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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

交通运输厅联合下发《河南

省现代物流运行体系布局和

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提出着力构建“通道+

枢纽+网络”全链条物流体

系，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根据《方案》，信阳可谓

收获满满：信阳是国家规划

确定的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

枢纽承载城市，自然是全省

物流枢纽体系建设重点；淮

滨作为我省为数不多的内河

航运港口城市之一，公铁水

多式联运优势独显，毫无疑

问成为重点布局的省级区域

物流枢纽；而潢川上榜为数

不多的几个布局在县域的区

域物流枢纽之一，不得不让

人感到惊奇。

“机会只属于有准备的

人。把潢川建设成为省级区

域物流枢纽，我们持续在努

力。”11月 18日，潢川经济开

发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余华坦言，“《方案》的印发，

更坚定了我们加速推进建设

‘豫南物联港、智慧产业谷’

的信心和决心。”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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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故事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聂建
武）11月3日，2019年国家登山健身步道联赛暨全国
群众登山健身大会(河南·新县站)成功举行，3000多
名国内顶尖越野跑选手和健身爱好者共决高下。

本次赛事以“深入贯彻十九大、实现体育强国
梦”为主题，由中国登山协会、河南省体育局和信阳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共分竞速组、团队接力组、家
庭亲子组和徒步健身组四大组别。

经过近3小时的激烈角逐，赵国虎、蹇穆华分获
竞速长距离（22.7公里）男女组冠军，朱基呷和吴小
玲则收获竞速短距离（12.8公里）男女组冠军，团队
接力赛冠军则由贵州世纪跑友队夺得。6

罗营村的“幸福密码”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符浩

走进淮滨县邓湾乡罗营村，新修的村
组道路干净整洁，道路两边景观树碧绿青
翠，一排排村舍整齐靓丽，一张张笑脸幸福
温馨……

“怎么样，你看看俺们村现在多美，景观
大路通村外，文化广场人人爱，新校园里个个
孩子乐开怀。”11月15日，一进村口，村民肖玲
玲瞅见我们到处拍照，走过来热情地招呼说。

罗营村地处淮河岸边，历史上十年九
淹，曾饱经淮河洪涝肆虐。全村 733 户
3370余人，人均耕地不足6分，且土地贫瘠，
种不出庄稼，加之交通闭塞，出行困难，村民
们生活艰难，吃粮全靠救济，是全县有名的
贫困村。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后，一批年轻有
为、知识丰富、又富有时代精神的党员干
部充实到村党支部中来，党员干部先锋模
范作用持续增强。省公安厅驻罗营村第
一书记袁国斌告诉我们：“换届之后，党支
部干部平均年龄比原来减少 15岁，新任村

党支部书记张广西在部队服役多年，很有
担当。”

农民要增收，产业是关键。他们在上级
政府部门的帮扶下，凭着淮河儿女“摇橹击
棹、不屈不挠”的精神，招商引资建起了君子
林服装代加工厂、博辉灯具厂；发展蚕桑产
业、茶产业；引导群众种植脱毒红薯，猫爪草、
元胡等中草药；发展牛、羊、鸡、鹅等特色养殖
业，乡亲们拧成一股绳，团结一心奔小康。

“我们不仅要让群众通过产业发展富起
来，还要引导大家一齐动手让乡村环境美起
来，倡导乡风文明把‘好婆婆’‘好媳妇’‘美
德少年’树起来，在全村形成向善向好的文
明新风。”袁国斌乐呵呵地说。

在全村人的共同努力下，罗营村实现了
脱胎换骨式的蜕变，成了全县有名的美丽乡
村示范村。

“当前，我们正推动将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融合起来抓，打造好美丽乡村‘升级
版’，演绎好农民群众的幸福家园‘田园
梦’，让乡亲们收获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袁国斌充满希望地说。6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杨绪伟

火红的辣椒装点了深
秋的田野，也映红了大别
山下农家的笑脸。

11月 13日，商城县
河凤桥乡辛店村启兰种
养殖合作社辣椒种植基
地 内 欢 歌 笑 语 ，甚 是 热
闹。来自十里八村的上百名
乡亲们正在辣椒田里采收火红
的泰国椒。

在合作村负责人李启兰的引领带动下，
他们共引导种植了60多亩泰国椒，预计年总
产量可达 8万斤以上。因为这种辣椒品质
好，深受商家和消费者喜爱，他们除了通过订
单直销给大公司外，就是在本地零售，也能卖
到每斤6元以上，年收入可达20万元。

小小辣椒因此成了乡亲们的“脱贫椒”
“致富椒”。村民们不仅可以通过流转土地
每亩增收 400元，还参与到田间管理中，帮

助合作社整地、除草、施肥、浇水、
采摘辣椒，另外获得一份劳务
报酬。

从 6月份首季辣椒成
熟开始到 11 月底，合作
社每两周组织一次连续
多日的集中采收，按量
计酬，乡亲们不仅上下班
时间自由可控，而且挣钱
和顾家两不误，工资当天

结，引得周边村组上百户的
“留守大军”纷纷前来，就连一

些勤快的孩子们放学了也来帮爷爷
奶奶“挣工钱”。

“看着乡亲们交完辣椒数钱时的笑脸，
我心里也像吃了蜜一样甜呢。”李启兰高兴
地说，“明年我准备再扩大规划，而且要帮助
周边有意愿的农户一起种，免费为他们提供
技术指导，让更多的乡亲过上红红火火的好
日子。”6

上图 留守村民正在采摘红辣椒，挣钱
顾家两不误，村民乐开了花。曹良刚 摄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11月 11日，纪
念红25军长征暨“花山寨会议”召开85周年座谈会
在北京举行。

座谈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和光山县
委、县政府共同主办。国内知名党史、军史研究专
家，红25军后代代表，以及河南省光山县、江西省于
都县、甘肃省泾川县等地相关单位负责人等 200余
人参加座谈。

1934年 11月 11日，面对强敌进犯、革命根据地
不断缩小等恶劣态势，鄂豫皖省委第14次常委会议
在光山召开。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周恩来同
志的指示，会议决定：鄂豫皖省委率领红25军立即实
行战略转移（实行长征），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根据
地而斗争，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
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
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留下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28
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因会
址毗邻战略要塞花山寨，史称“花山寨会议”。

会后第二日，部队向罗山何家冲转移集结，经
过整编，于 16日从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历经千难
万险到达陕北，成为长征中最早到达陕北的红军主
力部队，毛泽东称赞“红 25军的远征为中国革命立
下了大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秘书长张星星表示，
花山寨会议和红 25军长征，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
国工农红军历史、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壮烈辉煌
的一页，有力地策应、配合了中共中央和其他红军
主力的战略转移。因此，花山寨会议是决定红25军
前途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是红25军走向中国革命大
舞台重要位置的战略起点。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宣教局原副局长
薛庆超，红25军后代代表、徐海东大将之女徐文惠，
江西省于都县政协副主席袁尚贵，中央红军长征出
发纪念馆名誉馆长苏北等在发言时均认为：花山寨
会议是鄂豫皖苏区历史上一次著名的重大决策会
议。没有花山寨会议，就没有红 25军的长征；没有
花山寨会议，就没有红 25军的北上抗日;没有花山
寨会议，就没有红25军的重建与壮大。光山县花山
寨村作为红 25军长征的决策地和起源地，成为红
25军出发长征的“摇篮”。

座谈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向花山寨
会议旧址纪念馆颁了“国史宣传教育基地”牌匾，举
行了红25军影视项目开机仪式。6

纪念红25军长征暨“花山寨
会议”85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2019国家登山健身步道
联赛举行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杨晶
晶）11月 10日，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选手和户外运
动爱好者等近万人齐聚信阳，开启韵动中国·2019
信阳国际马拉松赛。

这是信阳市主办的第二届国际马拉松赛事，由
中国田径协会、河南省体育局、信阳市人民政府和
新华网共同主办。赛道以美丽的百花园为起点，环
浉河两岸渐次展开，一路山清水秀，分外迷人。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埃塞俄比亚的 ZENEBE
ABERA NIGUSSE 和 来 自 蒙 古 的 BYAMBAA
KHALIUNAA分别以 2小时 19分 36秒、2小时 52
分 16秒的成绩获得全程马拉松赛男子组、女子组冠
军；来自埃塞俄比亚的 GEBISE LEBISA DE-
BELE和 SHIMUYE ZENEBU CHECKOLE分别
以 1小时 6分 57秒、1小时 15分 6秒的成绩摘得半
程马拉松赛男子组、女子组桂冠。6

息县东岳镇石菜园村富林金菊种植专业合作
社大力发展特色杭白菊花种植，通过“公司+基地+
农户”的新型模式，为当地群众铺就了一条增收致
富路。图为 11月 13日，杭白菊花丰收在即，村民
们正在抢摘成熟期的菊花。6 余江 李传宇 摄

信阳举办第二届国际马拉松赛

杭白菊铺就致富路

图说信阳

辣椒映红农家笑脸

余华告诉记者，他们积极抢抓国家大力
发展多式联运的战略机遇，科学确立了开发
区打造“豫南物联港、智慧产业谷”的发展定
位，聚力打造河南省示范物流园、大别山铁路
货运集疏运中心、豫南多式联运中心和万物
互联陆港中心。

围绕这个目标，潢川经济开发区确定了
“东进、南延、北拓”三大片区组团发展的战
略，决定大力发展物流业、大数据产业，科学
整合要素资源，积极培育发展新动力。

东部片区，依托潢川火车站和多条交通
干线交会于此的优势，大力发展集公路、普
铁、高铁、航空、水运等多式联运于一体的综
合物流枢纽，筹建占地 4.2平方公里的大别
山铁路综合物流园，联动建设物流园区疏港

公路、铁路专线、淮麻高速开发区匝道口、开
发区至花阜码头的快速路，积极谋求运用大
数据、物联网等高新技术，建设云上大别山
大数据中心，建成高科技智慧物流园区。

北部片区，依托前期形成的工业园区，
培育绿色食品加工产业集群、小微企业集群
和新兴产业集群。引导传统粮油食品加工
业瞄准未来行业发展制高点，生产高端、绿
色、高附加值产品，逐步建设成为拥有核心
技术和优势品牌的领军企业。同时大力引
进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环保节能、新能源等
战略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建成一批带动能力
突出、配套体系完善、竞争优势明显的新兴
产业集群，努力建设新发展理念示范区、先
进制造业集中区和改革创新试验区。

南部片区，则以文化产业引领高端生态
康养、新兴业态和大数据产业，规划建设春
申文化产业园，打造潢川城乡融合发展示范
区，打造宜居宜业的潢川后花园。

栽有梧桐树，引来金凤凰。潢川经济开
发区顺势而为，坚持招大引强，积极承接京
津冀地区产业转移，新通桥架制造、顺丰分
拣中心顺利落地并基本建成，中国远洋海运
集团、伊电控股集团、中国铁路物资集团、信
阳市水利投资有限公司等行业巨头，先后前
来实地考察，寻求合作。

可以想见，省级区域物流枢纽花落潢川
的重大利好，必将更好地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培育地方新的经济增长极，带来潢川乃
至周边县区经济的飞速发展。6

潢川位于中原城市群、皖江城市带、武
汉城市圈三大国家战略的接合部，具有显著
的东靠西移、南北对接、双向开放、梯度推进
的区位优势，是豫东南重要的交通枢纽，也
是信阳的地理中心，并因此成为全国 44 个
交通枢纽城市中唯一的县级城市。

《方 案》明 确 提 出 ，依 托 大 广 高 速
（G45）、106 国道、濮新高速，京九、濮潢铁
路和沪陕高速（G40）、312 国道、宁西铁路
等，构建大广物流通道和沪陕物流通道。

物流要发展，交通是关键。潢川能够
脱颖而出，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和交通优势。国务院批复的《大别山革命
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和《淮河生态经济带发
展规划》，更为潢川建设省级区域物流枢
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和政策支

撑。
《方案》中提到的大广高速、沪陕高速和

312国道、106 国道等都交会于潢川，由此
驾车一个半小时左右，可快速抵达豫南大
部分县区，公路枢纽优势突出，区域集散分
拨功能凸显；而京九铁路、宁西铁路和正在
研究规划的濮潢铁路，也通过潢川火车站
在此交会，使之升级为二等中间客货混合
中型站，成为河南 7 个重要铁路枢纽中唯
一落户县域的铁路枢纽，也是豫鄂皖三省
交界处县级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国家铁路
枢纽，承载着豫东南 16 个县区的主要客
流、物流运输和军事运输任务，区域铁路枢
纽中心无人能撼。

“除此之外，潢川民用货运机场已经选点
桃林铺，建成后可与周边信阳明港机场、武汉

天河机场、合肥骆岗机场形成优势互补；可常
年通航的淮滨港到此仅75公里，近在咫尺的
淮河花埠港和小潢河邓店港正在规划建设之
中，兰（州）—郑（州）—长（沙）成品油输送管道
和西气东输管道也穿境而过，在此建有末端计
量站。可见，潢川尽享公路、铁路、航运和航
空、管道等5种运输方式带来的极大便利，物
流洼地效应日益显现。”潢川经济技术开发区
交通局局长张学平自豪地说。

今年 9月，潢川横跨京九、宁西铁路的
公跨铁大桥顺利合龙，由 G312 国道通往大
桥的 4.3 公里货场路（铁路综合物流港集疏
运道路），以及大桥通往 G106 国道的长 4.6
公里、宽 21米的发展大道（粮食物流园区集
疏运道路）随即开工建设，潢川交通物流内
循环发展瓶颈即将被打破。

凭借区位交通突出的优势，早在 1994
年，省里就筹建了河南唯一一个依托县域经
济发展的工贸型综合性省级开发区。经过
25年来的发展，已建成 6平方公里的工业、
物流、综合服务三大园区，成功入列《中国开
发区审核公告目录》，并正在全力争创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位于潢川经济开发区货厂路的河南友利
粮业的 10万吨仓储区的一幢幢现代化仓库
内，满满当当地存放着新收上来的秋粮。公
司副总经理黄刚正领着仓库的几个工人挨个

打开仓库顶部的通风口，给粮库通风降温。
依托周边丰富的粮食资源，短短 16 年

间，友利粮业已经发展成为集粮食收购、加
工和销售于一体的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生产的小麦粉和大米等系列产品达30种
之多，深受欢迎，年销大米 2万余吨、小麦粉
5万余吨。

而在潢川境内，便捷的交通物流条件，
不仅让中储粮、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纷纷
在此建立国家物资储备库和中转分拨仓库，
更发展起华英农业、黄国粮业、变地金粮油、

金星啤酒等数十家本地市级以上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

黄国粮业副总经理王月意表示，省级区域
物流枢纽花落潢川，企业也迎来了跨越式发展
的战略机遇期。为此，他们投巨资建起了生产
用水净化装置和业界首个自动化配米中心，河
南省糯米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河南省糯
米制品研发院士工作站等多个省级科研平台
也落地于此，潢川粮食加工产业的兴盛，不仅
支撑起河南乃至中国速冻米面食品工业，更牵
系着周边多个县区农民的增收和脱贫。

区域物流枢纽区域物流枢纽，，为何花落潢川为何花落潢川？？

产业发展特色鲜明

区位交通优势凸显

规划布局功能完善

依托潢川火车站逐步发展起来的大
别山铁路综合物流园 刘宏冰 摄

大广高速和沪陕高速在潢川境内交会 刘宏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