，融合一二三产业，富裕
老乡，扮靓城乡，共奔小康，建设世界月季名城，打响
南阳月季品牌！”

“月季产业无疑是此次盛会的主角，但这次盛会
带给南阳的机遇，绝不仅仅只是月季。”南阳市主要领
导认为，小小月季就如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势
必掀起巨浪，将促进南阳改革开放水平大提升，促进
多个产业的转换升级，为南阳高效经济示范区、先锋
区建设奠定基础，同时也构成新型农业现代化的重要
支撑。

南阳市市长霍好胜在听取世界洲际大会相关情
况时提出，要以2019世界月季洲际大会为重大机遇，
创建世界月季名城和国家森林城市，市县乡村四级联
动，全民动手，绿化美化南阳大地，带动基础设施不断
提升完善，提高全市人民幸福指数。

可以想到，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月季产业将成
为南阳乡村振兴的强大杠杆。月季产业在不断膨胀
的同时，月季深加工将大大延展产业链，一二三产业
将实现融会贯通，促使南阳从传统农业向都市生态农
业、生态观光旅游业大发展。

未来的南阳，必将因为月季花迸发出更加璀璨的
光芒，南阳月季也将越来越多地在国际舞台上绽放芳
华。6

满城绿色半城水，花团锦簇南阳城。
月季作为南阳的市花，2012年以来，南阳市组织实施了“优

美花城”行动计划，在中心城区栽植各类月季1300多万株，在中
心城区精心打造了30条月季大道，60个月季游园，20个月季社
区,100个月季庭院，自此形成了月月有花开、四季花常在，姹紫
嫣红、花团锦簇的城市美景。

2013年南阳举办第四届月季花会以来，每年10万株以上
月季免费赠市民，连续赠送十年，让百万月季走进平常百姓家。

对南阳而言，月季作为一个城市标签，不仅提高了城市颜
值，也提高了群众的幸福指数。它作为绿色发展的富民产业，早
已成为与世界接轨的一条纽带。2000年 10月，瑞典农业专家
皮特先生来到南阳考察；2001年，日本COT公司与月季基地签
订了长期购销合同……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南阳市先后与荷
兰、法国、日本、以色列、加拿大等许多国家的园艺公司签订了长
期合作协议，使南阳月季迈向世界的步伐越发坚实。

5月2日，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南阳月季集团的月季基地里一
片忙碌，该集团董事长李文鲜指着一车一车的种苗高兴地说：“他们
将搭乘郑欧班列运到欧洲去，这比过去从青岛走航运，要整整快上
20多天。南阳月季在欧洲早已成了明星月季，供不应求。”

也许一切都是冥冥注定，随着南阳月季知名度和产业发展
速度与日俱增，它与世界也越来越紧密地关联起来，而月季洲际
大会的召开，必将开出更加艳丽的花朵。

眼下，距离2019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只有一年的时间，南
阳市主要领导组织相关人员到外地考察学习办会经验，宣传
2019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

南阳市各相关单位筹备工作已经开始倒排工期，以时不我
待的激情投入到紧张的工作状态中。各相关职能部门围绕“一
主两副”月季园建设和南阳市中心城区月季特色景观建设规划，
新建南阳月季园，改造提升南阳月季公园和南阳月季博览园，规
划建设“一带八脉、六个出入市口、十三条景观道路”等城市景
观；要求各县区高标准规划建设一个长度1000米以上的月季大
道、至少建设一个100亩以上的月季游园和一个月季基地，最终
打造出名闻遐迩的世界月季名城。

林业部门充分发挥科技优势，组织人员开展古老月季、现代
月季、蔷薇引种收集工作，共引进430余个月季（蔷薇）品种，并
与苏州、常熟、北京大兴等地签订引种合同，同时，聘请中国农业
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知名月季、玉兰专家，深入南阳市重点县区
开展调研，规划全市月季等特色花卉苗木产业发展宏图。

今后3年，南阳规划发展月季特色花卉5万亩，总面积达到
15万亩，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总产值将突破 100亿元。
还将规划建设以月季、玉兰、梅花等特色花卉苗木生产示范基地
12个，以示范基地带动特色花卉苗木产业发展。

据介绍，为了提升月季产业科技水平和发展水平，南阳成立
了月季研究院，并将建设月季种质资源基因库，收集保存月季、
蔷薇、玫瑰品种8000个以上；高标准建设国家级月季新品种展
示中心、中国月季研究中心、全国月季信息物流发布中心，使南
阳成为全国第一、世界一流的月季、玫瑰及其衍生品的繁育、生
产加工、出口基地，建设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月季名城。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胡新权

4 月 26 日到 5月 3日，南阳

第十五届玉雕文化节暨第九届月

季花会期间，南阳月季成了与会

嘉宾和游客手机中最美的风景。

在这个时节，来南阳的游客

会发现，眼到之处，不论是田园、

街角，还是校园，随处可见五彩缤

纷、竞相争妍的月季。更令人震

撼的是，从南阳城区到鸭河水库

的快速路上，绵延约 20公里，从

四月下旬开始到整个五月，路两

边一座又一座的月季园，各色月

季会占领你的视野。走进园子，

花香便包围了你，侵入你的每一

个毛孔。

南阳，这个一向典雅宁静的

城市，顿时喧闹起来，瞬间成了一

座花城。

世界月季联盟代表、澳大利

亚月季品种登录权威专家劳瑞曾

这样感叹：“南阳月季真的很好。”

中国花卉协会月季分会会长

张佐双查看南阳月季文化节筹备

时，伸出大拇指感叹道：“南阳月

季甲天下！”

最重要的是：世界月季洲际

大会将于 2019年 4月 27日至 5

月2日在南阳举办，举办此类规格

的国际花事盛会南阳尚属首次。

南阳月季与国际顶级盛会相

遇，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月季产业将迎来一个换挡

升级的高速发展时期。”南阳市委

书记张文深说，月季洲际大会的

召开，将为南阳对外开放打开另

外一扇窗，促使南阳与更多国家

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深度合作，实

现多方共赢，南阳月季的美誉度

和知名度也将享誉全球,以此撬动

多个产业实现弯道超车，成为高

效生态经济示范市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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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赢得国际盛会举办权

三年冲刺百亿产值

小月季引领产业大升级

每年的月季节都会吸引众多世界月季协会的专
家前来参与 崔培林 摄

月季节上的文艺演出 崔培林 摄

月季游园成为南阳群众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月季游园成为南阳群众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崔培林崔培林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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