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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小渣”展示团队创作的作品

□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两年前的 6月 28日，南阳创业大街

正式开街，从项目开工到运行仅用28天，

创下了引进重大项目的“南阳速度”。两

年后，创业大街呈现出创新创业的勃勃生

机，正在成为南阳中小微企业的创新摇篮

和创客地标。

南阳市副市长张明体认为，创业大街

营造了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成为南阳双

创服务领域的特有现象。双创街入驻两

年来，举办了近 300场创新创业活动，带

来了一线城市的前沿理念和创业模式，这

种潜移默化的改变，将为南阳创新创业事

业注入持久活力。

地方观察/南阳│152018年7月 12日 星期四
统筹 张华君 孟向东 组版编辑 李岚 美编 张焱莉

创业大街，为南阳带来了什么

第一次下水的时候整个人都是
紧绷的，现在更多的是享受在
水上的乐趣。

刘又菲

地方传真

“两年前，我只是一个喜欢画漫画的宅女，现在
我想打造属于南阳人自己的动漫 IP符号。”7月 2日，
在南阳创业大街的文化创意园区里，野马动漫工作
室的主笔“渣小渣”认真地告诉记者，这里改变了自
己的梦想方向。

从手持羽扇的萌版诸葛亮，佩戴月季头饰的卡通
人物“宛小月”，到手绘版“南阳文化地图”“南阳美食地
图”，与南阳文化相关的元素，都成为“渣小渣”和团队
创作的主题元素。而一年前刚刚入驻创业大街时，

“渣小渣”还只是一名为动漫杂志供稿的“打稿民工”。
这样的创客故事，每天都在南阳创业大街里上

演着。
在淘宝、京东等网购平台上搜索“南阳艾草”店

铺，每个平台都有两三千家网店，而这其中60%的店
铺，都是由南阳淘邦网络科技设计运营的。

淘邦网络的创始人叫张佳祥，是名 90后创客。
2009年，毕业于郑州一家专科院校网络专业的张佳祥，和
几名同学合伙创业，从事互联网建站、电子商务等服务。

“当时正赶上淘宝网店的增长期，我们的很多客
户都来自南阳艾草行业，经过深入了解，我发现这是
一片创业蓝海。”张佳祥说，作为南阳人，他对家乡的
信息格外关注，“当时艾草网商观念还是比较滞后
的，大部分都是做订单代加工，利润很低，我就萌生
了回乡创业的念头。”

2014年，张佳祥回到南阳创办了淘邦网络科技，
在商业写字楼和几家创业孵化器辗转数载之后，他
选择了在南阳创业大街落户。

“选择创业大街是因为氛围和郑州很像。”张佳
祥说，他创办淘邦科技专注于服务南阳艾草网商，创
业大街专门设立了艾草品牌创新街区，两者的结合
称得上相得益彰。

张佳祥说，创业大街先后组织了数十场次的艾
草品牌创新对接活动，淘邦网络成熟的网店设计和
品牌运营服务很受市场认可，现在，每个月都有20家
以上的艾草商主动上门接洽。

南阳创业大街相关负责人李勇表示，淘邦网络是
他们比较青睐的孵化项目，两者有很多可结合的创新
项目，“淘邦可以整合艾草网商的底层大数据，他们知
道那些艾草产品销路好，了解市场需求，我们可以提
供创新技术，共同打造有技术含量的新型艾草产品。”

李勇告诉记者在南阳创业大街举办的两周年创
新创业论坛活动上，河南闰隆资本 1000万创投种子
基金正式签约落地。而淘邦网络作为首批 5个种子
项目，参加了资本路演和项目对接。

“在一线城市，我这样的创客项目很难进入创投人
的视野”张佳祥说，这几天他特别兴奋，“有了资本助力，
我想打造线上艾草交易平台的梦想不再遥不可及。”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王昕

十六七岁正是花一样的年纪。在南阳，有
一群平均年龄16岁的少男少女，他们常年与
水为伴，破浪前行，以梦为马，演绎着与众不同
的青春年少。他们就是南阳市体校赛艇队的
队员。在我省第十三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
赛艇皮划艇比赛中，他们狂揽 15金、17银、4
铜，在赛艇项目金牌、奖牌、团体总分均位列全
省第一。不久后，他们中将有11名队员进入
省赛艇队，开启新的征程。6月 27日，载誉归
来的他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第一次下水的时候整个人都是紧绷的，
现在更多的是享受在水上的乐趣。”作为此次
女子公开级乙组 8000米双人双桨的金牌得
主，今年19岁的刘又菲在赛艇队已有3年。上
九年级时，体校老师到学校选人，个头高挑的

她被选中，由此开始了与赛艇的缘分。
上午文化课、下午体育训练，从跑步到力

量、再到平衡力的训练，每天训练 4到 6个小
时。从进入体校开始，刘又菲就过上与同龄
人不一样的生活。基础训练半年后，开始进
行水上训练，接触赛艇。训练的枯燥是最难
耐的，但作为长距离比赛的选手，比拼的就是
意志力，刘又菲说，“赛艇让我的意志力得到
了很大的锻炼。”

女孩子都爱美，但是长期户外训练，让她
的皮肤被晒得黝黑，手上也早已磨出厚厚一层
老茧。“我不后悔选择赛艇，进入省队后，我会
更加努力，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她说。

刘畔池和徐传浩二人在此次省运会上夺
得男子公开级乙组8000米双人双桨金牌。“8
公里计时赛训练时，我前半程冲得太猛，后半
程有些体力不支，我俩为这还吵了一架。”说起
赛前的小插曲，17 岁的刘畔池有些不好意
思。一个沉默寡言，一个外向开朗，看起来大
行径庭的俩人已经搭档一年有余，成了配合默
契的好兄弟。“这次，我和徐传浩都被选入省赛
艇队啦，”提起这件让他最兴奋的事儿，刘畔
池的嗓门一下子大了不少。

“希望他们能够忘掉今天的成绩，从零开
始，为南阳争光，为河南争光。”教练刘刚期待
着看到这群少年们能够劈波斩浪，站上更高
的领奖台。7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王中献 刘浩博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没想到引来
广大网友的关注。”7月2日，邓州市人民医
院的医生李照义说起自己意外走红的经
历，语气显得很平淡，“当时大家都在帮忙，
只是我更专业。”

他的妻子闫博对记者讲述了 6 月 12
日早上的情形。她当时开车和丈夫去上
班，驶向市区滨河南路时，不经意间发现几
米外道路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倒在血泊
中。“出事了”，闫博话音未落，丈夫李照义
就让她赶快停车。

夫妇赶过去发现，倒地的老人大约60
多岁，头部周围有大面积血迹，部分已凝
结。老人头部仍在出血，意识不是很清

醒。旁边几位市民想要相助又苦于没有急
救知识，不敢乱动，他们推测老人是骑电动
车摔倒在地。

李照义初步判断老人清醒，排除了脑
出血的可能性。他又迅速查看老人的脉搏
和心跳，发现并无太大异常，就让妻子抱着
老人的头，搬动老人使其侧身，并请周围人
帮忙扶稳老人身体。他一边用纸巾给老人
擦拭，一边快速定位出血点。发现老人左
枕顶部有一个 6厘米长的出血点，他迅速
进行按压止血。紧急处理后，李照义拨打
了急救电话。在等待救护车到来之前，夫
妇俩不停地跟老人说话，防止老人再度昏
迷。周围市民也拿起手机拍下老人的相
貌，发到朋友圈寻找老人的家人。

救护车赶到后，夫妻二人和周围市民
将老人安置上车。李照义又详细告知接诊
人员老人的伤情和自己的初步判断及处理
意见后，才和妻子离开了现场。由于送诊
及时，老人头部伤口缝合7针，目前已无大
碍。

李照义和妻子救人的事儿被热心的网
友在网上传播开来,夫妻俩一下子成了“网
红”。“邓州城里雷锋多，给白衣天使点赞！”

“两人平时都乐于助人，这次出手相救并不
意外，是潜在的本能。”“雷锋夫妻值得点
赞！”众多网友纷纷点赞。7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7月 5日，一场大雨
过后，南阳市区碧空如洗，清新空气扑面而来。记者
从南阳市环保局获悉，南阳市6月份 PM2.5平均浓度
为 2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31%，空气质量及同比
改善位居全省第一。今年上半年，南阳市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为97天，位居全省前列。

环境就是民生，蓝天也是幸福。南阳人的幸福感
持续爆表得益于该市驰而不息保蓝天的决心和行
动。南阳市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加快产业结
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交通运输结构调整。突出抓
好工业减排、扬尘管控、燃煤污染治理、机动车污染治
理、臭氧治理等工作，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同时，借
鉴外地先进经验，制定了中心城区机动车限号、限行、
限高交通管理措施。在中心城区宽阔路段组织实施
吸尘车、冲洗车、洗扫车、抑尘车“四车联动”规范作
业，提升了城市道路精细化清扫保洁水平，有效抑制
了道路扬尘。

同时，南阳市还大力实施中心城区屋顶绿化，目
前已完成中心城区屋顶绿化单位209家，新增绿化面
积 17万平方米。今年以来，南阳市环境污染防治攻
坚办共派出督查人员 3000余人次，深入实地和中心
城区 5个站点周边区域开展全方位督查，对督查中发
现的问题第一时间通报，第一时间督促整改。现在，
厚植生态发展优势在南阳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公众
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的良好氛围已经形
成。7

南阳6月份空气质量
位居全省第一

本报讯 （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通讯员 杜福
建 陈康）7月 1日，桐柏县回龙乡黄楝岗村，银耳种植
脱贫示范户马俊业家的大棚中，洁白的银耳如朵朵雪
莲绽放。马俊业正冒着酷暑采摘银耳，浑身被汗水浸
透的他脸上挂满收获的喜悦。

桐柏县回龙乡生态环境优越，适宜真菌类植物生
长。这里食用菌种植历史悠久，素有“银耳之乡”的美
誉。经过多年的发展，银耳种植已成为当地的支柱产
业，更为山区百姓脱贫致富提供了新引擎。

“前年我在村里的帮助下贷款种植银耳，去年就
实现了脱贫。俺眼里这银耳跟‘银元’一样金贵啊。”
望着满棚的银耳，马俊业喜不自胜，“今年银耳行情
好，干品可达每斤 150 元，我又扩大规模种了 3000
节，能收入3万多元。”

“我们引导扶持村民成立三家食用菌种植合作
社，带动贫困户大力发展银耳种植。目前，全村已种
植银耳 15万节，收入可达 200余万元。”桐柏县司法
局派驻该村第一书记李安成告诉记者。除银耳外，该
村还因地制宜种植夏枯球、艾叶、半枝莲等中药材近
千亩，特色产业发展风生水起，带动该村群众实现户
均增收 1.5万元，为打赢脱贫攻坚“夏季两业攻势”奠
定了坚实基础。7

桐柏

助力脱贫银耳变“银元”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通讯员 封德）“不
到15分钟业务就办完了，效率很高，这样的服务我很
满意！”7月 2日，西峡县群众王春阁在该县行政服务
中心办理完房屋契税缴纳业务后评价说。今年以来，
西峡县高效推进“一次办妥”各项目标任务落实，政府
服务实现“加速跑”，让办事群众和企业尽量少跑腿或
不跑腿。

该县先期以发改、国土、食药工商、公安等部门为
重点，围绕群众所盼、企业所难，优先选择一批便民服
务事项，作为第一批“一次办妥”事项率先实施。截至5
月底，该县共公布两批事项清单，实现“一次办妥”事项
313项，一次办妥率达到93%。6月底，该县公布第三
批清单，同时将不能实现一次办妥的事项列入负清单。

该县还整合行政服务中心现有窗口，让群众和企
业办事时“只进一扇门”；最大程度“减环节、优流程、砍
材料、压时限”，通过审批业务流程再造，目前“一次办
妥”事项办理时间压缩70%；加速推进政务服务平台建
设，所有权利事项和便民服务事项录入该平台，实现网
上办理。目前，该县网上办件量达到21500余件。7

西峡

政府服务实现“加速跑”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廖涛 任
洪辉）48岁的南召县太山庙乡梁沟村贫困户张纪波养
牛 19头，总收入 8.3万元，被评为五星级脱贫致富能
手，获得创业致富奖金 4150元。7月 1日，提起张纪
波，梁沟村支部书记张文奇夸赞他身残志坚毅，人穷
志不短，现在是全县响当当的“大明星”。

梁沟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63户 130人，为扶贫
扶智，增强群众“自我造血”功能，梁沟村率先在全县
开展评选贫困致富标兵、贫困家庭发展感动奖等，按
照纯收入 5000元至 20000元设置 1-5星，并根据星
级不同设置对应奖励。

“评选星级致富能手和致富标兵，就是要培育本
土精神偶像，引导贫困群众见贤思齐，勤劳致富，早日
甩掉贫帽。”南召县纪委驻梁沟村工作队长张继伟说，
村里还专门为先进典型颁发奖金和证书。

据了解，太山庙乡从乡财政拿出30万元，在全乡
18个行政村评选 100名创业致富标兵、20家优秀带
贫企业，激发群众就业创业热情，增强群众自我发展
动力。7

南召

贫困户脱贫成“明星”

南阳故事

赛艇少年
以梦为马 破浪前行

热心夫妻
出手助人 意外走红

员工身穿动漫人物服装，办公
区养着宠物猫，随处可见的零食和
动漫玩偶，走进“渣小渣”设在南阳
创业大街的动漫工作室，一种不同
于传统企业的气息扑面而来。

“渣小渣”说，自己从高中就开始
自学动漫绘画，毕业后家人安排她在
事业单位上班，“我想做自己喜欢的
事，就辞职专门做了绘画师。”刚开
始，她和朋友一起为《意林》等杂志画
插画，虽然收入不错，但这种重复性
的劳动让她感觉和梦想越来越远。

去年6月，“渣小渣”接手了朋友
在创业大街创办的工作室。街区的
一家美食自媒体“吃喝玩乐在南
阳”，邀请“渣小渣”为一批南阳“美
食达人”创作动漫形象，这激发了她
的灵感。

“我想，南阳有影响中国历史的
‘四圣’，他们不也是‘网红’吗？”于
是，“渣小渣”为张衡、张仲景、诸葛
亮、范蠡创作了“萌系”形象，并制作
成抱枕、水杯等实物，在年轻人中很
受欢迎。

“四圣是为南阳历史代言，谁来
为现在的南阳代言呢？”李勇看到

“渣小渣”的创意后，建议她搜集南
阳文化素材，创作新的文化 IP。

在“渣小渣”的笔下，南阳的卧
龙岗、老界岭等一批自然和人文地
标被浓缩为卡通形象，由此设计出
一份南阳文化手绘地图。“明年南阳
要举办月季洲际大会，我想让头戴
月季花的‘宛小月’成为南阳的形象
代言人。”“渣小渣”说，可爱的动漫
形象容易让人过目不忘，而且还可
以打造手机壳、充电宝、购物袋等周
边产品，对宣传南阳是很好的创意。

“有梦想就要去实现。”在南阳创

业大街，正吸引着一批有梦想的创新
创业人才不断聚集。据了解，目前南
阳创业大街的创客群体平均年龄在
20岁，120多家入驻项目，多集中在
互联网服务和文化创意领域。

“两年的发展，给我们自身也带
来了新的启示和经验。”6月 28 日，
北京双创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师麒盛在出席创业大街两周年
创新创业论坛时，这样对记者表示。

师麒盛说，南阳创业大街是北
京双创街和地级市合作打造的第一
条创业街区，不同于双创街设立在
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街区，南阳
作为三线城市，创业街区定位立足
于“首先是让人才留得住，然后再谈
留住项目”，在这个基础上，创新成
果才有转化的可能性。

“未来，南阳创业大街将把创意
产业作为服务重点，发挥南阳的文
化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柔性引进
创意人才和资金，通过示范效应，为
南阳创新创业引进更高层次的科技
创新资源。”师麒盛说，在南阳创业
大街两周年之际，“中国生产力促进
中心双创示范基地”等一批国家级
科技人才资源渠道也落户在街区，
预示着这里正成为南阳与北京等地
对接创新资源的平台和窗口。

南阳市科技局局长张梅说，这
条大街是一个“直通车”，通过这个
平台，来自北京等国内一线“双创”
机构的前沿理念、领先模式与本土
资源得以亲密接触，这种思想上的
冲击和涤荡，对南阳形成创新创业
浓厚氛围大有裨益，南阳创建中原
创新创业活力新城就有了实实在在
的主体和抓手。7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照片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没想
到引来广大网友的关注。当时
大家都在帮忙，只是我更专业

李照义

小园区要催生大“IP”

90后创客的产业梦

南阳创业大街正成为南阳中小微企业的创新摇篮

在创业大街的咖啡吧创客导
师在讲解项目路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