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找到片区建设“金钥匙”

二郎庙镇域内拥有4A级景区德云

山风情植物园、“宛北明珠”望花湖、千年

古刹普严禅寺、“天然氧吧”大乘山等独特

的自然资源禀赋，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

发挥最大优势，连点成片助力乡村振兴，

需要规划先行。

该镇围绕“旅游+林果花卉种植”乡村

振兴综合片区建设目标，着眼当前，规划

长远，在县域“十四五”发展远景中找准定

位。该镇邀请河南省城乡建设规划总院

规划团队对全镇进行全景规划，做到国土

空间规划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相衔

接，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一心引领，一

带贯穿”，以望花湖片区为镇域核心，结合

湖区西侧林果观光带打造特色休闲体验中

心，结合东侧城镇发展带打造镇域综合服

务中心。“双核驱动，双环串联”，围绕望花湖

生态景观核心、普严禅寺历史人文核心，打

造慢行交通环和旅游环路。“多区协同，三

生共荣”，围绕望花湖片区、乘德片区、万亩

花海片区、都市农业区、生态农业区、高效

农业区、循环农业区，推动农业与旅游、文

化等产业的融合发展。蓝图的绘就为二郎

庙镇的乡村振兴找到了“金钥匙”。

□本报记者李海旭文/图

日前，由桐柏豫龙农林有限公司全

额投资兴建的中州国兰产业园，已开工建

设。该项目位于桐柏县东南方向，安澜路

与中源路交叉口，总投资1.1亿元，占地

60亩，三面山峦环抱，环境优美。

“幽兰在空谷，馥馥吐奇芳”。兰花

别名兰草、芝兰，品种繁多，为多年生草本

植物，四季常青，姿色俊秀，香气四溢，历

来为文人墨客所称颂，被誉为“花中君

子”“空谷佳人”。

在日常生活中，兰花作用广泛，可驱

蚊、净化空气，提取配制的兰花香精、兰花

精油、兰花茶酒、兰花糕点有治疗盗汗等

功效，久用可益气轻身、通神明目、除胸中

痰痹。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赏兰、

养兰，追求生活高品位的人越来越多，兰

花已成为居家装饰用品。

据了解，中州国兰产业园由桐柏豫

龙农林有限公司全额投资兴建。该项目

负责人王先龙为桐柏县兰花协会副会长，

从事兰花繁育、经营、研究30多年。王先

龙介绍说，中州国兰产业园项目将承担兰

花产业科研基地、示范种植基地、培训基

地、科普基地、交流交易中心、旅游观光等

综合性功能。建设内容包括兰花展厅：主

要用于举办大型博览会、名优兰花精品交

流展示，科技培训，中小学教育实践；兰花

种质源圃：引进全国名优兰花品种，开展

良种繁育、兰花组织培养、资源保护研究

等业务；以研发为依托，建设智能化兰花

种植示范基地和兰花交易市场，吸引全国

各地兰商和兰花爱好者前来交易，带动周

边群众发展兰花产业。

桐柏县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四季

分明，气温适中，雨量充沛，植物生长茂

盛，有着“中原兰花之都”美誉，自古就有

大面积的蕙兰分布，桐柏蕙兰品质优良，

花香浓郁。近年来，在桐柏县委、县政府

产业政策支持下，桐柏人工培育的蕙兰已

逐渐形成规模化和现代化，经济和社会效

益凸显，呈现出名优品种多、花色全、市场

前景看好的发展趋势，深受全国兰花爱好

者青睐，每年前来交易、参观学习的“兰

友”络绎不绝，促进了蕙兰繁育产业的快

速发展。目前，桐柏县成立了兰花产业协

会，拥有十多个兰花专业合作社和规模化

兰花繁育基地，兰花从业者数千人，年产

值过亿元。兰花产业正成为该县一项特

色产业。

据介绍，中州国兰产业园一期智能

化温室和展览馆正在建设中，预计2022

年5月完工。项目建成后，将会有力地提

升桐柏兰花的品牌知名度，带动桐柏县兰

花产业升级发展。同时，也为桐柏县文旅

产业发展再添新亮点。

方城县二郎庙镇

开启“片区建设”幸福门

总投资1.1亿元，项目建设智能化、标准化，集研发、种植、
交易、培训、观光于一体——

桐柏县中州国兰产业园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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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海旭于涛文/图

走进河南大学药学院教授、河南大

学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

主任康文艺的办公室，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房间里一箱箱堆积如山的菌菇。这

是他和他的研发团队进行科研的原料，

更是他16年深耕食用菌领域的见证。

自2005年开始，康文艺带领团队

开启了食用菌、中药材等领域药食两用

的专业化研究道路。2014年以来，该

团队先后获批开封市保健食品功效成

分研究重点实验室、河南省药食两用资

源功能研究国际联合实验室、河南省功

能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18年，获

批农业农村部颁发的“国家食用菌加工

技术研发专业中心”。“这是河南大学首

次获批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中心，

也是河南大学进入‘双一流’建设大学

以来，在国家级平台建设方面取得的重

要突破。”康文艺自豪地介绍说。

“这是别人刚给我寄的菌菇新品

种，在这种菇里面，我们发现有增强免

疫的成分。”康文艺拿出一箱菌菇说，

“如果把这些成分进行筛选应用，菌菇

的专业性用途可就多了。河南省作为

食用菌种植大省、资源大省，已经连续

18年产量位居全国第一。但是产量上

去了，如果仅仅只靠卖原料，做初级农

产品，大的精深加工产业不能实现升级

发展，那么食用菌行业就难以实现转型

升级。食用菌一方面走向餐桌，另一方

面应该走向精深加工，把它变成具有治

疗性的功能性产品，提高附加值。”

这也是康文艺和他的团队持续致力

于食用菌研发的初衷——通过研发创

新，解决食用菌产业发展中的难题和瓶

颈，为河南食用菌产业发展找到“下一个

出口”。

康文艺介绍说：“我们的研发工作，

主要是了解食用菌中哪个成分具有治

疗效果，这种治疗效果的作用机制是什

么？都要搞清楚。然后，再和生产企业

对接进行深加工，把它加工成产品，从

而增加附加值。比如，一斤香菇可能只

卖15元，但通过深加工和提炼之后，利

润空间就会大幅提高。”

为了实现这一梦想，在河南大学

药学院的实验室里，在一排排的仪器

旁边，康文艺带领着他的团队持续潜

心研究。“我主要的研究工作是生物评

价，通过动物实验，把红树林内生真菌

的代谢产生的化合物进行研究，我们

发现这种提取物抗炎效果显著。”河南

大学药理学专业二年级研究生王森业

一边紧盯着实验室里的高效液相色谱

仪，对提取物进行化学成分分析，一边

对记者说。

马常阳是康文艺团队中的一员，

2019年去美国访学一年。他说：“在康

老师的指导下，我们都快速成长，希望

为河南食用菌产业发展献上自己的力

量。”

“为了让我们的学生研究观念更加

超前，我们把国际化贯穿研究全程。我

们已经引进新西兰的两个院士、美国的

两个拔尖人才，在其他国家也引进了卓

越人才，让他们给我们的学生上课。同

时，也把我们团队的人不断往外派。”康

文艺说。每年30多篇高水平论文、四项

发明专利证书、五个软件著作权、河南省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市场监管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商

业联合会科学技术特等奖、河南省科技

厅重大公益专项、河南精准营养与健康

食品研究等项目立项，一项又一项的成

果见证了康文艺和他的团队的付出。

“基础研究要做好，应用研究和产

业化也要做好，两者相互支持，为地方

经济建设蓄力。”康文艺介绍说，“河南

清丰县的龙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我

们提供金针菇原材料。我们和该公司

共同申请项目，目前在金针菇研究领域

我们做得最专业，围绕金针菇研发已经

问世了两个产品，其中一个是能够通肠

润便的产品。在产业链的下游，我们与

漯河的河南中大恒源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进行合作，为企业解决难题，进

行技术转化。”

“我们在做好金针菇研发产业化的

同时，也受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委

托，积极进行灵芝孢子粉和螺旋藻原料

研究。去年3月，我们起草的破壁灵芝

孢子粉和螺旋藻保健产品原料目录公

布实施后，已经有78个企业备案，生产

产值近300亿元，效益非常好！下一

步，我们要打造食用菌精深加工技术创

新高地，成为行业先行者和引领者。”康

文艺说。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化妆品自古

以来就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可如何

在琳琅满目的品牌中购买到安全、合格

的化妆品，民权县市场监管局为您的“美

丽”把好关口。

自2021年1月1日《化妆品监督管

理条例》实施以来，该局高度重视，迅速

行动，对辖区内化妆品经营单位进行全

面排查，严肃查处一批典型案件，加大曝

光力度，全力维护、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和

合法权益。

据了解，2021年12月29日，商丘市

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李伟、化妆品监管科

科长丁立新一行到民权县对化妆品经营

店规范化建设工作进行验收。

李伟一行先后深入龙塘新生活、宝

洁美妆连锁进口潮品店、花园家家乐购

物中心精品店等5个点位，重点检查美

白、祛斑、防晒、抗老、生发、美甲、脱毛等

化妆品品类，查看经营单位的索证索票

制度、进货查验制度、经营场所卫生管理

制度、不合格产品处理制度、质量举报投

诉管理制度，以及产品标签标识、生产日

期、生产企业、生产许可批号、成分、注册

或备案的编号等信息。

“化妆品是满足人们对美的需求的

消费品，直接作用于人体，其质量安全关

系人民群众健康。要严格贯彻落实‘放

管服’改革要求，建立化妆品风险监测和

评价制度，严守质量安全底线。”李伟说。

“化妆品经营单位一直以来是我局的

重点监督检查对象，通过定期与不定期巡

查、回访，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依法

依规经营，保障‘双节’全县化妆品市场安

全，为‘美丽’把好关口。”民权县市场监管

局药品安全总监王素梅说。 （康丹阳）

1月5日下午，罗山县副县长李城冉

到罗山县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疫情防控

工作紧急部署会议，分析研判当前疫情

防控形势，安排部署当前疫情防控工作。

李城冉指出，罗山县市场监管局要

充分认识疫情防控工作的艰难性、复杂

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按照

罗山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重点要求，毫不松懈抓

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工作，切实

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维护广大人

民群众健康安全。

李城冉对该局提出要求：对商超、酒

店、药店等重点环节和领域要进一步强

化监管措施：一是继续抓实冷链食品疫

情防控，严格落实每周二、周四冷链食品

全链条核酸检测，强化“人物同防”，确保

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夯实冷链环

节安全防线。二是继续加大重点环节和

领域管控力度，商超、酒店、药店等市场主

体要严格落实扫码、戴口罩、测温、场所通

风、集中消毒等管理措施，餐饮环节要严

禁50人以上的聚餐，药店要落实一米线、

实名登记、退烧药物下架等疫情防控措

施，全面筑牢疫情防线。三是强化督导检

查，对重点区域、重点场所、重点行业再

摸排、查问题、堵漏洞，确保责任再落实、

措施再落实、效果再落实。要坚持“五个

务必”：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务必落实好

各项防控措施，务必确保个人安全防护，

务必履行好防控主体责任，务必建立长

效机制，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安全线。

会后，李城冉在该局主要负责同志

的陪同下，深入西亚美悦广场、新都国际

大酒店等地实地检查了疫情防控措施落

实情况。 （潘广杨梅）

●● 科技创新 ●●

一端连接上游种植基地，另一端连接下游深加工企业，
河南大学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聚焦研发——

为河南食用菌产业找到“下一个出口”

桐柏县兰花协会副会长王先龙（左）在兰棚里接待同行。

河南大学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实验室一角。

●● 产业名片 ●●

●● 乡镇新图乡镇新图 ●●

民权县市场监管局

为“美丽”把好关口

罗山县市场监管局

压实防控责任 筑牢安全防线

时值隆冬，地处方城垭口的二郎庙镇到处洋溢着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文旅项目建设、产业发展、人居环境

整治等中心工作如火如荼。

位于方城县东南部的二郎庙镇，镇域内自然景观钟灵毓秀，人文景观独特，是“国家级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南阳市最美山水小镇”，被当地群众誉为方城县的“后花园”。近年来，二郎庙镇在方城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坚

持党建引领，践行“两山”理论，聚力“旅游+林果花卉种植”乡村振兴综合片区建设，取得良好成效。

“我们村以集体土地入股到德云山

风情植物园，每年能为村集体带来20余

万元的收益。村民也在家门口找到了工

作岗位，有些群众还利用自己家的房子办

起了民宿和农家乐。旅游产业的发展确

实让我们尝到了甜头。”庄科村党支部书

记田建林说。

该镇围绕旅游产业，用活资源禀赋，

以产业振兴促进群众增收致富。以德云

山风情植物园为龙头，巩固4A级创建成

果，完善景区配套设施，拉长旅游产业链

条，发展“农家乐”、精品民宿30余家，打

造“旅游+民俗”综合体；以大乘山景区为

龙头，突出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含量

高的“天然氧吧”特点，融合千年古刹普严

禅寺的佛教文化，打造“中原佛山”；以望

花湖景区为龙头，投资5.2亿元，讲好“花

哥花妹爱情传说”，打造“中原最佳表白

地”；以万亩花海为龙头，连续四年举办特

色旅游节庆活动，打造“中原花海观赏

区”。同时，该镇积极实施“一村一品”工

程，打造生态采摘园100余家，望花湖蓝

莓、庄科葡萄、滹沱黄桃等特色果品远销

北上广。

“片区升级建设，是推进乡村振兴的

金钥匙，我们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

找到了乡村振兴的新路子，生态美、产业

强、农民富的二郎庙就在不远的未来！”

方城县二郎庙镇党委书记崔明涛坚定地

说。

“原来村里的污水都直接排放到河

里，河里的水都流到望花湖，一到夏天，河

边、湖边都站不住，味道难闻。”西吴沟村

党支部书记徐林东说。过去的二郎庙虽

然有山有水，却如明珠蒙尘，二郎庙要美，

“治”字是关键。

该镇积极践行“两山”理论，持续开

展生态修复，打造“一湖、一山、多廊道”生

态格局。围绕望花湖水域治理，从“源头”

“活水”上下功夫，保护好镇内的“一纵五

横”六条河流，建设生态护坡、环境缓冲带

28公里，完善镇区及农村污水管网7公

里，建成日处理污水2000吨的镇区污水

处理厂，改写了镇区污水直排望花湖的历

史。同时，围绕望花湖建设国家级万亩生

态储备林，打造生态屏障。扎实开展人居

环境整治，以清理主干道两旁的陈年垃

圾、坑塘污水、房前屋后垃圾、残垣断壁为

重点，进行“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彻底

治理，真正做到“三无一规范一眼净”，擦

亮乡村振兴底色。

治山治水展容颜

产业发展富村富民

□本报记者李海旭文/图

方城县二郎庙镇境内美丽的大乘山方城县二郎庙镇境内美丽的大乘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