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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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4月 2日刊发报道《从大市到强市的“南阳突围”》，

该报道在南阳各县区领导干部中引起广泛思考。围绕建设

有较强吸纳集聚能力和重要影响力的大城市这一具体目标，

南阳市各县区有着怎样的优势？又在进行怎样的探索？即

日起，本报开设《聚焦“两轮两翼”高质量建设大城市》专栏，

刊发各地的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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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投洽会南阳现场
达成合作项目43个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4月 8日，第十三届中国
(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郑州开幕。在此次投洽会
上，南阳市达成合作项目43个，总投资约200亿元，其中现
场签约重大项目16个。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投洽会南阳市重大合作项目对接
签约仪式上，共达成 43个重大项目，其中深圳奥凯盛投资
有限公司、广东鼎泰高科精工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海派物
流有限公司、深圳市巨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上海东方希
望畜牧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神州灵山新材料有限公司等16
家企业与南阳市相关县区现场签约。这批项目涵盖先进
制造业、高成长服务业、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单体项目投
资额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南阳市特色主导产业发展方
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必将对南阳转型跨越发展、高质
量建设大城市发挥重要促进作用。7

建设首善之区 卧龙绽放新姿
□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王娟
本报通讯员 王松林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有云：臣本布衣，
躬耕于南阳。南阳市卧龙区因三国时期著
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诸葛亮躬耕于境内的
卧龙岗而得名。

如今的卧龙区区位优势明显，连南贯
北、承东启西，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
近百万的人口数量给该区带来无限发展机
遇。目前卧龙区拥有光电产业集聚区、卧
龙岗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综合保税区、农
业科技园区等产业集聚发展的平台；招引
牧原集团、荣阳实业、中富康数显、新田
360、颐高产业园等大项目；打造光学电子、
智能终端、装备制造三大工业产业链条，本
土一批骨干企业取得长足发展，顺利实现
转型升级；现代高效农业实现跨越发展，培
育出种苗国内市场占有率 80%以上、出口
量 70%以上的月季花卉产业；在中心城区
形成“一园一点一区域”的电子商务产业和
家具建材、家电 IT、服装百货等“七大商圈”
的服务业布局。

当下，围绕高质量建设具有较强吸纳
集聚能力和重要影响力的大城市，卧龙区
作为中心城区的重要行政区，提出建设“首
善之区、美丽卧龙”的目标定位。

“首善之区‘善’在经济繁荣、‘善’在文
化先进、‘善’在环境优美、‘善’在服务完
善、‘善’在社会和谐，建立首善之区是经济
社会发展高质量的集中体现，也是卧龙人
在高质量建设大城市中的责任和担当。”卧
龙区区委书记高贤信说。

智慧规划 杜绝“城市病”

近日，徜徉于卧龙区的大街小巷，全方
位提速绿化为辖区居民带来绿色新景。新
建的中兴苑游园里，附近群众休闲健身、娱
乐交流，相会美景里，徜徉绿意中。这里原
本是辖区一家企业的废弃地，曾经垃圾成
堆，后经街道办事处与企业协商建成游园，
成为辖区居民休闲娱乐的场所。

卧龙区在游园建设上，聘请专业绿化设
计公司进行设计，对设计图多次修改，注重
融入文化理念，让每个游园既能体现以人为
本，又富有差异性。在中心城区绿化中，卧

龙区注重融入生态园林和海绵城市理念，紧
盯“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目标，努力达到
打造亮点、穿珠成线、辐射连片的效果。

“我们的城市规划要有智慧，坚决摒弃
短视的目光，既重面子也重里子，既重地上
也重地下，杜绝交通拥堵、雨季‘看海’、‘十
面霾伏’等城市病。在城市建设中，要以开
放包容的姿态对标大城市先进经验，建立
生态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城市。”谈及城
市的规划和发展，高贤信坚信只有美好的
城市才能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

招才引智 破解发展难题

4月 3日，参加首届南阳籍院士专家故
乡行的卧龙籍专家吴潜涛、华道本、马国
远、高功步收到了卧龙区抛来的“橄榄枝”，
被聘为该区智库专家。

卧龙区区委领导诚恳地说，目前卧龙
区处于发展转型的爬坡期,希望各位专家
充分发挥专业所长，深入开展前瞻性、战略
性、理论性研究，积极为卧龙经济发展建言
献策，实现卧龙登高望远、借力发展的愿
望。4位专家欣然接受聘书，表示愿尽最大
努力为家乡发展做出贡献。

这并非卧龙区首次借才引智，一直以来
该区秉持“抓人才就是抓发展，兴人才就是兴
卧龙”的理念，积极创造重才爱才、招才留才、
纳才聚才、助才用才的良好环境，形成人尽其
才、才尽其用、用当其时的生动人才局面，更
好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卧龙区把
1088万元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纳入了区财政
预算，另外区财政设立科技创新资金账户，
每年安排 1000 万元作为科技创新奖励资
金，并实施了一揽子招才引智计划。近五个
月来，仅应届硕士研究生，就招聘逾百名。

栽下梧桐树，引得金凤来。卧龙区在
人才工作上持续发力，取得了良好成效。
目前全区拥有各类人才 56490 名，其中高
学历人才 3725 人，高技能人才 11852 人，
人才队伍正在不断壮大，健康发展，为建设
首善之区夯实了人才基础。

文化引擎 激发城市活力

卧龙区文化资源丰富，是诗仙李白“邈
然不可攀”的地方，是科圣张衡成长的地
方，是智圣诸葛亮躬耕的地方。“如果能让
我们的文化资源从线装书、从博物馆中走
出来，通过不同的载体进行展示弘扬，走向

群众、走向社会，将凝聚起城市精神，也能
再造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高贤信说。

目前，卧龙岗武侯祠国家5A级景区创
建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按照专家评审通过的
规划，将以卧龙岗、武侯祠、汉画馆及其周边
1平方公里区域为重点，以“一人一岗一馆一
祠”为核心，以文化保护、生态修复为基础，
以“显岗”“渗绿”“智城”为理念，系统恢复卧
龙岗生态原貌，全面提升武侯祠和汉画馆两
大景点，把原本垃圾成山、杂草丛生的卧龙
岗建设成为集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现代文
化为一体的躬耕纪念地，打造城市中央 5A
级景区。八百亩卧龙岗在不久的将来，将成
为南阳的文化旅游新高地。

建设好卧龙岗武侯祠文化园，是集打造
全省文化旅游高地、城市绿核绿肺营造、城
市综合功能完善、城市人居环境改善、整个
区域土地经营开发于一体的经济文化的引爆
点。与此同时，卧龙区在城市的规划、建设、
管理过程中，还全方位、多角度地融入文化元
素，防止“千城一面”的弊病，增强城市的文化
内涵，提升城市的品质品位。无论重大项目
还是重要建筑设计，都将展示和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凸显卧龙文化特色的角度，为未来
的卧龙增添更有底蕴的文化“新地标”。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卧
龙的过去是在解放思想中开拓创新，卧龙的
未来也必须在实事求是中与时俱进。”高贤信
说，在南阳大城市的建设中，卧龙将以崭新的
姿态迎接未来的挑战，做出新的贡献。7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一夜好风吹，新花一万枝。眼下春光
正好，南阳大地俨然成了一个“花花世界”，
素洁淡雅的梨花，灿若云霞的桃花，漫山遍
野的油菜花，把田野装扮得分外妖娆，赏花
观景成为人们春游的首选。

以花为媒带火乡村游

春风吹开千重锦，山花烂漫竞芳菲。
每年4月初都是观赏玉兰的最佳时期，南召
玉兰生态观光园内游人如织。数万株玉兰
姹紫嫣红，迎春绽放。游客们纷纷拿出手
机，合影留念，乐不思归。

紧挨玉兰生态观光园的是云阳镇铁佛
寺村，该村因保存有 42座上百年的石头房
屋而闻名，人称“石头村”。4月6日，还未进
入“石头村”，各色自驾游的车辆就排起了长
长的车队。

走进村子，石板路、石楼门、石院墙……
这个布满石头的原生态村落，让游客惊叹不
已。原生态的古老风情，历史的沧桑印记，
整个村庄像一座石城堡，掩映在茂林修竹、
古藤老树之中，浑然天成。家家户户房前屋
后都栽种着碗口粗的玉兰、女贞、桂花、辛
夷、芙蓉，郁郁葱葱绿荫匝地，花香四溢。

“看到南召玉兰节的宣传，就选择在假
日带家人来赏花，顺路看看石头村，没想到
这么古朴雅致，真是不虚此行！”家住南阳市
的游客夏静宜说。过去安静的小村庄因乡
村旅游变得沸腾起来，几处售卖饮品的网红
小店个性鲜明，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拍照。

“小丽江”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枯萎
的老树枝点缀着松子、小灯等创意小挂件，

废弃的老木门化身吧台和茶桌，家里的柴
火、房前屋后的石头、后山的栎木，各种天
然石材、木材，在 90后店主朱晓的巧手下，
变成了墙上的壁画、房顶的风铃、桌上的灯
罩、架子上的木马、惹人喜爱的桌椅，栎木
制成的木莲花和木花瓶，配上房后的野花、
几片竹叶，颇具艺术风格，自然淳朴中透着
匠心巧思，让人爱不释手。

春暖花开的时节，每天过万的游客来
到“小丽江”，感受朱晓带给大家的闹中带
静的田园生活。这个 2017 年从郑州回到
家乡创业的 90后小伙，借着家乡打造旅游
示范村的契机，实现自己的梦想，带动整个
村子形成旅游特色，让四面八方的客人能
真正领略到田园牧歌式的诗意生活。

如今，南召县玉兰节穿珠成链，将玉兰
生态观光园、玉兰国际花木城、铁佛寺石头
村、唐庄万亩生态桃园、皇后乡玉兰基地等
同时推出，掀起了一波乡村旅游高潮。

美丽产业带动地方经济

微风徐徐的初春，空气中弥漫着沁人
心脾的芳香。牡丹朵朵、樱花片片，花树下
有身着汉服的姑娘轻抚瑶琴。进入4月，南
阳市的桃花、牡丹、月季次第盛开，一场场
以花为媒的盛宴拉开帷幕。

4月 4日，方城县牡丹花节和万亩花海
旅游节启动，拉开了该县春季以赏花旅游
为主的乡村旅游大幕，也搭建起对外开放
合作交流的崭新平台。

游客云集，歌声飞扬，方城县在旅游节
上大力宣传推介该县旅游品牌，促进对外
合作交流，推进旅游业与一产、二产深度融
合，助力乡村振兴，加快方城“县域景区化、

景区全域化”发展步伐。
近年来方城县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和

旅游资源特色，以花为媒，不断加大投入，
完善文化旅游基础设施，打造文化旅游品
牌，开拓文化旅游市场，短短几年一跃成为
南阳旅游的一颗耀眼新星，为南阳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以花兴城，方城县还借此花会举办了
招商项目发布会，邀请到全国各地的 82位
客商汇聚方城，参观考察，洽谈对接。金刚
石工具生产线项目、六面顶压机制造项目、
薯品汇电商物流园项目、智能手机主板制
造生产项目、乌云山旅游综合体建设项目、
东佳牧业全自动化生猪屠宰建设项目等进
行了签约，共签约项目 10个，总投资 28.96
亿元。

作为棉纺织名城，新野县每年4月都会
将一场自主研发、制造的时装秀搬上桃花
节舞台。连续四年举办的新野桃花节、郁
金香节与当地的棉纺织产业相结合，借助
赏花搭建的交流平台，进行棉纺织产品、服
装展示，以节会友，以花引凤，成为助推当
地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4月 28日，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将召开，
无疑又将成为南阳一大亮点，种植面积 10
万亩，年出圃苗木8亿株、年产值达20亿元
的月季产业不仅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产业，
每年一次的月季花会也早已成为南阳市对
外交流合作、招才引智的重要平台之一。

一朵花撬动乡村旅游，一朵花带动地方
经济，南阳的赏花经济正在从美丽产业走向
富民产业，成为南阳一张亮丽的名片。7

淅川

生态产业增绿又增收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通讯员 康帆）近日，淅

川县老城镇变身一片花海，吸引了无数的游人走出家门赏
花踏春。灿若云霞的桃花、漫山遍野的李花让人们沉醉在
盛放的春天里。

近年来，淅川县先后发展杏、李、桃子、石榴等生态产
业 33万余亩，依托生态旅游资源培育乡村旅游示范村 36
个，年接待游客达500多万人次。春天赏花卖蜂蜜，夏秋采
摘卖果实，村民们依托生态产业过上了好日子。

更让群众高兴的是，全县12座冷链仓储项目建在了村
口，解决了当地新鲜瓜果的存储问题。“平煤集团援建的
500吨保鲜库就建在我们厂门口，我这千把亩的黄金梨再
不愁存放不住了！”3月 26日，在淅川县毛堂乡源科生物公
司院内，老板闫虎成站在保鲜库前，眉飞色舞地说。

这些保鲜库，是在省检察院牵线搭桥下，由平煤神马
集团无偿援建的，项目总投资 2000万元，总库容 5000吨。
目前，12座冷链仓储项目已全部竣工移交，将解决长久以来
困扰农民的农副产品储存问题，实现农民持续增收。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区，集库
区、移民区、深山区于一体，目前，仍有贫困人口 30041
人。既要保护水质，又要致富增收，近年来，该县大力发展
生态产业，不断拉长产业链条，拓宽销售渠道，探索出了一
条生态富民之路。同时，该县积极向上争取帮扶，除了冷
链仓储项目外，向许昌市引进的10万吨级冷链活体保鲜库
项目也已落地。农产品存储问题解决了，附加值提高了，
库区生态产业实现了增绿又增收。7

南阳市与龙岩市开展劳务协作

两市“牵手”拓宽就业渠道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通讯员 丁许浩）4月 2

日，福建省龙岩市考察团赴宛开展劳务协作洽谈。洽谈会
上，双方各自介绍了两地企业用工和劳动力输入、输出情
况，并签署《南阳市-龙岩市劳务协作框架协议》。

据了解，近年来国家大力扶持龙岩经济建设，涌现出紫
金矿业、华洁环卫等国内知名企业，用工需求很大，该市希望
通过此次劳务洽谈会，引进南阳市优秀的务工人员。南阳市
有关负责人也介绍了南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开展情
况，并表示两地虽然相隔千里，但由于经济发展、龙头产业、
人力资源上具有互补性，通过多种形式的务实合作，两地必
将实现优势互补、人才互送、市场互动、利益双赢。《南阳市-
龙岩市劳务协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互利共赢、协
调发展、稳定有序的人力资源合作关系正式建立,为进一步
加强双方劳务输出工作的合作与交流,促进劳动力资源需求
与岗位供给互补,推进劳务输出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今后双方将进一步强化合作交流、对接协调、信息共享,
为劳动力提供更加精准的就业创业服务,努力推动劳动力转
移就业、稳定就业,将劳务协作工作落细落实。

南阳和龙岩双方在经济发展、产业合作和劳务协作等
方面拥有潜力和空间,此次合作将为双方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新的生机和活力，推动两地人社事业实现新的更大的发
展，实现互利共赢,共同进步。7

镇平

返乡创业激活脱贫动力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通讯员 谭亚廷） 4月 10

日，在镇平县老庄镇耀中贸易有限公司的箱包生产车间
里，工人们为赶制订单忙个不停。该公司总经理赵丰涛也
曾经是一名“打工仔”，回到家乡后他利用在外多年积累的
人脉资源，创办了耀中贸易有限公司，公司500多款产品行
销国内外，年产值出口创汇可达 2000多万美元。他还通
过设立扶贫车间、扶贫加工点或家庭加工点，先后为近400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岗位，使贫困群众实现了家
门口就业、稳定增收。

据悉，近年来镇平县为回乡创业人士送上包括创业补
贴、金融服务、税收优待、贡献奖补等政策“大礼包”，先后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9089万元，累计扶持803人自主创业，
实现了创业项目、创业辅导与创业贷款“同频共振”、集中
发力。该县引导回归创业人才参与各类创新创业大赛，通
过搭建“创业项目+投资机构”双向洽谈的合作平台，促进
项目顺利转化为生产力，进一步充实回乡创业项目库。同
时，重点针对在外务工经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大中专
毕业生进行摸排联系、入户登记，对有专业技术特长、致富
带富能力强和愿意返乡支持家乡建设的，纳入在外人才信
息库，确保“沟通有平台，培养有对象，发展有保障”。目
前，全县已入户登记3000余人，纳入后备干部库400多人。

此外，该县还积极运用农村远程教育平台等多种渠
道，为各类回乡发展的人才开展多元型、差异化、订单式培
训，高效提升其创新创业能力。截至目前，该县各类回归
企业共帮扶贫困群众4000多户，已脱贫2250户。7

一朵花撬动乡村旅游 一朵花带动地方经济

南阳 美丽产业拓宽富民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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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川县首届赏花节吸引了众多游人前来游玩 杨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