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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晒新潮的““河南范儿河南范儿””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奋力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

□本报记者 归欣 曾鸣

3月 25日，过了郑州黄河大桥，沿人民幸福
渠向西的道路，被各式各样的小汽车堵了个水
泄不通，一打听，都是去新乡市平原示范区桥北
乡盐店庄村，赶“桃花节”热闹的。

有多热闹？“去年来了两万人，今年估计要
翻一番。”经过一个路口时，一位疏解交通的民
警告诉记者。

早些年，盐店庄可一点儿也不热闹。这个
地处黄河滩区里的小村子，是桥北乡有名的贫
困村。2009年，在村“两委”的带动下，桃树落
地生根，从 80亩发展到 8000多亩，给村里带来
缤纷美景，更带来了美好前景。2017年，盐店
庄销售鲜桃 1225万公斤，创收 3000多万元，去
年销售额超过 8000万元，靠着种桃，不少村民
脱了贫致了富。

在村口下车，步行约 2公里，记者终于到了
桃花节主会场。果真是人山人海，大人们忙着在
桃树下拍照，孩子们在“小吃街”“游乐场”里来回
穿梭。一位焦作的游客高兴地说：“既能看美景，
又能吃美食，还不要门票和停车费，真是不错！”

不收费用，办桃花节不是赔了？“咱不能光
看眼前。”盐店庄村党支部书记关源群笑着说，
现在是攒“人气”的时候，一方面，给 5月底上市
的鲜桃寻找潜在客户；另一方面，为将来村子搞
农业旅游一体化打下基础。

与喧嚣的活动现场一渠之隔，村民蒋红超
的香菇基地略显安静，记者走进大棚时，他正忙
着用桃树枝、玉米芯等加工食用菌基料。“明年
我准备收拾点好香菇，在桃花节亮个相，把咱的
产品也宣传一下。”他说。2017年，蒋红超在村
里支持下贷款建了 9个香菇大棚，现在不但自
己脱了贫，还带起来6个贫困户。

晚上 7点半，人群和车流逐渐散去，关源群
稍稍松了口气，又赶紧通知村干部和党员开个
碰头会。“桃花节要持续到清明节前，一点不敢
大意，明天得多上几个人才行。”他说。③5

本报讯（记者 李点）3 月 27日，
河南省提高立法工作质量和效率座
谈会在郑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提高立法工作质量和
效率的重要指示精神，就做好地方立
法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王保存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提高立法工作质量和
效率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要
深化认识，准确理解提高立法工作质
量和效率的重要意义与丰富内涵，着
力在落实党的决策部署上、在解决改

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上、在及时回
应人民群众的重大关切上、在急需先
立解决好现实问题上、在突出地方特
色符合当地实际上下功夫，切实增强
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执行性。要抓住
关键，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
法立法，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
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加强调查研究，
准确运用立法技术规范，着力提高立
法工作质量和效率。此外，还要积极
探索创新立法人才培养和任用机
制。③8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王映）3月
27日，商丘海关、濮阳海关分别在当
地正式揭牌。这是河南出入境检验
检疫管理职责和队伍划入郑州海关
后第一批揭牌的隶属海关。

据了解，商丘海关由原来的关检
办事处升格为隶属海关，濮阳海关则
是由原来的单一检验检疫机构扩展为
隶属海关。经过前期充分准备，目前
2个隶属海关已实现关检业务的全面
融合，职能更加优化、业务更加丰富、
监管更加有力、运行更加高效，将更好
地促进当地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海关机构改革后，我省一次性获
批 24个隶属海关单位，隶属海关机
构实现了全省 18个省辖市和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口岸的全覆盖，隶属海
关数量居全国前列。目前相关工作
正在稳步推进中，新设海关将陆续揭

牌运行，为全省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
次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和保障。

商丘和濮阳两地近年来开放型
经济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2018 年，商丘市实现进出口总
值20.2亿元，商丘保税物流中心监管
进出境货物超过 10亿元，检验检疫
进出口货物 2906批次。今年前两个
月，该市实现进出口总值3.4亿元，同
比增长3.7%。

濮阳海关辖区内备案进出口企业
600家。今年前两个月，濮阳市实现进
出口总值11.9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68.8%。其中，进口额达5.1亿元，同比
增长321.7%，增速位居全省第一。

揭牌仪式前，郑州海关和商丘市
人民政府、濮阳市人民政府分别签订
了合作备忘录，助力两地更高水平扩
大开放。③8

□本报记者 陈慧 曾鸣 本报通讯员 柴明清

春和景明，万花争荣。这个时节，地处豫西
南伏牛山南麓的南召县，就是玉兰花的“主
场”。它们开在山头地边、道路两侧、农家院落、
单位大院、主题公园，紫的、红的、黄的、白的，各
色玉兰花迎风怒放，芳香四溢。

在云阳镇1000多亩的玉兰生态观光园里，
40多种10万多株玉兰姹紫嫣红，斗色争妍。人
们观花之美、嗅花之香，徜徉花下，拍照留影。

“这里的玉兰花期能持续一个多月。观光
园不收门票，每逢周末游客络绎不绝，还带火了
附近的农家餐馆、土特产店、小商品店等。”3月
26日，玉兰生态观光园总经理王晓说。

南召县是望春玉兰的原生地，也是“中国玉
兰之乡”。去年，望春玉兰还被确定为南阳市的
市树。玉兰不仅扮靓了南召的春天，也是当地
重要的生态经济作物。

望春玉兰的花蕾入药称辛夷，是珍贵的中药
材。辛夷花含芳香油，可提取食用香料，提制芳
香浸膏，用于香皂、化妆品、香精的生产。2016
年，南召的辛夷干蕾产量就突破了4000吨，占全
国的 40%、全省的 80%。此后，深山含笑、乐昌
含笑、红花木莲、鹅掌楸等50多种玉兰新品种又
陆续落地南召。

省林科院院长尚忠海介绍，随着国土绿化的
提速，各地对花卉苗木的需求旺盛。2017年以
来，南召玉兰驶入发展“快车道”。截至 2018年
年底，南召花卉苗木面积达 40万亩，产值 30亿
元，其中玉兰种植面积达 38万亩，从业人员超
过 10万人。该县皇后乡娘娘村 1800亩土地几
乎都种上了玉兰，亩均效益9000元以上。

2018年，花木基地被列入我省着力打造的
十大优势特色农业发展基地，南召玉兰正是重
点发展的花木基地之一。省林科院还实施了河
南省“四优四化”优质花木专项玉兰专题项目。
有了政策支持和科技支撑，南召玉兰，将迎来又
一个发展的春天。③8

着力提高立法工作质量和效率

商丘海关、濮阳海关正式揭牌

花海经济扮靓中原

百花争艳齐芬芳，中原大地春意浓。最近，我省不少经济林、花卉种植区都迎来了看

花赏春的人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各地以花为媒，花海经济风生水起，不仅让生态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也助力农业结构调整、农民收入增加，生态优势逐渐转化为发展优势。

怎么发展花海经济？如何真正黏住游客？花海就像一个“舞台”，且看各方在“舞台”

上精彩“演出”。③8

编者按

桃花满枝富农家

□本报记者 李若凡

金色的油菜花在风中摇曳，空气中弥漫着油
菜花的清香。3月 27日 10点，虽不是节假日，但
是首山脚下的襄城县湛北乡北姚村，来观赏油菜
花的游客的车辆已在路边排起了长队……

“不必舟车劳顿到婺源看油菜花，最美的田
园风光就在咱身边。”在平顶山做生意的张女士
说，这段时间，她经常带朋友来这里赏油菜花、吃
农家饭。

据湛北乡党委副书记焦晓燕介绍，首山为
800里伏牛之首，故名首山。过去当地村民多以
采石为生，生活并不富足。

2010年起，襄城县封山育林，开展首山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通过几年的努力，首山周边的环境
获得了改善。2016年，县政府又投资4800万元，
沿首山修建了一条全长 13.7公里的环山旅游道
路。2017年 9月，湛北乡政府与省豫粮粮食集团
有限公司合作，流转12个行政村土地，打造万亩油
菜花海。2018年4月2日，该县成功举办第一届首
山油菜花旅游文化节，仅活动当日就吸引游客8万
人次，签约招商项目27个，总资金50多亿元。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襄城县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李俊峰说，襄城县正逐步形成
以首山景区为龙头,明清古街、乾明寺等景区为
支撑,集文化体验、山水旅游、生态观光于一体的
全域旅游城市格局。

家乡变美了，致富的机会多了，以往在外地
打工的村民也愿意回乡创业了。原来在襄城县
做餐饮生意的郑飞要，2017年回到家乡，把老家
的宅子改造成民宿，一天能挣300元。第一届油
菜花节成功举办后，他又筹资建了一家农家乐。

“现在每天能接待 200余名游客，我还准备继续
扩大民宿规模。”郑飞要说。

为吸引更多游客、扩大花海规模，襄城县鼓
励引导周边群众连片种植，今年油菜花种植面积
由去年的 1万余亩增加到 2万余亩，漫山遍野的
油菜花正盛装迎客……③9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通讯员
蔡星星）3月 27日，记者从中国人民
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获悉，日前，我省
启动实施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百千万”三年行动计划。这意味着，
未来 3年，我省金融机构将对 1万余
家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实施精准滴
灌。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相关
负责人表示，将在全省每个县筛选约
100家，平均每个市约 1000家，全省
合计 1万余家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

作为重点支持对象，给予金融支持。
企业将获得何种支持？该负责

人介绍，未来我省将建立重点支持企
业名录库，采取主办行制度、单列贷
款计划、台账管理等一系列措施，建
立稳定、紧密、良性互动的银企关系，
打通金融活水流向民营企业和小微
企业的“最后一公里”，促进名录库内
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获得金融支
持的规模显著提升，融资成本明显降
低，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以及直接上市
融资的能力更强。③8

本报讯（记者 樊霞）记者3月 27
日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获悉，中
原资产非公开发行 2019年纾困专项
债（第一期）于本月 25日成功发行。
这是我省首单纾困专项债，开创了我
省直接融资的新路径。

此次纾困专项债发行规模 10亿
元，期限3年，年利率5.30%。本次发
行不仅创造了今年以来我省同品种同
期限的最低利率，而且得到了银行、保
险、信托、证券等金融机构的充分认可
和踊跃认购，发行倍数达1.7倍。

“本次专项债募集资金将主要用

于支持省内上市公司发展和纾解民
营企业融资困境。”中原资产董事长
马洪斌说。

2018 年以来，中原资产充分发
挥资产管理公司专业优势，通过债务
重组、债转股、特殊机遇基金等多种
方式，累计投入 40多亿元，帮助民营
企业脱危解困。

据了解，中原资产未来将持续发
挥“安全网”和“解压阀”的作用，扩大
纾困专项债发行规模，坚持市场化原
则，通过多种方式支持民营企业，推
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③8

我省启动金融服务“百千万”三年行动计划

重点支持万家民营和小微企业

河南首单纾困专项债成功发行

3月 26日，武陟县谢旗营镇谢旗营村小学的学生和家长一起栽种树苗。
当日，该校举办“小手拉大手”环保宣传主题活动，让同学们从小培养绿色环保
意识。⑨6 宋耀东 摄

3月 24日，荥阳市的丰乐樱花园内，黄河岸边成片的樱花和油菜花盛开，大量游客趁周末前来赏花。据该景区流量统计数据显示，当日人流量达到10.8万人
次，创下今年赏花季新高。 视觉中国供图

玉兰飘香产业旺 油菜花开迎客来

□本报记者 宋敏

如果你所在的企业因为举办集体
活动，需要上万件统一款式、不同颜色
的 T 恤，你可能会选择一家电商订购
服装。但你也许想不到，这家电商可
能是没有生产供应能力的，最终在短
时间内为你提供 T 恤的，可能是河南
一家叫“雪阳”的企业。

3月 26 日，在位于郑州的雪阳集
团展厅，记者看到，T恤、文化衫、卫衣、
内衣、工装……各种颜色、款式的展品
琳琅满目，涵盖了人们四季穿着和从
内到外的服装种类。

雪阳集团董事长刘红中说，传统
服装行业存在以下弊端：组织流程耗

时较长，大约需要3个月才能到消费者
手中；时尚服装容易形成过季积压；没
有形成快速消费品类。

在电商平台上，商家最缺乏的就
是大批量、有品质、反应快的货源。雪
阳可以做到在3天时间里，完成上万件
T恤从出货、包装、印刷到运输的任务。

“在国际市场上，快速、时尚、休闲
的快销服装表现出极其旺盛的生命
力。”刘红中说，基于加速服装产品从
传统消费变为快销品的考虑，雪阳率
先提出“坯衫”概念，并将之打造为结

合原料种植、生产研发、仓储配送和电
商定制、线下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成
为引领行业前行的开创者。

“坯衫背后是无穷无尽的可能性，
这其实是服装价值的二次再造。雪阳
通过‘坯衫’这一介质，使得基础产品

‘通用化’‘标准化’，进而实现‘衣不
变，造万变’。”刘红中说。

雪阳集团已获 160 余项国家专
利，10余项科技成果获省级以上表彰，
雪阳“舒肤纱”成为继美国“莱卡”、奥
地利“莫代尔”之后的又一革命性产

品。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使得“雪阳
制造”有了品质保证。

以传统营销渠道为基础，以坯衫
体验店为形象展示，雪阳集团全力拓
展坯衫电子商务销售，目标是成为全
球服装电商的“一站式”供应商。

实践中，雪阳坯衫模式已形成了
“全产业链”“海量现货”“四季产品”“快
速订制”四大特点，具备了较大竞争
力。目前，雪阳在上海成立了电子商务
运营中心，通过“创衣客”网站或微信小
程序，都可以直接下单订购。在邓州产
业集聚区，“中国·坯衫城”正在加紧建
设中，达产后具备年产 1 亿件坯衫研
发、加工制造、营销集散的能力，届时将
为当地带来9000人的就业机会。③5

雪阳坯衫：“衣不变，造万变”

（上接第一版）喻红秋说，乡村要振
兴，关键要有好的带头人，农村党支
部书记要从史来贺身上汲取精神力
量，始终葆有一颗发展为民、服务群
众之心，用实干赢得群众信赖，引导
群众听党话、跟党走。

在新乡县翟坡镇朝阳社区、张青
社区和原阳县太平镇西衙寺村、水牛
赵田园综合体等地，喻红秋和基层党
组织负责人深入交谈，对他们勇于改
革促进农民增收、结合实际破解乡村

治理难题等做法表示肯定。她强调，
要深化农村改革，推动人才、土地、资
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和平等
交换，激活乡村振兴内生活力。要积
极探索务实管用长效的方式方法，夯
实乡村治理根基。要完善新型经营
主体的发展模式、利益联结机制，带
动更多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喻红秋还实地察看了黄河滩区
居民迁建项目建设情况，考察了华兰
生物、新乡大数据产业园等。③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