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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看信阳，热潮滚滚来。

6月 24日至 30日，记者跟

随“重点项目看信阳”集中采访

组，进车间、上工地，看项目、问

发展，在城乡巨变中追寻加快老

区振兴的奋进步伐，在青山绿水

间感受加速绿色崛起的拼搏奉

献。

正如信阳市委书记蔡松涛

所言：“用党员干部的主动，赢得

社会各界的互动，凝聚建设美好

生活的共同行动。”

如今，“项目为王、结果导

向”理念已成为信阳干部群众的

共识，项目建设紧锣密鼓，呈现

出大干快上的良好势头。今年

前 5个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13.2%，居全省第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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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搭台推介“河南药”

喜看老区展新颜
——“重点项目看信阳”集中采访活动综述

新兴产业作引领

规划年产钢构件 20万吨，着眼打造信
阳最大的绿色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智造基地，
从签约到开工，杭萧钢构仅用了3个月。

上天梯非金属矿管理区管委会副主任宋
斌坦言，这是信阳今年第一个开工建设的招
商引资项目、第一个由工作专班协调推进落
地的项目、第一个“拿地即开工”的示范项目。

信阳作为碧桂园·现代筑美绿色智能家
居全国五大生产基地之一，工厂全部实现了
中央控制和智能自动化，引领家居制造行业
绿色、智能的发展方向。肩负“未来人居科
创城”示范引领任务的羊山新区，立起了国
际高标准家居生产的标杆。

紧临着现代筑美家居，信阳万华生态产
业园建设如火如荼。这里建成后，将带动上
下游关联产业数万人就业，推动信阳形成绿
色环保家居产业集聚区，年产值超百亿元。

着眼未来科技发展方向，信阳抢抓战略
机遇，加快培育步伐，一批新兴产业落地开
工，呈现出良好态势。

前不久，国务院批复信阳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河南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健表示：“这更加坚定了集团将信阳智能产
业园规划建设为全集团规模最大、制造能力
最强的新能源装备产业园的目标。”

如今信阳已成为全国建筑面积和单机容
量最大的陆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年产值超
100亿元。去年 10月启动的光伏产业园项
目，预计今年年底投产，可再新增产值40亿
元。

而以生产人造金刚石、精密模具、高端尼
龙、电池电极等高新产品为主的平煤神马光
山新材料产业园，从开建到投产仅用时一年。

主导产业成规模

走进信阳今上半导体公司，规模宏大的
现代化车间内，精密机床整齐排列，智能物
料机器人与产业工人穿梭其间。

这里所有设备全部接入 IoT物联网，成
功实现状态监控、厂务及能源集中监控和管
理。这家去年8月成立的高科技公司，年产
25万亿只半导体功率器件，产值达45亿元。

除此之外，信阳已培育出舜宇光学、鼎
润科技、大忠电子、中电子薄膜开关等一大
批行业领军企业，信阳光电产业孵化园、罗
山电子信息产业园、信阳辉贸科技创业园等
快速崛起，电子信息产业成为信阳产业转型
升级的成功典范。

走进淮滨临港国际服装城，一捆捆各色
布匹，经过工人们巧手裁剪、缝纫、熨烫、整
形，就变成了一件件精美的服装。这里很快
将招引20家知名服装品牌或上市公司工厂
入驻，年产值或超百亿元。

淮滨积极承接沿海纺织企业内迁，主动
延链补链，培育产业龙头，已形成纺织服装
产业的完整产业链。

无独有偶，固始县纺织服装产业也茁壮
成长，德清纺织产业园、万利纺织产业园等
一个个重点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近年来，信阳聚焦电子信息、时尚家纺
等主导产业，精心招引一批引领性、支撑性
强的重大项目，扶持“链主型”企业做大做
强，主导产业呈现出集聚发展的良好势头。

绿色产业作示范

如何处置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曾让不
少城市为之困惑。

而在光大环保能源（信阳）有限公司的
静脉产业园，洁净的厂房堪比星级酒店，高
大的烟囱冒着淡淡的烟。环厂区一圈，闻不
到任何异味，有的只是花香和青草的气息。

这座当年开工当年建成的静脉产业园，
日处理垃圾 2250吨，使信阳实现城市生活
垃圾全量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焚烧处置。

而固始招商的河南万里资源再生有限责
任公司，则专注于建筑垃圾的清运消纳和资源
化利用，年处理建筑垃圾200万吨，全部变成再
生骨料、砂浆、透水砖和再生固废砌块等8大类
100多种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再生制品。

信阳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市和国
家气候投融资试点市为契机，大力发展绿色
产业，推动一批循环经济重点项目竣工投
产，生态底色越擦越亮。

民生项目筑美好

近年来，信阳出山店水库、光山五岳抽

水蓄能电站、袁湾水库和息县大别山革命老
区引淮供水灌溉工程等一批重大水利工程
项目先后上马，推动老区驶上加速振兴发展
的快车道。

老区要振兴，交通必先行。在鸡商高速
商城段鲇鱼山大桥建设工地，群山环绕一池
碧波，天堑即将变通途。

河南交投集团商罗公司总经理赵新征
表示，沿大别山高速鸡商段总投资达159亿
元，是目前大别山革命老区最大的单体基础
设施建设工程。

当前，信阳正加速“六纵四横一环”高速
路网建设，持续提升淮河、史灌河航运能力，
全面构建“公铁水空”综合立体交通网。纳
入全省高速公路“13445 工程”的 9个项目
今年已全部开工。到“十四五”末，全市高速
公路通车里程将超过1000公里。

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民生项目普惠共
享。7月 1日，潢川城市公园华光园、南海湖
公园开园，光州公园同时开工。潢川把公园
建设与文化传承、城市规划有机结合，以潢
河为城市绿轴，建设老龙埂、蔡氏河两翼绿
道，重点打造光州、春申、弋阳、定城四大公
园，确立了“一轴两翼四大园”的城市公园体
系，力争实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美
好愿景。

作为潢河综合治理项目的 9个子项目
之一，新县风雅颂公园将风韵古香、雅致山
水、颂歌红城等元素融为一体，形成生态良
好、设施齐全、内涵丰富的城市新景观。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红色
资源，新县大力实施交旅融合示范工程，
打造“红色传承”“生态康养”“大别原乡”
三条精品线路，开通“九镇十八湾”旅游公
交，实现“处处是美景、路路能畅通、全域
皆可游”。

商城县则依托“商城起义”“大别山 28
年红旗不倒”“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等
核心资源，坚持“红色+N”的融合思路，规划
打造红色旅游特色小镇，推动构建集红色精
神体验、红色文化研学、红色生态观光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红色旅游胜地，谱写“美好生
活看信阳”的商城绚丽篇章。9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杨晶
晶）为助力河南医药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入开展

“能力作风建设年”和“万人助万企”活动，7月 1日，由省
工信厅、省卫健委、省医保局、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信
阳市政府共同举办的河南省医药生产企业产品推介会在
信阳举行。

推介会着眼搭建省内医药生产企业、流通企业、医疗
机构三方交流平台，进一步畅通药品供需渠道，加快推动
河南从“医药大省”向“医药强省”迈进。

河南羚锐制药、华兰生物、通用天方药业等省内重点医
药生产企业代表，国药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省医药有限
公司、河南九州通医药公司信阳分公司等省内医药流通企
业代表，省人民医院、郑大一附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等省内医疗机构代表，分别在会上推介和发言。

产品推介会后，与会人员还一同参观了河南羚锐制
药信阳分公司口服药产品智能化生产线。9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杨晶晶 通讯员 张
忠英）6月 27日，豫皖两省四市区域联动治超 2022年第
二次联动行动在固始县启动。

按照协作机制，此次行动由信阳市轮值牵头。根据
近期治超形势和疫情防控要求，按照“市级主导、县区联
动、部门联合、突出重点、长效长治”的原则，信阳、阜阳、
六安、淮南等两省四市交通运输执法机构，联合交警部门
同步行动。

作为全省首个探索实行跨省联动治超的省辖市，信
阳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编织治超密网，集中力量在省
界、市界、县界交界处严厉打击违法超限超载车辆，确保
道路运输市场秩序稳定。

今年以来，信阳全市共检测货车 87万余台次，查处
违法超限车辆663台次，卸货1.6万余吨，其中查获“百吨
王”车辆13台次，落实源头单位责任倒查32起。

据悉，信阳市将发挥地域优势，进一步扩大联动治超范
围，邀请湖北省随州市、孝感市、黄冈市加入联动治超，变豫
皖两省四市联动为鄂豫皖三省七市联动，进一步提升联动
治超合力，畅通信息共享渠道，消除省界治超盲区。9

豫皖两省四市联动治超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子耀 通讯员 叶
楠）6月 30日，信阳市浉河区十三里桥乡学堂岗村的村
民李国富，一大早就穿上橙色环卫马甲，拿着扫把，到街
道上打扫卫生。

像李国富从事的公路养护公益岗，浉河区已在包括
环南湾湖旅游公路在内的环湖四乡镇 56个村试行。该
区围绕创建河南省“四好农村路示范区”工作目标，建立
健全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管理、运营长效机制，提升农村
公路通畅水平、安全条件、路域环境和服务能力，更好地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6月 12日，该区还专门出台了《浉河区公路养护管
理试点方案》，对日常养护和小修保养、大中修工程、应急
抢险等工作进行规范及职责划分。据悉，该区今后还将
深入推进“两站两员”“双路长制”建设，加强对农村道路
交通安全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为明年成功创建

“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区）奠定基础。9

浉河区

探索“四好农村路”养护管理

光山县寨河镇耿寨村新生合作社引进种植高效品种
珍珠莲藕，吸纳农民在家门口就业，经估算每亩平均收入
达到5000元。图为7月3日，当地农民正冒着酷暑收获
莲藕。9 谢万柏 摄

□向美行

色彩是城市的语言，作为特定的文化符
号，表达着城市的独特气质和人文历史。不
同的城市因地域、气候、历史、文化、风土人
情等不同，形成不同的城市主色调。信阳地
处大别山革命老区核心区域，属于我国南北
地理、气候过渡带和豫楚文化融合区。在塑
造“美好生活看信阳”的城市品牌中，信阳把
老区红、生态绿、现代灰作为城市主色调，这
是色彩学三色理论的直观诠释和最好表达，
是信阳人民集中的情感生成和共同的审美
意愿，其色彩意象以极高的饱和度、醒目又
纯粹的特质让“美好生活看信阳”既有内在
气质，又见外在颜值，更显高端品质。

老区红代表着信仰、信念、信心。“共和国
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红色是一种感
召力，最滚烫、最鲜艳、最壮美，刻录着共产党
人砥砺前行的初心和使命，穿过历史云烟历
久弥新，历经时代风雨永不褪色。作为“红军
的摇篮、将军的故乡”，信阳英雄故事有口皆
碑，红色印记随处可见，创造了“28年红旗不
倒”的奇迹，孕育了彪炳史册的大别山精神，铸

就了最为宝贵的“红色基因库”。牢记嘱托奋
进新征程，接续奋斗建功新时代，必须高举红
色旗帜，守住初心、担起使命，主动作为、奋发
有为，把先辈们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生态绿代表着青春、健康、活力。“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是一种生命力，清
新的生态绿，绿意盎然，翠色欲流，显得轻快
而清澈、清新而亮丽。绿色是大自然的底
色，更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人民群众的期
盼。信阳地处暖温带向亚热带过渡地带，境
内拥有 1000 万余亩耕地、1000 万余亩森
林、1000多座水库，山水盎然有趣，远望近
观两相宜。信阳毛尖是中国名茶，212.5万
亩茶园郁郁葱葱，2021年信阳毛尖品牌价
值达 71.08 亿元，连续 12 年位居全国前三
位。守护绿水青山，铸就金山银山，必须依
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坚守生态主阵地，
把牢绿色主基调，实现绿色崛起，谱写新时
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现代灰代表着优雅、谦逊、质感。“科技
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科技是
世界的语言，可以创造未来；科技是生活的
颜色，可以诠释美好。许多高科技产品，大

多都采用灰色来传达高级、凸显时尚。灰
色是一种稳定力，不仅是对生活最朴素、最
深刻的理解，也是对生活高品质、高格调的
表达。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信阳
新征程，实现“美好生活看信阳”的城市愿
景，必须聚焦人居科技产业重点领域，建设
人居科技产业集聚区，全面打造“美好生活
看信阳”的产业支撑平台，让人居科技产业
成为信阳人民美好生活最坚实的保障。

生活需要色彩，城市需要赋彩。马克思
说过：“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
的形式。”也就是说，人们对色彩的情感体现
是最为直接也是最普遍的。从政治逻辑来
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
目标，红色基因的赓续传承，绿色发展的崭
新理念，科技赋能的创新发展，三色交汇叠
加，点亮大别原乡，激发澎湃动力，赋彩美好
生活，刷新幸福底色。从理论逻辑来看，色
彩是最能引起心境共鸣和情绪认知的元素，
热烈的红色主导、通灵的绿色点睛、质感的
灰色调和，色彩色相更协调，纯度明度更合
理，情感传达更充分，简约而不缺灵气，轻巧
而不失时尚。从现实逻辑来看，书写在中国

革命厚重历史中的老区红，渗透在连绵大别
山自然生态中的清新绿，流淌在拼搏奋进追
求现代化发展中的现代灰，勾勒出信阳独特
的色彩图谱、生活图谱、价值图谱，这一多彩
图谱，为“美好生活看信阳”既赋彩、又添彩、
更出彩。从发展逻辑来看，信阳极具发展潜
力、发展前景，红色信阳将星璀璨，山水信阳
多彩多姿，科技信阳美好相伴，一张由不忘
初心的老区红、迸发活力的生态绿、高端时
尚的现代灰绘制的“1335”高质量发展蓝图
已经绘就，美好的事情正在悄悄发生，“‘两
个更好’示范区，美好生活目的地”的愿景正
在渐渐成真。

青山藏不住，信阳正芳华。擦亮“美好
生活看信阳”的城市品牌，厚重的老区红是
内在的价值图腾，清新的生态绿是外在的最
美底色，科技的现代灰是高端的生活品质，
集气质、颜值、品质于一身，聚豪迈、活力、优
雅于一体，彼此相互对比、相互观照、相互映
衬，更显谐和、平和、柔和，饱和度更强、品质
感更足、认同度更高。

美好生活看信阳！
信阳，让生活更美好！9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杨晶晶 通讯员 米
洁 杜天翔）6月30日，信阳市平桥区平昌关镇退役军人及
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首发仪式隆重举行，25名退役军人
身披印有“致敬最可爱的人”字样的绶带参加首发仪式。

据了解，平桥区退役军人优待证已申请录入 4475
人，审核通过2211人，到卡并发放219张。

平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表示，他们将创新服
务方式，阶段性完成常规服务对象的办理工作，对年老患
病、行动不便的退役老兵，开通优待证办理“绿色通道”，
开展上门办理、面对面服务，为辖区内退役军人打通优待
证办理的“最后一公里”，高质量推进优待证申领工作，不
断提升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9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刘
力娜）7月 1日，潢川县“八喜临门”，献礼党的生日。

潢川县烈士陵园暨商潢战役历史文化园、大别山建
材产业园、光州公园（潢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一期）、水木
光州未来农业科创综合体等四大项目隆重开工，大别山
铁路货运综合物流园顺丰速运分拨中心建成投用，潢川
城市公园华光园、潢川南海湖公园建成开园，光州城市研
究院揭牌成立。9

潢川县

“七一”八喜临门促奋进

平桥区

发放首批退役军人优待证

老区红 生态绿 现代灰

点亮老区主色调 赋彩美好新信阳
——信阳色彩意象解读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李子耀

正在建设的沿大别山高速鸡商段商城鲇鱼山大桥正在建设的沿大别山高速鸡商段商城鲇鱼山大桥。。99

今上半导体的现代化车间内，实现了人机AI交互。99 本栏图片均为刘宏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