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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葛市构建银企对接平台，

集聚金融“活水”，先后为 138

家企业办理新增贷款 5.37 亿

元，为 59家企业办理续贷业务

11.89亿元。

三夏新观察

□本报记者 曾鸣

粮食生产是我省的优势和王牌，作为
全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如何让这张“王
牌”更加闪亮？在我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进程当中，优质小麦无疑起到了“排
头兵”作用。

连日来，记者在走访时发现，从豫东平
原到豫西丘陵，从黄河之滨到淮河之畔，“弱
筋”“强筋”起舞中原、“优质”“专用”效益凸
显，成为我省小麦产业发展的耀眼“明珠”。

优质专用：1粒小麦“72变”

小麦能做成啥？香甜软糯的蛋糕、富
有嚼劲的面包、饺子皮、方便面……在息县，
它又摇身一变，成为身价倍增的名贵佳酿。

5月下旬，息县东岳镇的河南省“四优
四化”科技支撑行动计划优质小麦专项“郑
麦 103”示范基地里，小麦长势喜人，丰收
在望。“息县是河南弱筋小麦的核心生产区
之一，我们积极与该县展开合作，致力于把
这里打造成弱筋小麦品质最高、种植面积

最大的酿酒麦种植区。”省农科院小麦研究
所所长雷振生说。

芒种时节，息县孙庙乡茅台酿酒小麦
新品种试验基地培育的“郑麦 819”喜获丰
收。“这个新品种表现优秀，既抗病又产量
高，特别适于做茅台酒的原料麦。”茅台集
团研发中心主任王和玉说。

近年来，我省豫南地区在促进弱筋、酿
酒小麦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方面已取
得良好成效。“未来，省农科院将与各地携
手，选育酿酒专用弱筋小麦优良品种，为我
国高端酒类提供酿酒原材料，拉长优质小
麦产业链，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省农科院
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新友说。

藏粮于技：“金种子”大显身手

种啥品种才能优质又高产？每年麦
播，农民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5月下旬，南乐县近德固乡西吉七村
的“郑麦 369”小麦示范基地，风吹麦浪，金
色翻涌。经专家组实地测产，百亩方平均
亩产为748.6公斤。

雷振生指着田间的小麦说：“这个新品
种的小麦抗寒抗倒、高产稳产，适宜订单化
生产。看着现在的长势，今年又能产出不

少优质粮。”
与此同时，民权县花园乡陈庄村一块

千亩的新品种示范田里，“郑麦1860”也将
近成熟。通过实打测产，这个产量高、品质
好的小麦品种，将播撒向更广阔的田野。

“我省自主培育的系列优质小麦品种，
不断刷新河南优质小麦高产纪录。”小麦国
家工程实验室主任许为钢说，截至目前，全
省小麦良种覆盖率已超过98%。

“金种子”大显身手，先进的农业科技
和管理技术也功不可没，目前，全省农业科
技贡献率超过60%。

麦收时节，在西平县二郎镇张尧村优质
小麦生产基地，记者发现了一点“稀奇”：成块
儿的麦田被1米多宽的水渠隔开，斜着铺设
的渠砖却都带着孔，看起来更像是城市里的
步道砖。基地的农技人员告诉记者，西平县
一带多雨，这种设计既能及时排水、防止内
涝，又能帮助麦田“呼吸”，呵护小麦生长。

品牌响亮：“明星”登上大舞台

当前，我省优质小麦享誉全国的区域
品牌纷纷涌现，如淮滨、息县的弱筋小麦，
延津、永城的强筋小麦等突出重围，叫响全
国，优质小麦的品牌效益日益凸显。

“ 酒 香
也 要 勤 吆
喝。叫响优质
小 麦 品 牌 ，擦 亮 区 域 名
片，对提高我省小麦特别是优质小麦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做大做强产业、带动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
增收意义重大。”河南农业大学教授、著名
小麦专家郭天财说。

如何打造河南优质小麦品牌，做大做
强河南小麦产业？我省《2019年河南省收
获小麦质量品质报告》提出，粮食部门在积
极倡导专收、专储的基础上，通过开展针对
特定优质小麦品种的专项检测，制定出全省
如“郑麦366”“新麦26”等商品小麦分布图。

此外，要加强小麦品质研究，探索建立
以食用品质为基础的河南小麦地方标
准，研究建立部分地区的特色粮食标
准，如制定中国地理标志产品“永城
面粉”所用的永城小麦地方标准，将
河南小麦的优势通过标准或科研
成果挖掘出来，扩大河南小麦的
影响力，指导粮食生产、种
植、收储和深加工服务，让河
南更多“金牌”小麦走
向更大舞台。③4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6月 16日，在长葛市大周产业集聚区，
总投资 5000万美元的百菲萨电炉不锈钢
除尘灰项目建设工地上，施工机械穿梭，工
人忙碌作业。

从考察洽谈、证照办理到开工建设，这
个中德合作项目落地仅用时200天。德国
百菲萨集团总裁哈维尔·莫林纳为之感慨：

“这是百菲萨在中国落地速度最快的项目
之一。长葛市的高效服务和一流环境，让
我们对未来合作更有信心。”

百菲萨项目的高效推进，折射出的是
长葛市经济发展由“暂停”转为“快进”后的
生动景象。在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的“双
线作战”中，长葛市政策赋能、危中抢机，闯
出了一条危局下的“突围之路”。

纾解经营之痛

6月 16日，眼看着 500个镁合金轮毂
从厂区起运德国，河南德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孙中垚眼中布满血丝，脸上却
带着笑容：“破解资金难题，扩大企业产能，
我们手头的国外订单能按时完成了！”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德威科技遭
受了严峻考验。尽管企业有技术，产品有
销路，可资金匮乏让孙中垚觉得“胸口像压
了一块大石头”。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长

葛市金融工作局与银行上门服务，5000万
元股权抵押贷款破解“资金难”，推动企业
新的生产线投入运行。

为助力复工复产，长葛市构建银企对
接平台，集聚金融“活水”，先后为138家企
业办理新增贷款5.37亿元，为59家企业办
理续贷业务 11.89 亿元；建立“惠企直通
车”，去年以来全市减税降费10亿多元，受
惠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达6.7万户。

“真心帮、真关爱、真支持，大力推进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一直是长葛市民营企业
健康发展的根基。”长葛市委书记尹俊营说。

为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长葛市
深化“放管服”改革，企业投资项目做到“百
日办结”，审批时限压缩 40%；企业开办所
需时间由 6个工作日压缩至 1个工作日。
建立企业“驻厂员”制度，从项目落地到建
成投产，实行全程代办、保姆式服务，企业
与群众零接触，让企业发展“一路绿灯”。

许昌裕同印刷包装公司总经理加金良
说，当初公司入驻长葛后，长葛市产业集聚
区派出的“驻厂员”提供了全方位服务，仅
用 3个月就帮助完成了厂区的规划设计、
项目布局、设备进驻，让企业快速投入生
产。如今，远在深圳的董事会决定追加投

资 25亿元，建设高端包装设备产业园，将
沿海地区60%以上的产能转移至长葛。

化解转型之难

在河南森源重工有限公司的停车场
上，两台刚刚下线的5G智慧型负压救护车
格外显眼。车内搭载的5G通信设备，能够
保障车辆在复杂环境下实现远程诊疗等。

很难想象，这批产品从无到有仅用了
21天。

“危机也是跨越发展的契机。”森源重
工总经理陈西山说，疫情发生后，传统车辆
销售遇阻，在长葛市委、市政府的推动下，
他们果断将目光投向了医疗救护专用车领
域，研发出手术车、病房车等 12种特种车
辆，已有多家企业、医疗机构提出金额达数
千万元的合作意向。

长葛市市长张忠民说，长葛市民营企
业之所以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既得益于长葛市长期坚持把推进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也得益于企
业的转型升级与开放创新。

为激励企业创新和转型升级，长葛市
每年拿出3000万元专项资金，培育创新主
体。目前，全市拥有院士工作站2个、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和研发基地 5个、国家级和
省级技术中心 36 个，科技型中小企业达
380多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走在全省
前列，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的49.8%。

“政府的倾力支持，让民营企业家敢于
放开手脚去创新、创造。”黄河集团董事长
乔秋生说，他们过去主要从事金刚石及其

制品的生产，通过政府牵线搭桥，在高水平
开放合作中实现了“跨界”转型，生产的全
自动口罩机远销欧洲。

拓宽发展之路

几年前年产值还只有几百万元的大森
机电，如今已成为年产值上亿元的隧道勘
探设备生产企业。大森机电董事长赵晓东
在接受采访时一语破的：党建引领发展，科
技促进腾飞。

在大森机电，赵晓东鼓励党员亮岗位、
亮职责、亮承诺，先后有 25人次提出 51个
创新“金点子”，其中70%转化为生产力，为
企业创造利润3000余万元。他说，“红色引
擎”已成为企业创新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企业家的眼界有多宽，企业发展的潜
力就有多大。

为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长葛市连
续10年召开经济工作表彰会，奖励优秀企业
家、“葛天工匠”等，单项奖金最高达200万
元，最大限度调动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从2014年开始，长葛市启动

“企业家能力再造工程”，每年拿出1000多
万元举办企业家高端培训班，全市EMBA
学员有3500多人，占企业高管总数的50%
以上，有力促进了企业家的快速成长。

为让“小老板”早点变成“大老板”，长
葛市注重培养企业家的全球视野和人文素
养，引导企业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发展。
鸿昌电子公司原是一家不愁“吃喝”的小公
司，该公司总经理陈建民听过讲座后，开始
实施全球化战略，近3年来，公司销售收入
年均增速达50%。③8

优质小麦让“王牌”更闪亮

全程代办 保姆式服务

长葛：让企业发展“一路绿灯”

6月 15日，民权县绿洲街道民间手工艺师张蕾在创作
麦秆画。张蕾依靠祖传手艺，用麦秸秆制作“飞禽走兽、山
水鱼虫”等麦秆画，让麦秸秆变“废”为“宝”，作品畅销全国
各地。麦秆画是中国独有的特色工艺品之一，始于隋唐时
期。麦秆经过“熏、蒸、漂、刮、推、烫以及剪、刻、编、绘”等
多道工序，制作出的人物、花鸟、动物栩栩如生，活灵活
现。⑨6 豫之岷 摄

栩栩如生麦秆画栩栩如生麦秆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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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秦川）6 月 15 日，鹤壁市
117 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405亿元，涉及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
业、生态环保、文化旅游和基础设施等
领域。

其中，总投资30亿元以上的项目
共 3个，即投资 50亿元的电子智能信
息产业园项目、投资35亿元的赞宇科
技中原日化生态产业园项目、投资30
亿元的耕德电子智能智造产业园项
目。

2018年，我省的正商集团通过旗
下子公司正商发展以股权转让方式入
主赞宇科技，成为其第一大股东。本
次开工的赞宇科技中原日化生态产业
园项目包括年产25万吨表面活性剂、
年产 50万吨洗涤用品、年产 25万吨
油脂化学品等建设内容，建成投产后
将成为全国重要的日用化学品生产基
地，预计年产值 100亿元、税收 10亿
元。

“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是鹤壁强
化项目建设、开展招商引资、优化营商
环境的重要体现，将为全市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为实现‘六稳’‘六保’提
供有力支撑。”鹤壁市有关负责人表
示。③6

鹤壁117个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405亿元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李
林）6 月 16 日，郑州市与阿里
巴巴集团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
议，合力推动数字化，宣布联手
打造“中部数字经济第一城”。

签约仪式上，阿里巴巴集
团董事局主席张勇说：“非常高
兴看到阿里和郑州的合作正式
进入快车道，阿里巴巴将全面
参与到郑州建设‘数字经济第
一城’的宏伟蓝图中。”

双方当天签署了一系列具
体项目协议，包括郑州“城市大
脑”二期项目、2020 年数字郑
州生态联盟、数字郑州人才战
略合作等。

张勇表示，阿里巴巴将在
三个重要方向助力郑州的数字
化发展——“共建平台，共创生
态，共育人才”。

共建平台，以现代化治理
为切入点，从老百姓办事少跑
腿，到全方位的民生数字化，把
城市的各种社会要素运营起
来。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全社
会数字化转型，而郑州因善用
数字化手段，在抗击疫情和复
工复产方面表现亮眼，充分证
明了“得数字化者得先机”。

在抗击疫情期间，阿里巴
巴为郑州市建设数字化防疫的
整体解决方案，包括疫情上报、
来郑人员登记、疫情调度指挥、
智能外呼、钉钉复工复学系统
等，并为岐伯山医院提供信息
化系统。郑州也是全国最早推
动钉钉全覆盖、最早推出复工
服务平台的城市之一。

阿里巴巴希望能够带动更
多本地企业，共创生态，共同参
与数字化进程，从而形成一个
繁荣的生态。郑州拥有多所高
校，每年大学毕业生超过40万
人。阿里巴巴愿意与高校共同
培育人才，让郑州高校的毕业
生在走出校门时就懂得数字化
思考、掌握数字化本领，为郑州
打造“中部数字经济第一城”夯
实人才基础。

通过人才和生态培育，阿
里巴巴将建设性地推动郑州
的数字化进程。战略合作协
议中提出将着力为郑州营造

“十百千万”数字经济生态：
“十”即与 30家知名高校和科
研院所共建产学研协作和人

才培养机制；“百”即与 500 家本地优势企业共同构建郑州
“数字军团”；“千”即每年培养 1000名具有阿里云资质认证
的软件专业人才；“万”即培养 1万名具有数字化能力的创业
人才。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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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亮点连连看

（上接第一版）
随刘飞、赵六红在村里走访，远远看见村民赵志刚在家门

口晒新麦，刘飞大嗓门：“收成咋样？”
“亩产1300斤靠上。”赵志刚脸上一下乐开了花，“今年我

浇了5遍水，花钱还没过去浇一次用得多。”
现在付楼已有 43眼机井，村民拿卡一刷水流哗哗，且一

亩地仅花六七元钱。房前屋后、坑塘空地，过去垃圾成堆的地
方，如今整理后种上了香樟、银杏、海棠、玉兰、红叶李等各类
苗木，一座座漂亮的小花园让付楼化身美丽乡村。

发挥发改委的行业优势，刘飞连续给村里做了人居生态
环境整治实施方案、国土空间规划（2019—2030）、绿色发展
实施方案、付楼村振兴规划等9项方案或规划，从内到外重塑
付楼。

付楼变化快，村室又跟不上基层党建、群众文化教育的需
要了。刘飞和赵六红一商量：一步到位，建第四代村室。
2019年，经多方筹资，面积 470平方米的新村室——党群文
化服务中心建成，付楼村室跨入二层时代！

“阵地有了，村里的很多事项都能放手开展了。”上任不久
的欧阳建新既高兴又着急，村里水、电、路、厕改造及绿化等基
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完成，“等于穿上了一件新衣裳，但里子还
不够实，群众兜里的钱还不够多。”

付楼已和几个大企业签订了协议，但难在没有建设用地，
赵六红说，“一旦地协调好了，就是付楼腾飞之时！”③5

村室“三迁”看付楼

采访手记

乡村名片

兰考县三义寨乡付楼村，共有村民396户、1604人，耕
地1116亩，建档立卡贫困户已全部脱贫。

村集体有年产50万斤的红薯粉条加工厂1座，2019年
实现收入 50万元；光伏发电项目每年稳定收入 20万元以
上；采取“公司+支部+农户”的模式，建有标准化养殖小区1
个，养殖湖羊500只；流转集体土地20.33亩，建设蜜瓜种植
日光大棚16座。

付楼村先后获省级文明村、省级卫生村等荣誉，被兰考
县委授予“稳定脱贫奔小康红旗村”“基层党建红旗村”和

“美丽村庄红旗村”。③5

付楼是个典型的黄河滩区村，守着黄河却用不上水，大部

分村民只能弯腰在滩地里种植传统作物，苦苦刨食。

村里也有能人，汽车坐垫、服装加工等做得都很不错。但

长期以来，因村“两委”软弱涣散，拢不住大伙一起干，一直没

形成规模。

说到底，村里少个强有力的“当家人”。“配强一个人，配对一

帮人”，这样的大胆尝试下，以赵六红为首的新一届村“两委”迅

速扭转了过去软弱涣散的局面，步入稳定奔小康的良性轨道。

媳妇出走后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女儿过日子的郝金刚，过

去天天愁眉苦脸，现在不一样了，采访中也能欣然接受“日子

好了，再找个媳妇”的玩笑话。

为啥？精气神不同了。对付楼而言，真是精气神不同

了！③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