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通讯员 陈辉）近日,卧龙
区政府与光大集团旗下的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卧
龙岗武侯祠文化园建设运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卧龙岗武侯
祠文化园的建设、发展、运营上开展深入合作，共同打造卧龙
岗文化旅游高地，助推全市旅游产业发展。

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创建国家5A级景区，是南阳市“九
大专项”工作之一、卧龙区的“一号工程”，也是南阳市建设

“国内知名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专项的重要支撑项目，更是
集全省文化旅游高地打造、城市绿核绿肺营造、城市综合功
能完善、城市人居环境改善、整个区域土地经营开发于一体
的经济文化引爆点。此次签约旨在打造生态卧龙岗、文化武
侯祠，在带动卧龙区乃至全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营
造出又一个城市的绿核、绿肺，改善周边人居环境。6

卧龙岗武侯祠携手中青旅

创建国家5A级景区再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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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机器““当家当家”，”，让让““智造智造””提质加速提质加速

南阳普惠金融助小微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通讯员 舒爽 杨露）

5月 5日，记者从南阳银保监分局获悉，该部门出台2019年
全市银行业普惠金融20条工作意见措施，推进各银行机构
主动支持民营小微、乡村振兴和特色产业发展，实现了首季

“开门红”。截至 3 月底，全市银行业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928.99 亿 元 ，较 年 初 增 加 17.19 亿 元 ；涉 农 贷 款 余 额
1651.59亿元，较年初增加 76.54亿元，增速 4.86%，高于全
省涉农贷款平均增速 0.41 个百分点；扶贫小额信贷余额
23.39 亿元，较年初增加 0.2 亿元，扶贫小额信贷户数 4.25
万户，较年初增加1000万户。

据了解，今年以来，为打通服务小微、“三农”、扶贫等领
域“最后一公里”，南阳银保监分局结合本地实际，制订《南
阳银行业助推实体经济“春雨”行动工作方案》，引导银行业
机构改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三农”、扶贫金融服务，增加
信贷投入，提高信贷配置效率，促进南阳经济高质量发展。

南阳银保监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分局通过近两个
月的县域金融服务调研，制定出普惠金融 20条意见，引导
各类银行机构加大普惠信贷投入，增长速度不得低于全省
平均水平；同时针对各行小微、扶贫信贷投放情况，完善贷
款投放监管考核办法，并按季跟踪通报完成情况。该分局
还对辖内普惠金融示范点创建等进行实地走访，先后创建
了唐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涧岭店分社等 30余个普惠金
融示范点，充分发挥示范点的示范引领和标杆作用，推动了
全市银行业普惠金融工作纵深发展。6

南召

生态产业拓展致富路

□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4月 23日，记者来到位于南阳市的卧
龙电气南阳防爆集团新厂区，体量巨大的
生产车间如长龙横卧，车间内生产线布置
的井然有序，自动绕线机运转行云流水。
这个全新的智能厂区内，有构件、金加工、
电加工、柔性整机总装喷涂和电机试验五
个数字化车间，制造流程系统实现了全面
信息化融合，覆盖从订单、设计、生产、供
应、交付、产品在线监测的全过程数字化
管理，建立了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的研发制造管理平台，关键设备数控化
率达 85%以上，大幅度提升了全业务链的
工作效率。

“我们新工厂采用的智能制造技术和
生产工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卧龙电
气董事长王建乔告诉记者。

2018年以来，我省重点推动制造业转
型进行绿色改造、智能改造、技术改造“三
大改造”，而智能改造是重中之重。

面对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迫
切要求，南阳着重推进建设先进制造业强
市重大专项，加快企业智能化、信息化改
造，形成高端装备制造为主导的重点产业
集群，通过科技引领、产业升级、培育龙头、
品牌建设等方式，先进制造业已经成为拉
动经济转型发展的骨干力量。

南阳制造业通过技术创新、项目升级，

新老产业“无缝”对接智能制造，一个个智
能工厂、智能车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
南阳纺织集团 20万锭高档新型纺纱生产
基地，自动化纺织设备和智能流程管控让
车间告别了棉絮飞舞、高温高湿的工作环
境，万锭纺纱仅用工 25人，用工量降低了
85%以上；柯丽尔科技公司 200米长的医
用胶片智能生产线上空无一人，装卸机器
人沿着轨道线来回穿梭；淅减集团的汽车
配件生产车间内，自动焊接机器人的悬臂
精准点焊，生产效率提高至70%以上。

从实施先进制造业重大专项到“三大

改造”，南阳市加速实施企业新旧动能转
换。该市重点推进南阳飞龙汽车、金冠电
气等 33 家企业进行“设备换芯”“生产换
线”“机器换人”和“企业上云”智能改造，助
力龙头企业产品从低端转向高端，形成乐
凯华光、柯丽尔胶片、CNE 防爆电机等一
批享誉国际的知名品牌。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效果已经显
现。2018年，南阳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
业生产增速实现两位数增长，高新技术产
业实现增加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的比重为 40.9%，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力军
的产业经济已成为南阳高质量发展的中坚
力量。

“我们将持续推进‘三大改造’，创建 2
家至3家省级绿色工厂，建设16个智能化车
间(工厂)，重点实施95个技术改造项目。”南
阳市工信委负责人蒋璞表示，2019年，南阳
将继续实施先进制造业强市建设突破口项
目，围绕高端装备制造、纺织服装、电子信
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产业确立10个突破
口项目，重点培育装备制造、绿色食品、纺织
服装三个千亿级产业。围绕建设先进制造
业强市，重点发展智能装备制造、生物医药、
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大数据、软件开发6
个新兴产业。推动南阳制造向南阳创造转
变、南阳速度向南阳质量转变、南阳产业向
南阳品牌转变，南阳市正在全力打造区域性
先进制造业中心。6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通讯员 廖涛 秦振鹏）5
月 5日，在南召县太山庙横山村，4000亩的山坡上架满了蓝
色的光伏板，气势蔚为壮观，100兆瓦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光
伏扶贫工程正在建设中。该工程辐射周边5个行政村9个村
民小组，项目建成后可带动2000户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南召县太山庙乡 19个行政村里有 9个村属于重点贫
困村，共有贫困人口1018户 2653人，脱贫攻坚工作任务繁
重。该乡围绕脱贫攻坚，着力建设集高效农业、光伏产业、
乡村旅游、科技示范于一体的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带动和帮
扶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脱贫，实现产业帮扶全覆盖。

目前，园区内的光伏工程已基本安装完成；依托协鑫光
伏工程发展林下经济，总投资 3000万元，光伏区间完成种
植连翘 3000 亩 25 万株，开创了全新的绿色农业生产模
式。6

南阳“政福保”为民解急难之六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通讯
员 曾倩）近日，记者从南阳市 2019年全
市科技工作会议上获悉，2018年南阳市
以市厅合作和创新引领型企业培育两大
专题为突破口，全年共争取省重大、重点
科技项目 126项，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53
家，南阳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138家。

围绕建设中原创新创业活力城，南阳
市与省科技厅对接联系，争取项目及资金支
持，以南阳市装备制造、光电信息、新能源、
新材料等为重点，首次组织实施10个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创新水平高、产业引领
作用明显的重大科技专项，为南阳市主导产
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同时，南阳市对科技创新的政策扶
持力度也在逐渐加大，2018年落实高新
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和企业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等普惠政策，共减免所得税总额
4.55 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
免 3.18亿元、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所得税
减免1.23亿元。6

2019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圆满落幕，签订项目合同引资额达154亿元

南阳月季成了世界南阳月季成了世界““宠儿宠儿””

月季花茶、月季花饼、月季精油……
在 2019世界月季洲际大会上，这些月季
深加工产品一经亮相，便得到了中外嘉
宾的青睐。

南阳在月季产业发展中的探索从未
停止。作为农业大市、生态资源大市，南
阳不断提升月季产业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新品种月季、盆栽月季、
盆景月季、树状月季、盆景艺术精品，南
阳月季产品不断丰富，畅销全国 30多个
省市自治区，远销日本、德国、法国、荷
兰、俄罗斯等国。

花卉深加工企业也在不断增多。南
阳光电产业集聚区规划出工业用地，建
立月季深加工创业园，引进精油、食品、
饮品、化妆品、日用品等行业的深加工企
业。卧龙区石桥镇组建了月季花卉研究
所、土壤分析实验室、种苗组培实验室，
以及 4座占地 13亩的联动温室，可容纳
500万株种苗保鲜。种苗保鲜、反季节移
植、冷藏技术等技术创新和探索相继取
得了成功。瞄准全国最大的月季生产、
销售、研发中心这一目标，南阳市鼓励花
卉苗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联合
攻关，研发、推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花
卉苗木新品种、新技术、新材料，如今已
拥有以南阳月季基地、南阳嘉农农业科
技公司为代表的月季、玫瑰加工企业 5
家，主要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伴随着一次次花开，在和文化、经
济、社会、生态的互动融合中，遍布城乡
的月季花“摇身一变”，成为各类养生、护
肤、美颜等产品的原料，延长了月季产业
链发展：月季花茶、月季花饼、月季精油、
月季化妆品等一系列深加工产品先后研
发成功、批量生产，享誉神州大地；育苗
基地、示范基地、主题游园等多功能园区
相继亮相，成为游客娱乐休闲的最佳选
择。世界月季洲际大会上，围绕月季产
业链条的延伸，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互
相交流、切磋，给出新的方向，如今“南阳
月季”的品牌已享誉海内外，南阳月季的
未来可期。6

南阳“政福保”项目

将特困群众重病医疗
纳入保险救助范围

4月 6日，南阳市桐柏县安棚镇陶庄村贫困户李心启拨
通人保财险 95518报案电话，申请南阳市民政局“政福保”
保险项目中“特困群众重病医疗救助”。人保财险桐柏支公
司得到报案后马上联系李心启，经过资格审查、医疗费用审
核等程序，后报经当地民政部门审批后，于 4 月 10 日将
5000元救助款支付到李心启银行卡中。

“政福保”是由南阳市民政局作为投保人，以合同条款
约定的六项意外事故造成居民人身伤亡，在无赔偿义务人
或赔偿义务人不明的情形下，给付保险救助金的民生类保
险。它是人保财险南阳市分公司为落实南阳市政府服务民
生“救急难”的要求而订制的一款责任保险方案。该保险为
河南省首创，取名为“政福保”寓意“人民政府要造福于民”，
南阳市全市居民不花一分钱，不幸发生意外后能得到2000
元到20万元不等的保险救助金。

人保财险南阳市分公司作为承保人为全市人民提供了
1亿元的政府救助保障，保障内容包括：见义勇为救助、未
成年人溺水死亡救助、意外事故救助、自然灾害救助、交通
事故救助、救助人员意外救助、特困群众重病医疗救助七项
基本内容。从2019年开始，“政福保”理赔范围和标准全面
提高，未成年人溺水死亡救助调整为每人5万元，特困群众
重特大疾病从33种调整为79种。

特困群众重病医疗救助是七项保险责任中的重要一
项。该保障是指在南阳市民政局建档立卡的特困群众因
79种特大疾病住院，花费的合规费用经五级（居民医保、大
病医保、大病补充、医保救助、医疗救助）报销后剩余部分，
在2000以内的按实际金额救助，在2000元以上的，按合规
费用的80%救助，最高救助5000元。

凡南阳市常住人口且被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认定为“特
困群众”的，如不幸罹患条款中列明的79种疾病，在治疗结
束后均可第一时间向人保财险南阳市分公司电话报案
（0377-63395518），也可联系各辖区内民政部门向人保
财险转报案。人保财险理赔中心在接到报案后会第一时间
联系报案人，确定保险责任，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快速将理
赔救助金发放到位。6

去年南阳新增
高新技术企业53家

西泵公司液压装置生产线 封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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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作为全国最大的月季繁

育基地，南阳月季种植面积

达 10万余亩，供应量占国内

市场的 80%，占全国出口量

的 70%以上。如今，南阳月

季已香飘世界、享誉全球。

4 月 28 日至 5 月 2 日，

2019 世界月季洲际大会暨

第九届中国月季展在这里完

美绽放。作为有史以来承办

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

次重大国际性盛会，南阳展

现的是一场“美轮美奂、无与

伦比、永不落幕”的月季盛

会，为南阳月季产业发展标

注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花开满城馥郁香，遍地锦绣春日
长。在南阳，月季不仅是美丽产业，更是
富民产业。

从五六斤的盆栽苗，到百来斤的月
季树；从一百根封装的裸根苗，到几十吨
装车的大宗货……如今在卧龙区石桥
镇，花农们通过“中国月季交易网”销售
月季快捷方便。该网站通过“互联网+月
季产业供销平台”，2018 年销售额突破
3600万元，已成为南阳乃至全国知名的
专业电商平台。眼下，“花中皇后”月季
又乘上中欧班列（郑州）和郑州航空港的
东风，远销欧洲。

不光是石桥镇，如今南阳拥有月季
花卉企业466家，从事月季生产人员超过
10 万人，年出圃苗木 10 亿多株。据统
计，南阳月季亩效益达 1.5 万元以上，带
动当地群众人均增收 2000 元以上。红
花绿叶之间，月季让南阳群众得到“真金
白银”的收获，月季产业已成为“中国月
季之乡”经济转型发展的加速器、群众脱
贫致富的助推器。

2019世界月季洲际大会上，南阳以
“花如海、车如龙、人如潮”的节日盛景，
迎来八方来客：澳大利亚、比利时、智利
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84位外宾以及北
京、上海、天津等 49个城市的 640位嘉
宾，现场品味月季故里的厚重之美。

这次盛会以月季为名，展示了累累
硕果。三年来，南阳以“月季故里·香飘
五洲”为主题，以实现“引领月季事业发
展，传承世界月季文化”为目标，突出

“月季为媒，文化为魂，交流合作，绿色
发展”理念，拉高标杆，彰显特色，极大
地提升了南阳的美誉度和知名度，让南
阳走向了世界，让世界了解了南阳。

南阳在这次盛会的交流互鉴中扩
大了“朋友圈”，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以
及全国49个城市的嘉宾光临南阳，以花
会友、共谋发展。月季插花花艺展、盆
景艺术展、月季文化展、集体婚礼等群
众喜闻乐见、参与度高的文化活动，让
大会真正成为百姓的盛会。国际月季
学术专业论坛、月季+乡村振兴高端论
坛等活动，向八方借智，厚植南阳月季
产业发展优势。会上集中签约了 17个
项目，合同引资额达 154亿元……通过
举办这次盛会，南阳积累了经验，壮大
了产业，更坚定了发展月季产业的信心
和决心。

国际盛会
打开世界之窗

拉长产业链条
未来可期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月季产业
绘就靓丽底色

来自18个国家的嘉宾共同参与月季盛会 阎亚平 摄

国际友人对南阳月季流连忘返 王维纲 摄

世界月季洲际大会上的志愿者 王维纲 摄

月季成为南阳美丽乡村的一道亮丽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