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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平原小村，隐藏着一家年营业额

过亿元的电商企业，任意打开一家电商平

台，搜“齿科材料”，90%的店铺都是这家

企业开的。

一个泥瓦匠出身的农民，却在全国率先

将齿科材料销售从线下转到线上，且三年前

开始直播带货，做出了一番“大事业”。

这个小村就是滑县万古镇把里村，这

个“泥瓦匠”就是该村党支部书记、河南利

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宗言。

□汪军强 寇新良

品种研发取得新突破，销售业绩
实现新目标，企业管理再上新台阶。

去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2亿元，
利润总额达 4108.3 万元；被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认定为“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农业产业化省重
点龙头企业”通过复审；阳丰基地被省
林业局认定为“森林康养基地”；第八届
全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获得“优秀
企业”……

2019年，名品彩叶交出了一份靓
丽的成绩单。

技术创新不断突破

近年来，名品彩叶高度重视新品
种的研发工作，新品种研发成效显著。

自主培育研发的新品种“翠玉”
“金色年华”取得了植物新品种权证
书；新选育彩叶植物新品种 4个，其中

“金童”“金戟”申请植物新品种权已被
受理；“金凰”新品种通过国家林草局
植物新品种实地审查；三个品种获得
美国植物专利，1个获得欧盟植物新品
种权，目前公司拥有 24个植物新品种
权。新品种繁育工作进一步加快，截
至 2019年年底，黄金刺槐、朱羽合欢、

金蝴蝶构树、金凤等均完成了繁殖计
划，航天育种工作正有序进行。

公司申报的河南省林业科技成果
获得二等奖1项。申请发明专利2个，
实用新型专利20个，目前正在受理。

标准化生产不断推进

名品彩叶不断优化品种结构。重
点培养大苗，引进了一批大砧木，进行
技术改造，加快了新品种的成苗进度，
可使新品种尽快推向绿化工程；淘汰
了部分品种，重点发展表现好、市场前
景好的品种。按规划，繁殖了挪威槭、
元宝枫、糖槭等树种的种播穴盘育苗，
共育苗 16.1 万株；完成定植苗木 3.42
万株，嫁接 1.3 万株。其中金叶紫荆、
榉树、梦幻彩楸、金叶楝树高接成活率
获得突破，成活率达95%以上。

落实标准化生产。名品彩叶结合
生产实际，增加了株行距，逐步降低了
栽植密度，为苗木生长创造良好条
件。及时进行病虫草害防治，在克百

威、绿色威雷防治天牛工作及美国白
蛾防治工作中，收效明显；在合欢枯萎
病防治上，做到了修剪后和雨后喷药
防治，效果明显。去年 8月份，天牛、
刺蛾、美国白蛾有暴发趋势，公司及时
采取人工、机械、无人机、直升机等进
行综合防治，控制了病虫害的大面积
暴发。春季结合品种特点进行了修
剪，及时疏除竞争枝和病虫枝，确保乔

木树种主头向上性。进入秋冬季，除
需要销售的苗木外，对中小规格的苗
木进行了修剪。通过一系列的措施，
使苗木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规范种植模式，利用滴灌技术，实
行水肥一体化；加强对苗木修剪，全面提
高苗木质量；购置作业机械，提升机械化
水平，提高作业质量，降低作业成本。

实施园区升级改造。经过整体规

划，对阳丰基地进行升级改造，建设“多彩
植物大世界”，目前彩园项目入口主题框
架已完成200多亩，乔灌木已栽植完毕，
南大门东、西停车场绿化工程已完成，一
级游园道路绿化工程已完成70%。

绿化工程取得突破，2019 年，公
司承接了汝南县 328国道、湖滨大道、
汝宁大道、梁祝大道、国家储备林等项
目建设，共栽植树种 12.8 万株。成功
完成遂平县创森栽种工作，共栽植树
种 11.55 万株。同时与乡村合作栽植
树种10万多株。

企业管理水平不断加强

企业管理是提高效益的首要保
证，名品彩叶结合上市对各项规章制
度、工作流程进行了全面修订，使每项
工作都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并把制度
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明显成效。

加强目标管理。公司把各项目标
任务分解到具体责任人，签订目标责任
书，定期进行考核，依据考核结果进行奖

惩，调动了全体员工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有效地推动了公司各项工作的开展。

加强成本核算。公司制定了《关
于加强成本核算责任人职责的管理规
定》，并指定专人负责，从原材料、用工
等方面加强核算，把成本纳入考核指
标；从公司领导到部室、场队人人参与
增收节支，把增收节支变成每位员工
的自觉行动，使生产成本明显下降。

加强落实督导。为促进公司各项
决策、措施的认真实施，公司成立工作
组，对各项工作、制度的落实和执行情
况，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及时
通报检查结果，对发现的问题跟踪整
改，使各项工作有布置、有落实、有检
查、有结果，每一项工作、每一个制度
都得到了较好的落实。

此外，名品彩叶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积极参与扶贫助残等社会活动。
与遂平县阳丰镇朱屯贫困村、罗李村
结成帮扶对子，积极安排贫困户人员
在公司就业，采取产业扶贫、就业扶
贫、智力扶贫、设施扶贫、救助扶贫、信
息扶贫、金融扶贫、创森扶贫等形式，
带贫 812户，使扶贫工作落到实处，被
认定为“省扶贫龙头企业”。

深耕苗木这个大产业，名品彩叶一路
走来气势如虹，而未来，也必将更可期。

名品彩叶

锚定苗木大产业 跨越发展谱新篇

名品彩叶苗木培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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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李宗言腰包渐鼓，如何反
哺乡邻成了他日思夜想的新问题。他
聘用本村家庭妇女，高薪“挖”回来十几
个滑县“90后”。“公司要想发展壮大，
没有年轻人不行，尤其是电商这行，更
需要新生力量。”李宗言说，目前公司员
工有三分之一都是“90后”大学生。

滑县是人口大县，随着农业机械
化发展，大量农民从耕地中被解放出
来。如何解决闲置劳动力就业问题、
留住人才？

“李宗言带了个好头，他借助产业
优势，带动 500多名乡亲就业，让老百

姓在家门口就能有份收入不菲的工
作。”滑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侯德
安说，发展县域经济，人才是关键，近
几年滑县人才逐渐回流，少不了“李宗
言们”的功劳。

据统计，目前滑县在外乡土人才
回乡创办企业 126家，安置就业 6000
余人。其中，规模以上企业达 32家，
安置就业近3000人。

夕阳西下，李宗言笑着与我们作
别，并邀请我们下次再来时，一定要去
他在村里建设的快捷宾馆里住上一
晚。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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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争做 河南人

从一间小作坊到
占地1.7万平方米

6月 18日，记者来到万古镇。一下车，只见一排
简陋的平房，上面挂着“滑县产业扶贫就业帮扶基地”
的牌子，52岁的李宗言在门口迎候。中等身材，头发
稀疏，脸蛋红润，仿若邻家伯伯。单凭第一印象，很难
相信他就是业内响当当的“牙材大王”。

跟着他往平房旁的大铁门里走，又来到一间平
房，进门后，顿时呆住：这是一个大约 5000平方米的
大厅，里面排列整齐的玻璃柜台足有几百个，塞满各
种齿科材料的货架一个挨着一个。

“这是俺的销售大厅，假如你想开牙科诊所，这里
可以一站式购物。”李宗言介绍。

销售大厅一侧的几间相连的屋子，是公司的打包
部，四五十名女工在各自的工作台上熟练地打单、上
秤、装包、封口，包装声噼里啪啦此起彼伏。“每天至少
300多件包裹发往全国各地。”一名女工说。

越往里走，天地越大。李宗言带我们从大厅往
后院走，有几栋五六层的小楼，用于客服办公。“公司
最早是一间房、两张桌的作坊，现在占地 1.7 万平方
米，客服人数从 20人发展到现在的 200多人。”最大
的一间办公室，竟有近千平方米，近百个工作卡位上
坐满员工。

李宗言原本是个泥瓦匠，在天津
打小工。1993 年，把里村两个村民
扛了两包假牙，去天津推销，李宗言
跟着跑了一天，觉得干推销比干力气
活轻松。他放下泥瓦刀，卖掉两车小
麦，在一家牙材料厂赊了一百盒假
牙，开始搞推销。

刚开始，他见个诊所就敲门进去
搞推销。1996 年，他买辆摩托车，往
车后头竖根杆子，找块布用油漆写上

“万古李宗言专卖牙材料”，十里八乡
全都知道他。再后来，他骑摩托跑河
北、山东、安徽，跑了 8个春秋，骑坏了
5辆摩托。

20多年来，他专注于牙材批发，买
全国，再卖全国；他上展会，卖光碟，搞
培训，做直播，从一个人“单打独斗”发
展到如今渠道销售的规模化推广，逐

渐打出了“宗言齿材”的品牌。
做牙材销售的人不少，为啥李宗

言能闯出名堂？
“他上展会两年后，滑县人才知道

有这个平台，2006 年他上网卖假牙，
2017年开始做直播带货，凡事比别人
先走两三步，他不成功谁成功！”万古
镇副镇长许辉这样分析。

“别人不敢干的事，我一分析觉
得能干，我就干！”2017 年，李宗言把
行业专家请到公司，让他们线上授
课，学员们只需出很少的费用，就能
在家学到最先进的技术。他专门开
辟出一个房间用于直播，三年来，直
播间扩大到 500平方米，光设备就更
新换代了三次，数十名齿科行业专家
走进来，对着手机屏幕为全国各地学
员传经送宝。

跑了8个春秋，骑坏5辆摩托市场

三分之一都是“90后”大学生
带动500多名乡亲就业员工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6月 17日，记者获悉，
为破解文旅企业融资难题，省文化和旅游厅分别
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
河南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就支持全
省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近年来，我省文旅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但绝大多数文旅企业小、弱、散，仅靠自身积累，难
以实现与资本市场的有效对接，文旅企业融资难
问题已成为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为实现文旅产业和金融资源的有效对接，扎实做
好“六稳”“六保”工作，省文化和旅游厅与 3家银
行经过多次探讨和协商，决定开展政银战略合
作，共同推动全省文旅产业健康发展。根据协
议，未来 5年，3家银行将为河南省文化和旅游产
业发展提供 600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并在信贷
规模、利率优惠、创新服务等方面出台有力措施，
全力支持河南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省正大力推进文化旅游强省建设，加快构
建‘一带一核三山五区’文化旅游发展格局。”省文
化和旅游厅厅长姜继鼎表示，希望政府、金融机构
和企业间加强合作，让更多、更优质的文旅项目落
地落实。③6

本报讯（记者 曹萍）6月 22日记者获悉，
日前，省卫健委、省医保局等部门联合下发通
知，进一步扩大我省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
治病种范围，将膀胱癌、卵巢癌、肾癌、重性精
神疾病及风湿性心脏病等 5个病种纳入救治
范围，救治病种总数达到30个。

根据相关规定，罹患这 30种重大疾病的
农村贫困人口，可享受城乡居民重特大疾病
医疗保障待遇，不设起付线，县级、市级、省级
定点医疗机构的支付比例分别为 80%、70%、
65%。贫困患者在享受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
补偿后，按照大病保险、大病补充保险等有关
规定享受相应补偿待遇。

“贫困患者在县域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实行先
诊疗后付费，推行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大病补充
保险、医疗救助等‘一站式’结算，为患者提供方
便快捷的服务。”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同时，我省还鼓励各地在国家确定的农村
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病种的基础上，结合当
地实际，将本地区多发且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
疾病病种纳入专项救治，提高医疗质量，合理控
制医疗费用，有效降低贫困患者经济负担。③3

支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家银行授信600亿元
我省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病种达30个

新增5个救治病种

[文旅] [产业] [医疗]

本报讯（记者 代娟）6月 22日，位于封丘县李
庄镇的河南铜瓦厢压榨食用炼油公司的工人们，
正在忙着安装机器设备，预计一个月内就可以正
式出油。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日处理能力
6000公斤的炼油厂，一年可“吃掉”封丘县200多
万公斤油菜籽，助力菜农增收600余万元。

封丘县乡村旅游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杨恒战
告诉记者，近年来，该县凭借良好的生态资源和“长
寿之乡”的金字招牌，大力推进乡村旅游。其中“油
菜花节”已成为当地的一张旅游名片。为了帮助农
民增收致富，在与旅游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该县
乡村旅游发展服务中心注重加强廉政教育，着力
构建良好营商环境，与企业沟通交流时了解企业
所需，及时提供有效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困难。

油菜花花期有限，为拉长产业链条，该县在加
大油菜花生态旅游宣传推广的同时，鼓励群众在
早期采摘菜薹以增加收入，并成立榨油企业，以高
于市场价统一收购菜籽，打造封丘菜籽油品牌。

“我们种植的是省农科院推广的优良品种，全
县已发展 3万亩油菜种植，年产油菜籽 600万公
斤。如果前期运行良好，榨油厂将扩大生产线，直
到将全县油菜籽吃干榨净。”杨恒战说。③4

封丘:

乡村旅游 促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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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2 日，孩子们
在濮阳市市直幼儿园进行
舞龙表演，迎接即将到来
的端午节。⑨6 僧少琴 摄

▲6月 19 日，在洛宁县罗
岭乡讲理村新建的乡村大食堂
里，村民与游客一起包粽子
迎端午。⑨6 李峰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6月22日，
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发布消息，6
月 25日至 27日端午假期，全省高速
公路不免费通行。端午假期出行请避
开两个高峰时段和八个易堵高速路
段，同时发出倡议：当前依然要高度重
视疫情防控，确需出行的，切记错峰出
行，理性出行，避免人员聚集。

端午假期，郑州、洛阳、开封等城
市周边高速公路及京港澳高速、连霍
高速、大广高速等主干高速公路车流
量会大幅增加。

请避开两个易堵高峰时段：放假
前一天下午 4时以后和假期第一天
上午是车流量非常大的时段，建议假
期第一天上午提前出行，或者关注实

时路况播报延后到 11 时以后再出
行；避开假期最后一天下午返程高
峰，注意提前返程、错峰返程。

预计端午假期八个易堵点会出
现在以下高速路段：许广高速许昌
段；菏宝高速新乡段；连霍高速郑州
巩义段 627 公里东向西隧道施工路
段；京港澳高速郑州圃田、新郑段；郑
尧高速新郑始祖山隧道段；京港澳高
速刘江黄河大桥至郑州东服务区段；
郑少高速新密段；二广高速洛阳段。

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有关负
责人说，全省高速交警将依托高速交
警执法站、高速公路服务区设立假期
便民服务台，为过往群众提供指路、
饮水、急救药品等便民服务。③6

高速不免费 避堵有指南

厂房

端午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