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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满城绿色半城水，一园月季四
时春。五一前后，南阳宛如一片花
海，尤其被誉为“花中皇后”的月季
以市花的形象烙印在这座城市的肌
肤 上 ，融 入 南 阳 人 民 的 幸 福 生 活
中。花容秀丽，仪态万千，芳香馥
郁，四时常开的月季将南阳装点得
美轮美奂。

4 月 28 日—5 月 2 日，因月季结
缘，全球 18个国家的友人和月季大师
齐聚南阳，共赏月季，共谋发展。南阳
2019 世界月季洲际大会暨第九届中
国月季展上，一簇簇竞相吐艳的月季，
一个个异彩纷呈的活动，一道道吸人
眼球的文化、旅游、经贸大餐，吸引了
全球的月季爱好者。

南阳月季的千年情缘

“唯有此花开不厌，一年长占四时
春。”“只道花无十日红，此花无日不春
风。”南阳人对月季有着特殊的感情。
相传，光武帝刘秀登基前，曾被王莽追
杀。他藏在如今卧龙区石桥镇的月季
花丛中，躲过了一劫。刘秀称帝后，感
念月季仙子的救命之恩，便奉月季为

“花中皇后”。
美丽的传说为南阳月季增添了

神秘色彩，事实上，南阳月季的历史
悠久，被誉为月季主要发源地。自汉
代开始，南阳人就开始种植、培育月
季，在 2000多年的栽培繁育中，南阳
保存了较多的古老月季品种，形成花
大、色艳、株壮的鲜明风格，在中国月
季家族中独树一帜。上个世纪 80年
代初，南阳月季生产步入专业化发
展。历经 30多年外引内育，月季品种
拥有量已达 2000余种，其中，野生蔷
薇资源占全国的 25%，广泛用于生产
实践的就有 500 多种。单就花色而
言，南阳月季拥有红、黄、白、紫等十
个色系，色彩之丰富，是再绝妙的水
墨丹青都难以描绘的。南阳月季的

花期也很长，一年可多次开花，从三
四月份一直持续到暮秋，因此南阳人
民对月季格外偏爱。

1995年，南阳市人大常委会批准
月季为南阳市花；2000 年，南阳市被
国家林业局、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中
国月季之乡”。2016年 10月 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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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南阳有史以来承办的规格
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重大国际性盛
会,借水行舟，为南阳走出国门、走向
世界打开一扇窗。”南阳市委书记张文
深激情满怀地发出号召。

为迎盛会，南阳相继在中心城区
栽植各类月季 1300多万株，精心打造
了 30条月季大道，30个月季公园、游
园，百余个月季庭院和观赏园，形成了
多层次的月季特色景观体系，使整座
城市充满着浓浓的“月季元素”。南阳
将月季规划与生态园林巧妙融合，形
成了多层次月季特色景观体系，一座
四季缤纷、气质典雅的“月季名城”呼
之欲出。

一场永不落幕的月季盛会

满城尽开月季花，姹紫嫣红风光
好。4月 28日，大美南阳掀开神秘的
面纱，2019世界月季洲际大会暨第九
届中国月季展开幕式上，五洲宾朋相
聚月季故里南阳，徜徉月季花海，共襄
月季文化产业大发展。

月季大会主会场月季大观园内，
花如海人如潮，各种珍奇月季让人应
接不暇，粉红月季、朱红月季、表里双
色月季等在这里应有尽有，红五月、瑞
云等品种琳琅满目；各个展园风格迥
异各具特色，鲜花、碧水相映成趣,占
地 100 公顷、种植 100 多万株月季的
月季大观园惊艳了国内外宾朋。漫游
花海品读月季，嘉宾和参观者对月季
大观园、南阳月季赞不绝口；花丛间民
乐演奏、汉舞表演，弘扬传统文化，为
盛会锦上添花。

世界月季联合会主席艾瑞安·德
布理说：“我们带着对月季发自内心
的热爱,从世界各地相聚于此,来参

加这次洲际大会,所有这一切都将是
最珍贵的回忆。位于豫西南的南阳
市，不仅是中国的月季花园，更是中
国月季产业的‘心脏’。几年前，南阳
市政府启动‘用月季花装点城市’的
宏大工程，以此提高和改善居民的生
活品质。自 2012 年以来，我们一直
在助力南阳成为一个月季产业和文
化共同发展的高效生态经济‘模范城
市’。我相信您一定会欣赏到这座城
市美丽多姿的景色，会在月季大道、
月季公园、月季游园中沉浸于月季的
芬芳。”世界月季联合会秘书长德瑞
克则表示，南阳世界月季大观园风景
秀丽，园中栽种的月季数量之多更是
令人惊叹。他说，月季园里种植 100
多万株的月季是史无前例的，这是南
阳创造的一个奇迹。

南阳市市长霍好胜向世界月季爱
好者发出邀约，他说：“我们以此次盛
会为载体，让大家与美丽的月季邂逅，
与丰富的文化沟通，举办一届美轮美
奂、永不落幕的月季盛会；我们将以此
次盛会为平台，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
合作，打响南阳月季品牌，建设世界月

季名城，让南阳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
南阳，在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中，
实现南阳转型跨越、高质量发展，让卧
龙腾飞、使伏牛奋起！”

三张越擦越亮的名片

如今，2019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已
圆满落下帷幕。这场盛会给南阳增添
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也打开了一扇
与世界对话、谋求共同发展的窗口。

盛会将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南
阳，作为盛会的主会场——南阳世界
月季大观园成了新的网红打卡地。5

月 1日，到该园参观的游客人山人海，
接待量超 10万人次。与此同时，各个
旅行社月季大观园的预订订单还在持
续增长，月季为南阳旅游业提升了不
少增长亮点。

盛会是形，产业是实。近年来，南
阳市委、市政府把月季产业作为民生
产业、绿色产业、朝阳产业和甜蜜的事
业，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生态文明建设
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统筹谋划，坚
持以创建世界月季名城为载体，以花
为媒，以业为基，以文为魂，月季产业
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南阳不仅是全
国最大的月季繁育基地，还是全国最
大、品种最多的月季苗木供应基地，全
市有 10万余人从事月季产业，月季种
植面积 10万余亩，品种 6000余种，年
出圃苗木8亿多株，年产值20亿元，月
季畅销全国、远销世界各地，供应量占
国内市场的 80%，占全国出口总量的
70%以上，月季产业已成为助力乡村
振兴、带动旅游发展、促进三产融合、
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除了“月季名城”，南阳作为“中
华玉都、中药之乡”的名片也越擦越
亮。依托盛会平台，近日玉雕文化
节、艾产业发展大会等活动也在南阳
同步开展，立体展示南阳“月季名城、
中华玉都、中药之乡”花、玉、药三大
名片。据了解，近年来南阳玉雕产业
和中药材产业也得到突飞猛进的发
展。目前南阳从事玉产业人员近 40
万人，年生产销售玉雕产品 2000 余
万 件 ，约 占 全 国 玉 雕 产 业 总 量 的
40%，销售额 300 亿元。南阳已成为
全国最大的玉雕加工销售集散地、人
才培育输出基地和玉文化研究传播
基地。南阳作为医圣故里，有着天然
药库的美誉，中药材产业和艾草产业
发展更是叫响国内外，其中艾草年销
售 80亿元，全国市场占有量 70%，已
成为全国最大的艾制品加工基地和
艾叶集散地。

手握三张亮丽的名片，南阳市一
个个强市富民的美丽产业已羽翼丰
满，一座雍容华贵的月季名城正款款
走来。

月季故里春意浓 香飘五洲竞芬芳
——南阳2019世界月季洲际大会侧记

满城月季竞争艳

来自世界各地的月季爱好者齐聚
南阳共襄盛会 阎亚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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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静伟

五一小长假期间，朋友圈中满屏

是各种“晒生活”，有人走出家门满世

界耍，也有人宅着把世界带回家。看

似迥异的“耍”或是“宅”，却反映了同

一个本质——消费。

小长假前夕，我省发布的《2018

年河南省居民消费发展报告》显示：

消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

过 50%，居民消费支出占最终消费

比重达 70%以上，消费成为经济增

长的最强引擎。90 后、95 后作为新

兴消费力量正在快速崛起，消费人

群年轻化更使消费升级蕴含巨大潜

力。

“我们要顺应时代，理解年轻人，

服务年轻人，助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

进步。”中原消费金融公司的 CEO 周

文龙认为，消费年轻化已经十分普遍，

消费升级的大格局已经形成。作为正

规持牌的消费金融公司必须不断创新

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持续满足

年轻人对美好生活需求，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不断添加动能。

持牌正规军

服务年轻人合理消费

“提钱花”已经成为很多 80后、90

后等年轻一代人的消费方式，对于传

统银行来说看似“鸡毛蒜皮”的业务正

越来越多地成为年轻人的“刚需”。

郑州市某培训机构的老师张芳，

因为刚参加工作，租房、安家让“口袋”

紧张起来。“生活有压力，也要有追求，

身体和灵魂都要在路上。”张芳告诉记

者，今年她计划参加驾照培训，小长假

去厦门旅游，合计要支出近万元。按

照她当前的储蓄进度，实施这些计划，

要等到一年之后。在她看来，“等待”

简直就是“浪费青春”。

五一小长假前夕，她通过注册中

原消费金融的 APP，轻松借到了钱。

今后9个月，她每月需要还1171.21元

的本金和 60元左右的利息。“明天”的

充电计划和旅行计划提前实现了，每

个月还款让她毫无压力，在张芳看来，

这次贷款非常划算。

随着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改变，像

张芳这样喜欢“提钱花”的人越来越

多。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中原消

费金融累计放款突破 569 万笔，为

204.01 万客户提供了消费金融服务。

这些客户中80后、90后是消费金融的

绝对主力，占比超过80%。

“通过大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越

来越多年轻人有借助金融产品满足

消费升级的需求。”周文龙说，但是这

些年轻人初出校门，没有固定资产，

很多还是信用白户，要想从传统金融

机构拿到贷款或者办理信用卡是比

较困难的。

周文龙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在

这个不再缺乏物质的时代，我们不能沿

用惯性思维，而忽略了对人的判断，进

而忽略了亿万级蓝海市场。事实证明，

中原消费金融笔均约4000元的贷款，

不仅助推了年轻人个人价值的增长，也

有力促进社会和国家的经济增长。

从年轻人的消费偏好来看，“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在重品质、

重精致上。有人可以为一杯奶茶排队

一个小时，有的人可以花费几十元去

吃一份看上去并不实惠的牛肉面。在

周文龙看来，年轻人观念新、兴趣广，

涉世浅、阅历少，面对消费也存在“非

理性”和“冒险性”，以普惠金融为目的

的中原消费金融本着“当帮手”“不添

乱”原则，利用大数据严把风控关，做

年轻人消费过程中的热心人，做人生

起步阶段的引路人，避免出现过度消

费。让数百万的中低收入人群享受到

了安全、体面的金融服务，同时也避免

偿还能力不足的人陷入财务危机。

青年挑大梁

做消费金融行业先锋

“越来越看不懂年轻人的喜好，这

是自己最大的担忧。”马化腾曾对媒体

公开表达，用户的需求和喜好瞬息万

变，最难把握年轻人群的需求是什么。

周文龙深以为然，新时代消费变

革的“接力棒”势必交到年轻人手中，

未来是年轻人的。中原消费金融公

司作为提供消费金融服务的市场主

体，正在主动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篇“大文章”，应对年轻人不同时

期、不同地点产生的不同需求，主动

谋划、高点定位，既要埋下头来大抓

创新，又要抬起头来看准趋势，找到

借力点、赶上新潮流、匹配新要求、引

领新需求。

“年轻人更懂年轻人。”周文龙说，

“青年兴则企业兴，青年强则企业强。”

当前中原消费金融公司大量启用“小字

辈”青年一代。据了解，该公司 300人

的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9岁，近80%的

员工拥有北、上、广、深的工作经历，公

司的掌舵人周文龙也是地道的80后。

年轻人思维敏锐、朝气蓬勃，不

拘泥于陈规陋习，善于接受新鲜事

物，时常以奇思妙想破解难题。不久

前公司品牌推广携手腾讯企鹅电竞

和斗鱼直播平台，共同探索通过王者

荣耀手游进行赛事营销，让“中原消

费金融”一词成为圈内炙手可热的

“流行语”，带来 APP 用户的较快增

长；团队主创的品牌宣传自媒体作品

阅读量多次突破 10万+，让诸多自媒

体大 V钦佩不已，用户增长与品牌知

名度达到同频共振。

火红的五月，青春飞扬。今年是

恰逢五四运动 100周年之际。中原消

费金融公司成立以来，全力打造包容

务实、开放平等的公司文化，用实际行

动传承和纪念五四精神。

走进中原消费金融办公区，开放

式的办公环境可见一斑。总经理没有

独立的办公室，只有几盆绿植作为象

征性隔断，所有人可以随时进出他的

办公区。“去掉一扇有形的房门是为了

打通多条创新之路。”周文龙向记者袒

露了公司如此布局办公区的初衷。正

是这样，“队员”与“队长”之间沟通实

现了“零门槛”“零障碍”，好的创意在

这里诞生，好产品不断推出，科技创新

不断涌现。公司刚满两岁，已获得“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2项，还有多项发明

专利、20余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正

在申请的路上。

该公司积极打造特色员工交流渠

道，打造的高管“面对面”沟通平台，每

月定期召开，开展“网络问政”，全员参

与，有问必答，有效解决了公司不少发

展隐患。2017年，公司成立之初便自

主开发建立了内部在线论坛“柚话

说”，公司通过开放的平台，引领大家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包容务实、开放平等的公司文化，

让不沿边、不靠海，身处内陆腹地的中

原消费金融公司在吸引人才方面完成

了“逆袭”。两年来，吸引了来自全球

各地的青年人才汇聚这里，干事创

业。正因如此，两年来，中原消费金融

蝉联“非凡雇主”荣誉称号。

五四青年节，总书记寄语全国青

年：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百年

来五四精神催人奋进。周文龙告诉

记者，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就是在本

职岗位上放光彩。公司带领着年轻

人，在五四精神的感召和指引下，以

青春之热血、青春之干劲，熔铸出彩

人生，争做行业先锋。未来中原消费

金融仍将围绕自主获客、场景生态、

智能风控等环节进行重点建设，进一

步加大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投入，以科

技金融的进步和金融产品的完善来

惠及更多的人，激活年轻人的消费潜

力，跑出新时代好成绩。

激活年轻人消费潜力 跑出新时代最好成绩

中原消费金融积极参加“中原一起跑”活动，追求健康生活方式，释放青春活力

中原消费金融开展“保护母亲河”主题植树活动

中原消费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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