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瞎子摸象”到“按图索骥”

孟津县招商引资精彩蝶变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特约记者郑战

波）12月20日，记者在孟津县华阳产业集

聚区看到，投资12亿元的金彭电动车项目

工地上，一台台挖掘机举臂装车，一辆辆载

重汽车繁忙穿梭，工程建设突飞猛进，演绎

出继“万国商汇”项目后的又一“孟津速度”。

据悉，该项目从今年7月份开始接洽，9

月底顺利达成协议，10月中旬成功签约，11

月初正式开工建设，进展速度环环相扣超乎

想象。金彭车业公司负责人孔令奇激动地

说：“原计划是到明年底投产的，没想到前期

各种手续办理得如此之快，现在预计可提前

半年进行试投产。”

孟津县在以往的招商过程中，逢会必

去，从不错过任何展览会、博览会、推介会、

老乡会等，但往往投入产出比不高，存在“普

遍撒网，重点捞鱼”的粗放性。今年以来，该

县不断创新招商理念，一改过去突出性招商

为经常性招商、粗放型招商为精准性招商、

外行招商为内行招商、大员招商为全员招

商、被动招商为主动招商、轰动招商为务实

招商。全面转型升级招商工作，运用清晰的

“产业招商路线图”和“优势产业招商图谱”，

按图索骥准确招商。

“现在出去招商，我们每个人身上都

携带两张‘秘密图纸’，一张是‘产业招商

路线图’，一张是‘优势产业招商图谱’。”

孟津县驻上海招商分局局长李洪通说，过

去没有这两张图，外出招商就如瞎子摸

象，撞到哪里就是哪里，盲目性很大。现

在有了这两张图，招商就如有了夜明星和

定盘星，县里重点关注哪些主导产业，这

些产业分布在哪些地区，各产业中的优势

企业有哪些等，在这两张图上都标得明明

白白、一清二楚。

在采访中，孟津县委书记吉振华说，今

年9月份，他们依据自身产业基础和优势，

组织专家和相关部门，在充分筛查国内外相

关产业和行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认真绘制

了具有操作性、引导性、纲领性和前瞻性作

用的“产业招商路线图”及“优势产业招商图

谱”。目的就是引导外出招商人员，按图索

骥，锁住重点区域、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开

展一对一、点对点的精准招商，实现由“全面

撤网”到“重点聚焦”的根本转变。

在谈到金彭电动车项目，如何能在竞争

激烈的招商浪潮中，如此之快地落户孟津，

县长张书卿一语道破天机：“我们把装备制

造、化工产业、再生资源等产业链上的每个

部位都编制了一个产业链图谱来进行招商，

产业图谱作为‘见面礼’，既新颖又实用，一

下子就赢得客商的‘芳心’。金彭电动车项

目，产业链上有很多企业，我们又选择了鑫

发、隆士达、森兰等相关项目进行成功对接，

一个年产30万辆电动车的生产基地呼之欲

出。”

有了“产业招商路线图”和“优势产业

招商图谱”，孟津县的择商选资思路变得更

为清晰。目前，围绕装备制造、能源化工、

再生资源、化工材料、电子信息、食品生产

等六大基地，引进延链、补链、强链项目

100多个。例如该县的洛阳循环经济园

区，随着投资8.45亿元的废旧家电拆解、废

旧塑料加工等项目的建成投产，相继带动

27家相关企业入驻，形成了从废旧钢铁、

废旧纸料、废旧塑料初加工到深加工及精

加工的再生资源循环发展的集群产业链，

累计总投资38.6亿元。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特约记者赵

笑菊 李峰）“俺家养的花鸡是在自家的

核桃树林里散养的，绝对是纯天然绿色

食品。”12月23日，在洛宁县马店镇朱

家坡村张建武的林下“鸡场”里，芦花鸡

咕咕叫着，迎着冬日午后的阳光，他一

脸憨厚地说。

今年55岁的张建武是洛宁县朱家

坡村的一位普通农民，也是村里出了

名的能人。虽然他不善言辞，可谈起

生意他可有一套。早在 1994 年他就

开始种植“美国黑核桃”，这一种就是

20年。去年，山东济宁的客商来他这

里买核桃苗，看到他这里青山碧水，满

园清翠，很适合芦花鸡养殖，就推荐他

发展芦花鸡。经过大半年考察，他发

现芦花鸡经济价值高，市场销路好，除

了洛阳市区有几家芦花鸡养殖外，周

边县区还是空白，他觉得这是赚钱的

大好机会。

今年3月份，头脑灵活的张建武从

山东济宁引进芦花鸡苗3000余只，全

部放养在自己核桃园里，以果园里的杂

草、飞蛾、昆虫等为食，不仅省去了他除

草的麻烦，鸡的粪便还能为核桃树增加

肥力。目前，他的芦花鸡羽翅饱满，长

势良好，已能出栏。虽然，张建武的鸡

场在乡村有些偏僻，但每天慕名前来买

鸡的人依然络绎不绝。

据了解，芦花鸡又称为鸡中的“战

斗鸡”，羽毛黑白相间，外形漂亮，就像

斑马纹一样，是我国著名的土鸡品种，

抗病能力强，生长期长，产蛋量高。野

外放养芦花鸡，更是肉质鲜嫩、营养丰

富，据有药膳作用和保健功效，其所产

的蛋里铁、钙等微量元素的含量均高于

普通鸡蛋，而胆固醇含量比普通土鸡蛋

低30%左右。

“就按一只50元计算，俺今年可收

入10万余元。明年我将成立芦花鸡合

作社，带领更多的乡亲致富！”张建武对

芦花鸡饲养信心满满。从“核桃王”到

芦花鸡场场长，张建武利用洛宁良好的

自然优势，巧打“生态牌”，在致富的路

上一路狂奔。张建武希望不久的将来，

能够不断扩大自己的种养规模，将自己

的核桃园建设成集种养于一体的现代

化生态农业园。

12月24日，汝阳县内埠镇双泉村农民在地里给小麦防治病虫害。入

冬以来，汝阳县通过广播、电视、黑板报在普及冬季麦田管理知识的同时，

县、乡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了解小麦苗情，及时指导农民加强小麦

冬季管理，为明年小麦获得好收成打下了良好基础。特约记者 康红军 摄

“我们的‘天下黑点’黑杂粮又获得了一

个荣誉——‘中国农洽会’金奖。”12月22

日，在宜阳县高村河南华裕黑色作物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该公司董事长姚宗余高兴地对

记者说。

“黑色食品是一种新兴的功能保健食品，

食用黑色食品已经成了一种时尚。早在1998

年我就成立了黑色作物研究所，那一年我刚刚

27岁。”看起来文质彬彬书生模样的姚宗余谈

起他的黑杂粮却口若悬河，所谓黑色食品是指

颜色相对较深，营养较丰富，结构又合理，具有

一定调节人体生理功能，经科学加工而成的一

类食品，黑色食品具有自然性、营养性、功能性

和科学性四大特点。他说，“逢黑必补”是我国

传统医学“医食同源”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

中医理论认为“黑色属水入肾，肾为先天之本，

五脏之首”，黑色食物有显著的“滋阴补肾”作

用，相关带来的是“养肝补血、暖脾健胃”的功

效。可以说，黑色食物魅力无穷。

河南华裕黑色作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0年，当时注册资金只有100万

元，是全省乃至全国首家致力于黑杂粮的专

业公司，如今注册资金已达2150万元，主要

从事天然黑色五谷杂粮的引进、试验、示范、

推广、种植、加工及销售，2007年10月被评

为“河南省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2008

年10月被列为“河南省农业标准化生产基

地”、“河南省一村一品农业示范基地”，

2010年7月被河南省政府授予“省级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称号。公司现有员工179

人，公司拥有宜阳县黑色作物开发研究所、

宜阳县黑磨坊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豫西神

农黑粮保健庄园等三个专业经济实体和一

个洛阳市神农科普培训中心。

目前该公司种植黑杂粮面积2.8万亩，

合作社社员入股土地面积达7980亩，入社社

员3991名，农户8764户。随着公司规模的

不断扩大，带动了黑粮产业的跨越发展，投入

3000万元建成了现代农业产业化区，富硒黑

小麦流水线、富硒黑玉米流水线、富硒黑小米

流水线日产100吨以上，年加工量达2万吨

以上。公司生产的“天下黑点”牌富硒黑玉米

糁、富硒黑小麦仁、黑小麦饺子面、富硒黑红

薯粉、富硒黑玉米鲜穗、富硒黑小麦水饺、富

硒黑小麦汤圆、全黑玉米养生系列产品，远销

国内二十几个地区，公司的加盟连锁店“天下

黑粮店”已在全国开设181家。

“尝尝我们开发的黑杂粮苦荞茶。”在该

公司产品展览大厅，姚宗余为记者递过来一

杯散发着一股清香的苦荞茶，环顾四周，上

百个黑杂粮品种，近千种产品，黑花生、黑芝

麻、黑小麦琳琅满目，黑玉米、黑红薯、黑小

米让人眼花缭乱，仿佛进入了一个黑色的世

界，“天下黑点”，果不其然。

“只有创新，才能成功，我们这些年一直

在创新，从黑杂粮产品开发，到包装上市我

们都力求与众不同，黑杂粮，让我一条道走

到‘黑’！”姚宗余充满信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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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特约

记者刘小江通讯员张艳）日前，

国内首个中小（微）企业实体工

业社区——洛阳东北大学新材

料科技产业园在新安县洛新产

业集聚区奠基。

东北大学新材料科技园项

目总投资50亿元，占地面积900

多亩，由东北大学提供技术支持，

园区倾力打造集科研、生态、办

公、制造、园林、生活于一体的实

体工业社区,以专业单层重型厂

房、多层标准化厂房、个性化定制

厂房为主，涵盖孵化器、加速器、

工程实验室、国际贸易中心、科技

研发服务中心、公共平台、硕博连

读培训中心、员工宿舍、餐厅等相

关配套产业。园区以“现代服务

业带动现代制造业，全方位、全体

系服务企业的生产型工业物业”

为发展战略，让入驻企业运营流

程有效精简，使企业在成本和效

率上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

目前，阿里巴巴洛阳轴承产

业带核心项目、无人飞机制造项

目以及领先于美国、德国、日本

的汽车发动机铝硅合金气缸套

项目等已签订入园协议。

本报讯（特约记者葛高远

通讯员朱志刚）叶庭伟是伊川县

鸦岭乡董家沟村的一名小学教

师。最近，他又多了一项新工

作，成了村里“群众事务帮办站”

的一名义务帮办员，每周不仅对

9名留守儿童进行一次家访，还

义务为他们辅导功课。

为充分发挥农村党员干部在

服务群众中的作用，促进村级党

组织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有效解决群众的办事难问题，今

年，伊川县在14个乡镇示范建立

了“群众事务帮办站”，为群众事务

办理提供“一站式”服务。

各村结合实际，由村支部书

记或村委主任兼任帮办站站长，

抽调党员干部、大学生“村官”和

入党积极分子担任帮办员，帮助

群众帮办计生、民政、土地等事

务。同时，各村还挑选有特长的

党员群众担任义务帮办员，对群

众所需的农业技术、家电维修、

卫生医疗、应急处理等进行义务

帮助。

目前，14个“群众事务帮办

站”共配置帮办员70余名，义务帮

办员80多名，为困难群众、特殊家

庭、特殊群体提供义务帮助300

余人，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

本报讯 今年以来，洛阳市农业发展银行

营业部，把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放在同等重

要的位置，结合洛阳实际，着重对民营企业进

行了大力支持。在考察筛选的基础上，把洛

阳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洛阳城市建设有限公

司和洛阳大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作为重点

营销对象，先后投资15亿元进行大力支持，同

时把小微民营企业也作为支持对象，先后融

资3亿元，有效地支持了洛阳民营企业的发

展，促进了洛阳市经济的有效增长，实现了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赵次杰）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通讯

员高广兴）日前，我省首个大中型

客货车考试基地在洛阳正式投

用，洛阳、平顶山、三门峡、南阳、

济源5个城市的大中型客货车

A1、A2、A3、B1、B2驾驶证的考

生科目二、科目三考试将在此考

试。这标志着该市成为全省首个

实现大中型客货车全科目考试智

能化评判的城市。

据洛阳市交警支队驾管所所

长高虎介绍，洛阳考试基地主要包

括两个考场，一个是位于邙山的大

中型客货车科目二考场；另一个是

位于汝阳县陶营镇的大中型客货

车科目三考场。大中型客货车科

目三考场占地13亩，除办公区、学

员待考室外，还设有餐厅、招待

所。该考场有两条考线，其中大货

车考线的考试里程为10公里，大

客车考线的考试里程为20公里。

河南省大中型客货车洛阳考

试基地不仅是全省4个考试基地

中首个建成投用的，也是目前我

省唯一实现科目二、科目三考试

智能化评判的考试基地。作为豫

西地区唯一的大中型客货车科目

二、科目三考试基地，洛阳考试基

地今后将承接洛阳、平顶山、三门

峡、南阳、济源5个城市大中型客

货车A1、A2、A3、B1、B2驾驶证

的考生科目二、科目三考试。

本报讯 近日，洛阳市首个

风电项目——中国风电集团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在宜阳县

正式开工建设。

该项目由中国风电集团投

资，位于宜阳县樊村镇老庄村，

总投资约5亿元，拟安装24台单

机容量为2兆瓦的风电机组，工

程装机规模为48兆瓦，项目对

宜阳县产业、能源结构调整，实

现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意义。项

目建成后，年上网电量约3.872

亿度，年产值超2亿元。

(李炳辉 田义伟)

本报讯“多亏了烟草公司的锦囊妙计啊！”

12月22日，一斜阳光透过大大的玻璃窗洒进伊

川县城关镇卷烟零售户曾尚武的“唐人烟酒

行”，给本就热闹的门庭增添了更多的温暖。曾

尚武说，以前由于商品品种单一、布局不合理，

生意在此之前一直不太乐观。可是自从伊川县

烟草分公司的营销人员送来了“锦囊妙计”之

后，经营水平提高了，盈利性增长了，还结识了

很多的消费者朋友。

原来，针对辖区零售客户日常经营中存在

的问题，今年以来，伊川县烟草分公司的卷烟营

销人员以客户为本，通过“问诊”、“巡诊”、“会

诊”，主动帮助零售客户解决经营难题。

主动“问诊”。向零售客户发放调查表，了

解其经营难题，组织有关人员制订最佳指导

方案。此外，他们还利用领导班子成员和机

关人员到市场调研之机，带着事先准备好的

有关零售客户销售方面的课题，主动“问诊”，

了解实情。

经常“巡诊”。每周对辖区零售客户经营情

况进行一次摸底，把经营业绩持续下滑或不稳

定的客户作为重点跟踪和“巡诊”对象，并组织

业务骨干现场“把脉”，及时帮其找出原因，提高

经营能力。

及时“会诊”。对日常“问诊”、“巡诊”中发

现的共性问题和难题，及时召开专题研讨会，组

织业务骨干进行集体“会诊”，逐一剖析问题根

源，寻求突破口，商讨解决办法，制定切实可行

的改进措施。 （杜方方）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

员胡燕鸽）为全面加强党的基层

组织建设，充分调动村级干部服

务经济发展、服务农民群众、推

动科学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栾川县合峪镇以“四过

硬”为抓手，在全镇21个行政村

拉开争创“群众满意村干部”活

动的序幕。

理想信念过硬。能够自觉

学习党的理论知识，模范执行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在政

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镇

党委、政府保持高度一致；思想

作风过硬。有大局意识，做到吃

苦在前，享受在后，带头移风易

俗、传递弘扬正能量，在精神文

明建设中发挥表率作用；带富能

力过硬。能掌握一至两门实用

技术，有致富产业，带动两户以

上党员群众共同致富；岗位业绩

过硬。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熟

悉业务工作，勇于承担急难险重

的工作任务。

新安县

东北大学新材料科技产业园奠基

伊川县

小小“帮办站”彰显大民生

栾川合峪镇

倾力打造“四过硬”村干部

■乡村人物

“黑杂粮，让我一条道走到‘黑’”
——访河南华裕黑色作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宗余

□黄红立 卢班

洛阳农发行

18亿支持民企发展

洛阳市

首个风电项目在宜阳开建

洛阳市

建成省内首个
大中型客货车考试基地

张建武正在给鸡喂食

洛宁
林下芦花鸡铺就致富路

伊川烟草分公司

以客户为本
解决经营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