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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条 ▶“发展之路”1

直接新增就业 1.5万余人，实现
年税收上亿元——万邦·濮阳（清丰）
豫鲁冀农产品交易中心为清丰带来
的红利显而易见，却又不止于此。

在万邦·濮阳（清丰）豫鲁冀农产
品交易中心，清丰人在这里忙着发掘
机会，也切实寻找到了机会。水果蔬
菜区 700多个铺位“座无虚席”，300
多个想入驻的已经拿上等位的“号码
牌”；交易中心留出散户进场的“席
位”，对外开放的空间也是民生福利。

清丰品牌则跃跃欲试，憋着劲儿
崭露头角。一进交易中心北大门，打
上清丰烙印的“食用菌专区”“红薯专
区”就映入眼帘。清丰产、清丰销的
成本节约，只是交易中心带来的最微
不足道的改变。

“我敢保证，食用菌基地产量最
少翻两番。”清丰县马庄桥镇党委书
记师敬川信心十足。据他介绍，作为
该镇扶贫产业的“主力军”，马庄桥镇
赵家村食用菌基地已经开拓了线下鲜
品批发、线上干品零售的销售渠道。

“现在，我们的鲜品利用保鲜膜、
冰块只能达到常态化运输，最多走
400公里。入驻万邦后，赵家村食用
菌不仅可以走更远，还能直接从田间
到餐桌。”师敬川的底气，源自万邦出
色的冷链物流。能够承担零下18摄
氏度以下的低温运输，能够承担跨越
国界的贸易运输，万邦的冷链物流好
似移动的“冰柜”，为商户、企业、生产
基地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与可能。

“会让高端红薯焕发新活力。”这
是河南华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科研
中心主任马建伟的感受。华薯农业

是清丰县红薯产业“龙头”，交易中心
开业第一天，马建伟早早带领团队把
自主种植培育的品牌产品展示到位，
还在现场放置了烤箱，热气腾腾的红
薯吸引不少人气。“‘植物工厂’的智
慧育苗是公司现阶段的主攻方向。
万邦的到来助力华薯进一步做实做
强线下市场，也将给产品创新提供驱
动力。”马建伟说。

电商物流则成为清丰农业与万
邦共同的全新追求。“无论是食用菌
产业还是红薯产业，清丰都有生长于
本土的电商基础。”万邦·濮阳（清丰）
豫鲁冀农产品交易中心负责人朱卓
然说，二期电商物流园的兴建，既可
以将交易中心内的3000余个商户带
动起来，也能在清丰农业产业基础上
实现双方的融合与提升。

“清丰进入了深化改革攻坚期、
转型升级关键期和新型城镇化加速
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入新里
程，这个交易中心将为濮阳市、清丰
县及周边地区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全面振兴起
到重大推动作用。”清丰县县长刘兵
说。

近年来，清丰县始终保持“进”的
态势，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
视察时指出的“要积极探索富有地域
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要求，以
强县富民为主线，以改革发展为动
力，以城乡贯通为途径，大力发展特
色产业、建设特色城市、建设特色乡
村、培植特色文化，努力走出一条错
位发展、独具特色的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路子。

如今的清丰，充满了时尚的“元
素”：攀岩墙高耸入云，滑板、小轮车
赛道弯曲陡峭，室外造浪池享有“亚
洲最大人工冲浪池”美名……2019
年，中国极限运动训练基地落户，全
国首届极限运动大会等国内外赛事
纷至沓来，让清丰向“中国极限运动
目的地城市”的目标发起冲击。

拥有特色产业，可以让一座城更
丰满、温润。

全国极限运动大会、中国·清丰
实木家具博览会、中国·清丰食用菌
行业大会、全国甘薯行业产销对接大
会……一系列全国性赛会、展会“你
方唱罢我登场”，“赛展经济”不仅成
为体现清丰县域功能的名片，其对产
业发展的“助推器”作用也日益明显。

赛会、展会持续发力，引来资金
流、人才流、信息流、知识流“源远流
长”，为清丰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强大
引擎。该县建成承接京津冀、珠三
角、长三角家居产业转移园区10个，

累计入驻家居企业271家；发展食用
菌种植 1550万平方米，规模化食用
菌企业 20余家，优质红薯种植面积
达 10 万亩，“中国实木家居产业基
地”“中国草腐菌生产基地县”“中国
红薯大县”实至名归。

莫道春光难揽取。在清丰县，春
光就在项目建设的桩基间，在生产车
间的轰鸣里。清丰县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大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扎实
做好“六稳”工作，认真落实“六保”任
务。截至10月底，全县36个省、市重
点项目已完成投资77.6亿元，占年度
目标的 100.5%；全县新签约项目 30
个，新开工项目20个；最大用电负荷
同 比 增 长 7.17% ，电 量 同 比 增 长
6.12%，工业电量同比增长 17.25%，
指标均居濮阳市前列。

这是一个更有特色的清丰，这是
一个更加出彩的清丰。

□王映 王世冰 陈晓旭

拥有“中国实木家居产业基地”“中国草腐菌生产基地县”等产

业名片的清丰县，再添一块金字招牌。

11月 16日，“万邦·濮阳（清丰）豫鲁冀农产品交易中心”开业

运营，它将以濮阳市清丰县为中心，实现全国乃至全球各地优质农

产品的整合聚集，以质优价廉的农产品丰富百姓餐桌，让广大居民

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有了新的大平台。

河南万邦国际集团，这个全国农产品交易市场的“大鳄”缘何

相中清丰？万邦·濮阳（清丰）豫鲁冀农产品交易中心，这艘乘风破

浪的“农”字号航母又将为清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怎样的

动力？

在清丰城南的文明路上，相隔不
到五公里坐落着两座地标建筑，也承
载着该县产业发展之重。

北边的是“清丰会展中心”，在这
座沉稳大气的“方桌”型建筑里，连续
举办了三届“中国·清丰实木家具博
览会”、两届“中国·清丰食用菌行业
大会”和两届“全国甘薯行业产销对
接大会”等大型会展活动，是清丰县
产业展示和交流的主要舞台；南边的
就是“万邦·濮阳（清丰）豫鲁冀农产
品交易中心”，在一期工程 865亩的
面积上，农产品交易区、仓储区、加工
配送区、电商中心、商业服务区及配
套服务设施等五大功能区铺展开来，
搭建起豫东北乃至豫鲁冀三省交界
地区举足轻重的农产品批发交易平
台。

清丰人说，这是一条发展之路，
是一条财富之路。

这不，11月 16日一大早，万邦·
濮阳（清丰）豫鲁冀农产品交易中心
举行开业典礼，潮水般的人流顿时涌
了进来。

早在交易中心建设期间，“万邦”
的品牌就深入清丰人心中，被寄予期
待。交易中心在当地开创新纪录的
规模，也在开业当天又一次为人津津
乐道：3000 多个铺位或红火热闹地
开张、或紧锣密鼓地装修，往外走、往
里运的车辆走个对头，就形成一条条

“长龙”；常见的水果蔬菜区、水产区
不乏稀罕“品种”，干调区、农资农具
区、酒店用品区以新锐姿态切入大市
场；近些的山东、河北，远些的海南，
都有商家来到这里创业。

挂着“二涛世界名果”牌子的商
铺下，店主李红雪就是其中之一。水
果蔬菜区的一排包括 11个档口，“二
涛”一口气盘下其中 9个。产自泰国
的菠萝蜜一个就有 40多斤，它们成
堆放在最外面当“门面”；往里瞧，产
自智利的车厘子比赛着新鲜，产自新
西兰的红宝石葡萄香气扑鼻。量大
样式多的水果引得过往的人驻足挑
拣，短短5分钟内就有4个人下了单。

“开业当天，从凌晨 4 点半忙活
到晚上8点关门，俺们总共卖了33万
元营业额。13米长的半挂送货车一
般一次来 3辆，开业时我们足足迎了
17辆进场。”虽是河北人，李红雪却有
一口标准的河南口音。在郑州万邦
市场的沉淀，让她在清丰也得心应
手。

“我们是老客户，在郑州万邦市
场就从‘二涛’进货。现在距离更近
了，对我们来说更方便，成本也低
了。”一位来自安阳的客商边选购边
说。李红雪一听也咧嘴笑了：“万邦
走到哪，俺们就发展到哪！”

抱有同样想法的，还有河南省三
净食品有限公司的销售部总经理刘
晓强：“相信万邦能在清丰扎根，做到
辐射冀鲁豫的第一。那时，我们肯定
也发展得更有底气。”三净食品从郑
州万邦市场“起家”，2016 年在清丰
县产业集聚区建起了自己的食品加
工企业。而现在，生产基地距离新店
铺仅有 3公里，三净食品的 4个自主
品牌在家门口就得以淋漓尽致的展
示。

“作为生产型企业，如果我们自
己组建物流团队，就没有用万邦成熟
的物流团队‘划算’。同时，在万邦这
个强劲的平台上，我们能接触到的资
源更多、更好。”讲起新店铺的优势，
刘晓强把“万邦品牌”放在了第一位。

三净食品的董事长刘振生是在
清丰创业的浚县人。对于与万邦一
起在清丰再次扬帆起航，他有最真挚
的感受与展望：“万邦为清丰带来农
产品批发市场的‘阿里巴巴’。从业
态资源到产销对接，从资金扶持到技
术援助，清丰农业新业态必将与万邦
共同成长。”

在开业仪式上，清丰县委书记冯
向军由衷感慨：“对于清丰来讲，这是
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万邦核心交
易区正式开业，大体量冷库、商务楼
等迅速推进建设，二期电商物流园也
全面启动。清丰特色产业发展，必将
由此注入强大力量。”

打开“河南万邦国际集团”的履
历表，绝对是“霸气侧漏”：全国最大
的集农产品交易、物流、仓储、质量
检验、科研等于一体的农业龙头企
业，位于郑州市中牟县的河南万邦
国际农产品物流城农副产品交易
额、交易量位居全国前列，是全国性
的农副产品集散中心。

“万邦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关
于物流产业的规划，自2018年开始
在全省进行产业布局，建设二级、三
级农产品冷链物流及供应链流通体
系，计划用5年时间实现各市、县级
生鲜冷链物流及供应链配套全覆
盖。目前，已与濮阳、焦作、洛阳、南
阳等十几个城市签约项目并启动建
设。”万邦集团董事长杨广立充满自
信地介绍，濮阳清丰项目在该集团
全省签约的项目中，是第一个开工
建设的项目、第一个开业运营的项
目。

为了这个精彩而骄傲的“第
一”，清丰县的广大党员干部一“钉”
到底，滴水穿石。

“全县党员干部要做老实人、用
笨办法、下硬功夫，冲到一线一个难
题一个难题地攻克，一天接一天地
抓项目进度，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清丰县委书记
冯向军说。

三年前，清丰县曾经敏锐捕捉
到京津冀地区家居产业转移的历史
机遇，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带头
驻地招商、冲到最前沿，招来200多
家家居企业落户清丰。

两年前，招商万邦集团，清丰县
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依旧身先士
卒。县四大班子多次去万邦集团总
部拜访，以极大的诚意邀请万邦到
清丰实地考察。

冒着 2018 年 1 月的第一场大
雪，杨广立带领公司一众高管在天
寒地滑中驱车七八个小时，从郑州
赶到清丰进行项目签约。

这不仅仅是一次项目签约，更
是一次相互认可、相互欣赏的“信任
之约”。

为了万邦·濮阳（清丰）豫鲁冀
农产品交易中心的建设，清丰县柳
格镇的三个村庄被征地 800多亩，
其中包括梁庙村 28户村民的现住
房和 45片宅基地。干部们去家里
做工作，还没等开口，村民们就说了
仨字：“俺支持！”只用了15天时间，
柳格镇的征地任务就顺利完成了，
但 60多岁的梁庙村党支部书记徐
兆玉却每天忙来忙去，不小心摔折
了胳膊。

在项目建设最前线，处处可见
优化服务、提质增效的“笨办法”。
项目签约后，清丰县委、县政府立即
配置专门对接工作小组，全程跟踪，
高效对接；项目启动后，相关手续审
批、综合协调，各节点、全过程帮助
企业推进项目建设；项目开工后，县
级领导干部带头到项目工地督促指
导工作，县直单位和职能部门把办
公室“搬”到工地上，恪守“不要把自
己当成官、不要对企业说不行”等服
务企业“十不要”原则，清丰县的党
员干部全员都是“服务员”。

项目工地的面积大，128 栋楼
转一圈得走两万多步，“服务员”们
却无数次走遍角角落落；工地上有
20多个施工队，工人们来自五湖四
海，“服务员”们却冲破方言的障碍，
彼此交流得热火朝天——施工方有
什么要求，马上了解、马上办理，解
决问题不隔天。

不过，也有发急的时候。今年
7 月 1 日起，由该项目的首席服务
员、清丰县政协副主席巩学如牵
头，每天召开一次项目现场推进
会，一口气开了 139 天。“发起急
来，万邦集团的项目负责人说我

‘比甲方还甲方’。”巩学如说，为赶
进度抢工期，他拍过桌子，说过粗
话，谁的面子也不给。但项目上的
人也服他，下大雨工地积水，巩学
如穿上胶鞋跳进水里指挥，雨水把
胶鞋都灌满了。

“提起清丰与清丰服务，我们每
一个员工都会竖起大拇指。”万邦·
濮阳（清丰）豫鲁冀农产品交易中心
负责人朱卓然说，这不是客套话，而
是点滴相处中的亲眼所见，“万邦有

‘亲商、爱商、安商’的理念，追求对
商户像家人一样，这与清丰营商环
境的‘亲’‘清’追求不谋而合。”

正是这份“投缘”，万邦将落户
清丰的豫鲁冀农产品交易中心，定
义为能辐射豫鲁冀三省的一级市
场；正是这份“投缘”，万邦在原本的
建设计划之外，追加了将电商物流
园建在清丰的新蓝图。

“感慨、感谢、感激！”在万邦·
濮阳（清丰）豫鲁冀农产品交易中
心开业仪式上，万邦集团董事杨广
立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他说，万
邦从清丰的党员干部群众身上学
到了很多：高效务实、雷厉风行的
工作作风，将心比心、贴心用心的
服务魅力，统筹规划、科学规范的
管控能力，坚韧不拔、专注实干的
拼搏精神……“这是一笔弥足珍贵
的财富！”

这里有一场 ▶“信任之约”2

这里有一座 ▶“特色之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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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邦·濮阳（清丰）豫鲁冀农产品交易中心打造“农”字号航母

交易中心盛大启幕

各类农产品交易区人潮涌动

商户迎来“开门红”

“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有了新保障

清丰特色农产品绽放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