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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史
笑研）11月 14日，罗山城市宣传片《罗山的一天》在众人
期待中揭开面纱，灵秀罗山再添亮眼新名片。

《罗山的一天》紧紧围绕“一极四区”的新罗山发展定
位，加快塑造“美好生活看信阳、品质引领在罗山”的城市
品牌，从不同视角展现罗山的文化历史、风景名胜、经济
发展，以提升罗山的美誉度、知名度，进而推动罗山的高
质量发展。

据介绍，为深入发掘“美好生活看信阳、品质引领在
罗山”的精神内涵，塑造罗山城市品牌，该县聘请了专业
摄制团队，先后历时8个月，精心策划、取景拍摄、后期制
作，推出该片。

《罗山的一天》主打小清新风格，以罗山一天24小时
为纵轴，以普通一家人的工作生活为横轴，选取罗山最具
代表性的场景，通过大量航拍、全景、跟拍、特写镜头，高
站位、广维度、宽视野展现新时代罗山的发展成就，以质
朴的话语、精细的笔触、精致的画面勾勒出新时代老区人
民的幸福感。

全片时长8分钟多，通过一路推进的镜头语言，逐步
融入雪覆灵山的豫南秘境，九里落雁湖的玉带环绕，“东
方宝石”朱鹮的齐飞和鸣，“初心路”的蜿蜒绵长，用视觉
语言生动注解了罗山的惊艳与厚重、幸福与美好，完美展
现出活力、品质、幸福罗山的城市形象。9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11月 12日至 13日，老区信阳大咖“云”
集、高朋满座。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际
科学理事会指导，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信
阳市人民政府、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执委会
主办的2022国际人居科技与城乡绿色发展
论坛，在这里成功举办。

这是首个在国内举办的以人居科技为
主题的国际论坛，也是 2022世界青年科学
家峰会的系列重要活动之一。

论坛以“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住房让人
民更幸福”为主题。国家相关部委和行业协
会领导、国内外专家学者、知名企业家以及
国际组织代表或亲临现场，或聚首“云端”，
围绕人居科技与城乡绿色发展碰撞交融，智
享未来、科创美好。

正如联合国原副秘书长、SUC 人居智
库名誉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沙祖康
在论坛上所言，信阳有前瞻眼光、前沿意
识。发展人居科技产业是信阳通向美好未
来的光明之路，是信阳打造区域中心城市和
国家未来人居科技创新高地的关键一招。

智享未来开新局

时光倒流，岁月不忘——去年的 12月
17日，中国（信阳）人居科技与美好生活研
讨会召开。

时隔不到一年，信阳市委书记蔡松涛在
2022国际人居科技与城乡绿色发展论坛开
幕致辞时表示，信阳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为目标，系统谋划实施了“1335”
工作布局，明确了“以新型城镇化带动新型工
业化”的发展思路，锁定了“未来人居”这一重
点发展方向，全力打造“国家未来人居科技创
新高地”和“美好生活看信阳”城市愿景。

近一年来，信阳坚持以未来人居科技产
业为主线，以城乡未来社区建设为抓手，以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明阳智慧能
源、小米科技、杭萧钢构、万华生态、阳光集
团等一批头部企业签约落地，河南省大家居
产业院士工作站顺利落地，成功入选首批国
家气候投融资试点，率先成立全省银行业首
家“绿色支行”，信阳人居科技产业链条正持

续完善，发展动力和后劲不断增强。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人事部部长李

坤平在致开幕词时表示，信阳不断夯实人居
科技产业基础，不断推动未来人居探索实
践，逐渐走上跨越式发展的新起点和创新引
领绿色转型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论坛在信
阳举办，就是希望与会专家学者能够为加快
老区振兴、加速绿色崛起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会长段洣毅认为，
信阳之举，是在人居领域推动科技产业化、产
业科技化的一次重大探索，也是紧抓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畅通经济
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项创新行动。

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吕国范对此
同样给予充分肯定：“这是信阳在全省乃至
在全国的首创之举，是综合研判自身区域、
人口、产业基础和生态禀赋作出的科学决
策，不仅找准了信阳在河南省国家创新高地
建设中的定位，开辟了老区发展的新领域、
新赛道，也让老区的绿色崛起找到了精准的
科技支撑。”

绿色金融引活水

产业发展有方向，科技创新有目标，人才
集聚有平台，金融支撑就成了人居科技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论坛上，以“绿色金
融、创享美好”为主题的信阳绿色金融特色品
牌的发布，吸引了一众专家学者的目光。

信阳生态环境资源富集，“绿电”充沛、
碳汇充裕，全市森林覆盖率超过 42%，高出
全国 20个百分点，每年生产生态服务价值
量6000亿元以上，新增碳汇500万吨。

信阳市绿色金融首席顾问徐汉国表示，
通过信阳市生态产品价值（GEP）核算系统
初步核算，2020年度信阳市生态产品价值
总值就在6000亿元左右。

信阳按照“产业为基、金融为器、绿色为
本、创新为魂”的理念和“融红于绿、点绿成
金、数字赋能、绿色崛起”的思路，深入推进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成功入选全国气候投融
资试点市，并全面开启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
验区的申建工作。

信阳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局长宋昊
表示，10月 26日，全省首家“绿色支行”的开
业运营，标志着信阳紧抓碳达峰碳中和战略
机遇，正式开启全面构建绿色金融专营机构
的大幕。

信阳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梁玉峰表
示，信阳市还依托“信易贷”平台，建成全省
首个开发绿色金融应用专题的地市融资信
用服务平台，推动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深度

融合，畅通绿色主体供给侧与需求侧，致力
于打造国内领先的绿色金融标杆平台。

截至目前，信阳市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
台已入驻本地金融机构 54家，上线金融产
品 68 个，总授信 38.9 亿元，发布绿色项目
107个、总投资403.6亿元，入驻绿色专营机
构 11个，有效破解了政银企信息不对称问
题，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科创美好添动力

初冬的信阳，城中北湖如镜、碧水盈盈，
蓝天白云下，羊山新区顾岗村未来社区内白
墙黛瓦，湖畔生态景观错落有致，村居建筑
的现代气质与田园风貌相得益彰。

作为信阳率先打造的首批未来乡村社
区试点项目，羊山新区顾岗村与罗山县何家
冲村、平桥区郝堂村、浉河区郝家冲村和光
山县东岳村一同登台，高光亮相。

羊山新区是信阳未来人居科创城的核
心启动区，也是信阳中心城区的核心区。“我
们将以集成改革和科技创新为抓手，以家居
产业小镇转型升级为基础，以未来社区建设
为载体，以创建国际花园城市为着力点，打造
绿色低碳城市样板，形成未来城市、未来社
区、未来产业相互支撑、多层并进的新发展格
局。”羊山新区党委书记刘璇在论坛上说。

“本次论坛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信阳
如何在全国率先打造‘国家未来人居科技创
新高地’！”SUC人居智库创办人、SUC联合
国可持续城市与社区项目执行主任、信阳未
来人居科创城建设首席顾问李响表示，信阳
着力打造空间集聚、学科关联、开放共享的
国家人居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集聚地，为

“美好生活看信阳”建设提供坚实的科技支
撑，也必将为信阳老区的绿色崛起、高质量
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信阳市市长陈志伟表示，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信阳市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坚持以人居科技集聚绿色崛起动能，
在加快住房发展转型和城乡人居高质量发
展、加强人居科技产业研究和协同创新、创
建人居科技产业学院等方面先行先试、持续
发力，让人居科技更好地推动信阳绿色低碳
发展，更好地为城乡居民创造美好生活，共
同谱写信阳“两个更好”的绚丽篇章。9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杨晶晶 通讯员 向
宣垣）11月 11日，在纪念红二十五军长征“花山寨会议”
88周年之际，2022年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工作推进
会在光山举行。

作为“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首倡地，光山县已
成功挂牌“文产特派员之家”及“河南乡创赋能中心光山
基地”，颁布并实施了《光山县域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工作方案》，越来越多的优势资源和人才正源源不断向光
山集聚。至今共对接 30个文化产业特派员项目，其中 7
个项目已落地签约，围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建设县
域共同富裕单元、打造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推动乡创品
牌和优质资源聚集。

为充分利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传播红色文
化，当日，光山县全域红色教育研学旅行启动仪式在花山
寨会议旧址举行。

光山县委书记王建平表示，光山将紧抓省级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的机遇，将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
展优势，全力打造全域红色文旅研学新高地和革命老
区振兴发展的新样板，奋力谱写“红色光山走前列”的
出彩篇章。9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符
浩）11月 15日，冬已至，天渐寒，淮滨县淮河大道西延线
的施工现场，多台机械鏖战正酣。

淮滨县县长谷光亚表示，这种火热的建设景象，只是
淮滨项目建设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淮滨坚持“项目为王、产业为基”，紧盯目标谋
项目、紧盯进度推项目、紧盯要素保项目，强力推进项目建
设。截至目前，2022年 11个省级重点项目已完成投资
142.96亿元，占全年目标的135%；46个市级重点项目完
成投资86.95亿元，占全年目标的151%，位居全市前列。

在阳光集团（河南）服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500
多名工人正紧张忙碌，各色布匹从生产线上快速流过，变
成一件件精美的服装。

“项目从 7月 1日签约到 9月 26日投产，仅用时 86
天。”公司总经理赵伟强高兴地说。全国500强企业阳光
集团的入驻，显著提升了该县高档服装生产能力。目前，
该公司4条西裤生产线已经打通，4条西服生产线也即将
打通，到本月底所有生产线可全部打通投产。

围绕“一纺两造”三大产业，淮滨抢抓苏信对口合作
机遇，加快推进产业提质发展。主要领导带头招商引资，
今年全县已签约主导产业项目 41个，总投资 59.8亿元，
到位资金17.4亿元，全市排名第二。

今年年初，信阳港淮滨中心港区开航以来，港口吞吐
货物已达 300万吨以上、集装箱 7000标箱以上，成为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淮滨以临港经济区为依托，加快“十大产业基地”
建设，积极引导企业设备换芯、机器换人，谋划“三大改
造”项目 35个，2022年度计划投资 27.3亿元，已完成年
度投资 25.24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92.45%，让传统企业
焕发新生。9

智享未来 科创美好
——2022国际人居科技与城乡绿色发展论坛侧记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日报社全媒
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王凌云）11月 14日
早上 8 点不到，家住信阳市中心城区的刘
帅，就早早赶到了浉河区东双河镇。

作为今年5月首批下沉的区直事业单位
人员之一，他被选聘到东双河镇党政办。与
他同期下沉到该镇的，还有另外6位同志。

“到基层工作后，当然比以前忙了，但面
对面地为群众服务、为乡村振兴出力，感觉
特别充实。尤其是看到茶乡一天比一天美，
群众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成就感与日俱增！”

信阳市以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为契机，
创新盘活用好现有编制资源，探索实施“减
县增乡”，目前已推动全市市直、县区单位干
部8890人下沉到乡镇（街道）。随着人员下
沉、权力下放、资源下移，基层治理也有效实
现市、县（区）、乡镇（街道）三级“协同作战”
的转变。

而 在 信 阳 ，“ 减 县 增 乡 ”只 是 构 建
“1335”工作布局的“关键一招”，在“基层基
础上突破”，其重点就是借鉴“枫桥模式”，通
过“减县增乡”“放管服效”等改革，探索实现

基层系统治理闭环，着手构建纵横联动的
“王”字形治理架构，搭建“H”形数字化高效
畅通平台，以基层吹哨、部门报到，分岗明
责、术业专攻，推动“微事不出格、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乡”，让事情办理在基层、矛盾
化解在基层、问题解决在基层，达到“让群众
办事更方便、政府服务更高效”的目标。

“下”去的是人、力、权、物，“上”来的是
治、效、质、能。权责重构、体系重塑、资源重
配，激活了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今年 5
月 13日，东双河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出

全市第一张由乡镇人民政府为执法主体开
具的农村行政执法罚单，违规者就近接受教
育处罚。与此同时，154项政务服务事项在
该镇公共服务中心就近“一站式”办理……

改革的系统集成，带来了信阳“减县
增乡”、放权赋能的“集中式”突破。加之数
字赋能的发力，一系列推进市域基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连锁效应不
断释放，为老区振兴、绿色崛起，开启“美
好生活看信阳”城乡治理新篇章孕育了新
动能。9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工作推进会在光山召开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罗
松）“路变平了，灯变亮了，排水通畅了，居住环境变美了，
俺们的日子啊，就更舒心了！”11月 14日，看着自己居住
的老旧小区大变样，潢川县北园新村小区的居民个个脸
上洋溢着笑容。

今年 7月，包括北园新村小区在内的潢川县 8个老
旧小区，经过公开招标开始改造。几个月过去，在这些小
区居民的眼中，一个个老旧小区换上了“新装”。预计到
今年年底，这批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将全部完成。

据介绍，潢川县高度重视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多年将
其列为“民生实事”工程。2019年以来，该县已改造完成
老旧小区 33 个，改造面积 31 万余平方米，受益居民
3600余户。

为扎实完成这一“惠民生、强基层”的工作任务，该县
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谋划，压实主体责任，稳步推进
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工作，积极探索老旧小区改造移交后
的长效管理机制，探索形成小区居民共管共治局面，巩固
维护改造成果；同时依托老旧小区改造的经验，结合街
区、片区改造理念，推动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和城中村的
改造，逐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打造美好潢川。9

《罗山的一天》首映

信阳8890人下沉乡镇

“减县增乡”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市县传真

淮滨

项目建设夯实经济运行“压舱石”

潢川

老旧小区改造持续见成效

羊山新区街头公园内的“两个更好”书屋。9 刘宏冰 摄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洪晓燕 吴文狄

11月 10日，大别山（商城县）第二届油茶花节在被
誉为“中原油茶第一乡”的商城县长竹园乡举办。

老区群众以独具豫南风情的商城歌舞表演和油茶
产品展销来迎接宾客。

以花为媒，以节为介。活动吸引众多媒体平台开展
线上直播，通过镜头带领大家领略白沙岭万亩油茶基地
花开绚烂的美丽风光，推介精炼山茶油等商城农特产品。

商城县是全国发展油茶重点县，近3年累计新发展油
茶13.36万亩，全县油茶面积超过30万亩，预计今年油茶
鲜果产量将突破5万吨，毛油产量将达3000吨以上，产值
约4.7亿元。9

油茶花节
迎客来

▶当地群众表演商城
歌舞“火绫子”。9

▼油茶企业代表推介
油茶新品种。9

本栏图片均为 吴文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