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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建设有较强吸纳集聚能力和重要影响力的大城市

从大市到强市的“南阳突围”
□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吴曼迪

提起南阳，这个拥有 1100余万人口，
经济总量稳居全省前三位的地级市，常常
被称为豫西南大市，人口多、资源多、面积
大。南阳将如何发挥这些资源优势，摆脱

“大而不强”的发展瓶颈？
继省委十届四次全会上提出支持南阳

建设重要区域中心城市后，南阳市贯彻落
实省委书记王国生莅宛调研重要讲话精
神，提出围绕建设重要区域中心城市的目
标定位，立足大城市，争当区域领跑者。在
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让中原更出彩的新
篇章中，一场从“大市”向“强市”的南阳突
围战悄然拉开帷幕。

串珠成链
提升特色产业集聚效应

3月 25日，在南阳市高新区光电信息
产业园区，镀邦光电超硬功能光学薄膜
项目二期厂房内，12 台等离子磁控溅射
镀膜机和 5 台大型蒸发镀膜机正在安装
调试。

“6月份整个二期项目建设将完成，项
目建成后总产能将达到1.3亿片，这个项目
的实施会带动包括镀膜装备、相关的材料、
镀膜的辅料等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河南
镀邦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毕文江说。

镀邦光电自主开发和生产的超硬功能
光学薄膜，在手机模组、汽车中控和指纹识
别模组等产业化项目中不可或缺。

镀邦光电所在的南阳光电信息产业园
已入驻企业 162家，其中，有迈上跨越发展
快车道的“龙头”企业中光学集团，也有拥
有核心技术，产品出口海内外的凯鑫光电
公司、华鑫光电公司、富新特科技公司等企
业，通过加大光电企业招引集聚力度，这里
将打造500亿级产业园区。

以项目建设扩增量，培育新的经济增
长点，是南阳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两轮
两翼”战略的重要一环，南阳市围绕建设先
进制造业强市、中原创新活力城市等九个
重大专项，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加快推进

一批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产业项目，
形成产业集群优势。其中，百亿级产业园
区南阳市防爆产业园，由卧龙防爆电机、消
防车、消防机器人等板块组成。目前，防爆
大型电机项目已建成投产，消防车、消防机
器人项目已完成投资 3.4 亿元，形成年产
300台消防车、500台消防机器人的产能。
在建的乐凯华光项目向建成国内印刷电子
新材料先进制造业中心的目标迈进，新开
工的氢能源汽车产业园项目，将让南阳市
新能源汽车制造业迎来新的格局。

走上世界舞台
让特色资源发挥品牌效应

每年的 4月起，南阳就成为月季花的
海洋，再有 20多天，盛开的南阳月季将迎
接来自海内外的宾朋，世界月季洲际大会
将在这里如约举行。

南阳是“中国月季之乡”，也是全国最
大的月季种苗繁育基地和出口基地，近年
来，月季产业的蓬勃发展，搭建起了南阳走

向全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从上世纪 90年代
至今，南阳月季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种植面积突破万亩，年销量、出口量均占全
国的 80%，年产值达 3亿元以上。月季产
业也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之一，仅卧龙区
石桥镇就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
带动当地4000余户农民增收致富，辐射周
边乡镇种植月季5000亩以上。

为加快月季产业发展步伐，打造“南阳
月季甲天下”品牌，以花为媒，兴花富民，南
阳筹备举办2019世界月季洲际大会，以此
作为推动南阳扩大开放、走向世界的重要
平台，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

同样在 4月要迎接一场盛会的还有南
阳西峡县，4月 13日，西峡老界岭，将迎来
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等世界各国 1000
余名越野跑选手，MaXi-Race China 越
野赛将在西峡开赛，他们要在这里展开一
场智者和勇者的较量。

优越的自然环境，成熟的景区资源成
为赛事落地的重要原因之一。引进世界体
育赛事，文旅融合将为这里久负盛名的旅

游业带来新的热度。
移步伏牛山下，山区里的群众辛苦培育

一年的香菇，通过港口码头，远销“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西峡香菇作为南阳农产品一
张闪亮的名片，连续5年领跑我省农产品出
口，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农
民收入的60%源于香菇产业。从培育、种植
到深加工、电子商务，一条完善的产业链逐
步形成，托起伏牛山区乡村振兴的希望。

如今，借助世界的舞台，南阳月季、西
峡香菇、伏牛山老界岭……这些让南阳熠
熠生辉的名片，愈发显得闪亮，好的品牌效
应，将为特色资源转化成为新的经济增长
点，激活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金融人才“双翼”齐飞
护航高质量发展

“南阳市与中国光大集团之间的合作
是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旨在充分利
用各自资源优势，巩固扩大环保、金融等重
点领域优势，深入挖掘南阳文旅、康养等重
要潜力点，积极探索农村远程医疗、美丽乡
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全面发展。”3月 19
日，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谈到南阳市与光
大集团间的战略合作时如是说。

今年 3月 15日，南阳市政府与光大集
团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
方将发挥各自优势，按照市场化、商业化的
规律，实现可持续合作，推动金融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

以现代金融活血脉，引金融活水滋润
实体经济；以人力资源强保障，为转型跨越
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金融、人才是南阳市

“两轮两翼”的重要支撑，与光大银行的签
约无疑将是南阳发展的一针“强心剂”。而
4月 2日启动的首届南阳籍院士专家故乡
行，所带来的智慧的碰撞将为南阳的发展
提供更多智力支持。

人勤春来早，当下南阳发展的目标清
晰，“两轮两翼”的路径让经济发展的活力
逐渐显现，大幕拉开，南阳能否实现从“大
市”到“强市”的突围，时间将是最好的证
明，实践将是最好的途径。9

孔明躬耕地风貌将重现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臣

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是一代名相、南
阳“智圣”诸葛亮所作《出师表》中的名
句，历来为世人传诵。3月 28日，记者获
悉，在建的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文化园有
望今年年底重现诸葛亮躬耕处的风貌，
届时游客可穿越时光，梦回东汉末年，
重温孔明先生躬耕南阳、怡然自得的生
活。

作为南阳市九大专项中文化旅游专
项的扛鼎之作，以 5A级景区为目标打造
的卧龙岗武侯祠文化园是南阳市文化旅
游重点工程之一，目前一期工程涉迁面
积3万平方米，已签约拆迁户数占总户数
的 72%，二期工程也正在顺利进行中，拆
迁所需的手续、资金等均已到位，涉迁地
段上的几个单位和居民的搬迁也在紧锣
密鼓地进行中。

南阳市卧龙区区长邓俊峰向记者介
绍，规划中的文化园将以现有的卧龙岗
景区为依托，全面升级、改造、优化，丰富
其内涵，拓展其空间，其中规划了占地92
亩的南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街区，项
目以恢复晋代起拜谒诸葛亮庙会为依
托，以武侯祠现状建筑风貌为拓展，以复

原全国现存9座武侯祠微景观为亮点，通
过小桥流水式的园林建筑，集中展示南
阳13个县市区的美食、美景、美物。

为了最完美地呈现这段历史，南阳
聘请了 17 名历史文化学者作为文化顾
问，在全国遴选景区规划编制团队。在
最终确定的杭州园林设计院所做的设计
方案中，记者看到，有巍峨壮观的古牌坊
群，有人来车往、熙熙攘攘的宛襄古道，
有高耸入云的龙角双塔，还有展现诸葛
亮耕作、会友、宴饮、远足生活的各种场
景，而且因四时不同，景色也纷繁变换，
水系、篱墙、园桥、小径巧妙组合，步移景
异。在广场中央的照壁上，还将镌刻上
草庐对、前后出师表，渲染氛围。甚至还
有再现“空城计”的戏台。

在这个集文化旅游高地打造、城市
绿核绿肺营造、城市综合功能完善、城市
人居环境改善的项目，文化元素是必须
考虑的元素之一。根据规划，这里将像
郑州禅宗少林、开封东京梦华一样，演绎
大型实景演艺“卧龙岗”，力争明年初就
让游人饱览南阳的名山大川之余，在面
貌一新的卧龙岗上，重温孔明先生的躬
耕生活。9

□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陈康

3月 28日，桐柏县月河镇小龙虾养殖基
地里一派热闹景象。月河镇是桐柏县最先养
殖龙虾的试点镇，龙虾产业已经让这里的群
众尝到了甜头。“我们利用水田面积大的优
势，鼓励贫困户自建、合作社帮建、入股分红
共建等模式，全镇小龙虾养殖面积已达1.8万
亩，亩均收入可达3000元。”该镇副镇长王建
谈起“龙虾经”滔滔不绝。

月河镇的先进经验，经常会吸引到周边
乡镇前来“取经”的小龙虾养殖户、合作社及
养殖企业代表，大家常常围绕在龙虾池边，就
地开起了龙虾产业“诸葛会”。

“同样是稻田，虾稻共作更赚钱！这次来
要把技术学精，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贫困户
走上致富路。”石河村村民郑杰对养殖小龙虾
体会颇深，养虾两年多的他已经甩掉了“穷帽
子”。在桐柏，已有2705户像郑杰一样的贫
困户依靠养殖小龙虾走上了脱贫致富道路。

听到贫困户从龙虾产业受了益，河南绿
土地农业公司发展产业的信心更足了。“小龙
虾，大产业！我们会在打造小龙虾产业化示
范基地的基础上，开发小龙虾餐饮服务，带着

咱老区贫困群众一起致富奔小康。”董事长马
千里的发展计划让在场的群众看到了又一个
致富的门路。

桐柏县小龙虾产业领导小组副组长丁严
冰告诉记者，小龙虾稻田综合种养产业，是桐
柏县为贫困群众量身打造、市场前景看好的
特色产业。“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产生了
可观的经济效益，又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促进了资源综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
护，小小龙虾带来大前景。

为了支持小龙虾产业发展，桐柏县还成
立了淮河源小龙虾协会，为养殖户提供技术
培训、资料供给、销售等一体化服务。注册了

“淮河源”小龙虾品牌和“清淮浸月”虾稻米品
牌，由协会对接郑州、武汉等市场，农户不出
村即可销售赚钱。

“诸葛会”上有好的经验，也有好的建议。
“下一步我们会建议县里科学规划生产

布局，完善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注重风
险防范和科技创新，引导产业健康稳定发展。”

“村民现在养殖积极性很高，拓展市场、
技术培训和指导还得持续发力。”

……
一个又一个“金点子”，承载着大家对丰

收的期待。9

龙虾“诸葛会”共话致富经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通讯员 高新海）3
月 19日，记者从南阳市交通部门获悉，2019年，该市将迎
来一波高速公路建设高潮：开工 6个高速公路项目，总投
资315亿元，建成后将增加通车里程301公里。

据了解，这 6个高速公路项目分别为周南高速、方枣
高速、郑西高速栾川至双龙段、郑西高速双龙至西峡段、
渑淅高速西峡至马蹬段、渑淅高速马蹬至省界段。其中，
周南高速项目前期土地征迁等工作全部完成，有望今年
年底建成通车。

南阳市交通局负责人表示，在我省新一轮高速公路
建设中，南阳将着力解决高速公路建设不均衡、路网节点

“卡脖子”等问题，把高速公路建设列入项目建设重点，全
年计划完成投资42.4亿元，为保障我省高速公路“双千工
程”实施和南阳建设大城市目标提供坚实保障。9

南阳

投资315亿元
开建6个高速公路项目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通讯员 吴允 郑鹏)
“用纳税情况做信用担保，在手机APP上提交资料，不到5
分钟就放款，很便捷。”3月 22日，南阳立兴面业的负责人
杨浩在农行南阳分行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顺利拿到了100
万元的“税银通”企业小额贷款。

今年以来，南阳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管融合后，坚持防
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相结合，开展“春雨”行
动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截至2月底，南阳银行业各
项贷款余额 2457.04亿元，增幅达 4.74%，较去年同期多
增40.39亿元，实现了首季“开门红”。

为提升辖内银行业机构积极性，南阳银保监分局牵头
建立了涵盖1000家民营企业的优质客户授信库，鼓励辖内
银行开展对接，争取贷款占新增贷款比例不低于50%；推
广完善“银税互动”“银商合作”和“信用南阳”工作机制，积
极探索线上信用贷款业务模式。同时，该分局提出支持银
行依法合规申报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收入增值税减免，出台
《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通知》，从
监管层面“松绑”，试行小微、三农不良贷款容忍制度，督导
银行完善内部绩效考核机制和落实授信尽职免责制度和容
错纠错机制，提升银行“敢贷、愿贷”的积极性。

“我们聚焦中央经济金融政策落实和南阳市委市政
府‘两轮两翼’战略，在进行外强监管‘回头看’的基础上，
开展内部‘春训’和‘排雷’活动，全力保障银行监管服务
地方经济发展不松懈。”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该分局将
继续围绕支持小微、三农，扶持民营、服务实体经济等重
点工作，为南阳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有力的金融保障。9

金融“春雨”润小微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廖涛 李伟东）
“在村口三益公司扶贫就业车间从事蔬菜种植、采摘、分
拣、包装，既能照顾家里，又能挣钱补贴家用，今年预计收
入15000元，脱贫致富充满信心！”3月 28日，南召县云阳
镇狮子坟村贫困户杜富菊一边分拣新鲜蔬菜，一边与记
者聊天。

杜富菊体弱多病，丈夫因病去世后，留下不满十六周
岁的儿子，母子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从前杜富
菊生活得很迷茫，也很困惑，出去打工，顾不住家；照看孩
子，挣不到钱。现在，她每天到村里三益公司上班，种植、采
摘蔬菜，分拣、包装产品，每天工作8个小时，日工资60元。

精准扶贫号角吹响后，南召县云阳镇把产业扶贫作
为精准扶贫的着力点和突破口，着力培育“镇有示范园，
村有示范点，户有示范田”的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了产业
发展与脱贫攻坚的有机结合，解决了贫困群体缺乏市场
信息、销售渠道狭窄等问题。2018年该镇 522人通过发
展产业、基地就业实现稳定脱贫，5个贫困村脱贫摘帽，全
镇贫困发生率降至2.7%。9

南召县云阳镇

产业扶贫助增收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张中坡 谭天

农村美不美，关键看环境。近来，方城县二郎庙镇田
楼村的村民感受到了身边环境的变化。

“农村装扮起来一点也不比城里差！”3月 19日，该村
村民王贵亭说，以前每次进城，看到垃圾入桶，路面干干
净净，还有专门的垃圾清扫清运人员和车辆，就羡慕不
已，现在垃圾桶摆到了村民家门口，村里成立了卫生区域
小组，每天清扫垃圾，还有专门的车辆来回收垃圾。

凭借离高速口近的位置优势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优
势，二郎庙镇农游一体化的特色逐渐显现，田楼村不少村
民也吃上了“旅游饭”。

“总不能让游客来了，看着到处都是垃圾、柴火堆
吧。”村民们告诉记者，多年的不良卫生习惯改起来并不
容易，但游客的到来，让他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开
始有了改变的意识。

政府的支持也开启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速度”。
方城县在全县展开陈年垃圾集中清理行动，县财政

为每个行政村补助1万元陈年垃圾清理费，重点清理围村
垃圾、沟塘垃圾和房前屋后垃圾。结合村庄布局，打破乡
镇区划，合理布局54座垃圾中转站，每座垃圾中转站服务
半径10公里。由县财政出资5000万元、乡镇财政累计出
资 2100万元，为各村配齐了农村垃圾收集运输设备，通
过为贫困户提供公益岗位的形式，配备到位 6000名保洁
员，确保农村垃圾收得拢、运得出。

该县还投资1.5亿元实施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工程
完工后，城区内污水可实现应收尽收、达标排放，有效改善
城市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与此同时，该县17个乡镇
（街道）均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尽力将全县范围内的生产生
活污水“一网打尽”，让农村的河水清起来、坑塘净起来。

如今，通过农村垃圾和污水集中治理，方城县农村的
“颜值”不断提升，焕发了新的气象。9

垃圾有去处 污水变清水

方城美丽乡村“颜值”高

3月 26日，在内乡县赤眉镇琴溪湖千亩茶
叶基地，家门口就业的贫困户们喜采明前茶。

“明前茶，贵如金！”“明前茶”指的是清明
节前采制的茶叶，因其受虫害侵扰少、芽叶细
嫩，属茶中佳品。清明节临近，随着气温升高，
内乡县 5万余亩茶叶进入“明前茶”采摘期，当
地茶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明前茶”供应
市场。

荒山披绿，茶产业成富民产业。近年来，
内乡县紧紧围绕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区生
态保护与建设，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招引 13家
农业龙头企业，以“龙头企业+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模式流转荒坡地栽茶，全力
打造 10 万亩生态茶产业基地，眼下，
该县已发展 5万余亩茶叶，实现保护
生态与农民增收共赢。

茶山飘香，一片叶带火乡村游。
依托茶山资源，在内乡，“一片茶叶”，
变成了可饮用、可观赏、可游玩的绿
色时尚，除吸纳周边群众务工创收，
更带火了乡村旅游，开辟了群众致富
的新路径，发挥出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9 樊迪 摄

光电产业是南阳市着力打造的产业集群之一，图为南阳虹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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