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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 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镇平， 是一个特别的地

方，这里不产玉，却是“中国
玉雕之乡”； 这里不产丝，却
是“中国地毯之乡”；这里水
域不大， 却是“中国金鱼之
乡”； 这里拥有 30 多个玉兰
品种，是“中国玉兰之乡”。

寒冬的风， 吹得叶落草
枯，大地一片萧瑟。 但走进镇
平县侯集镇长彦观赏鱼扶贫
基地， 感受到的却是生机勃
勃的气息。 养殖区内，长长的
水塘一字铺开， 各色金鱼悠
闲地游来游去， 几名工人正
在给它们投食。 74 岁的谭丙
林，在照顾孙子和妻子之余，
抽空来到这里务工， 每天能
有五六十元收入， 不仅够一

家人基本生活，还有节余。 此
外， 凭借到户增收资金和小
额信贷资金入股， 他每年可
以获得保底 3500 元的分红。
谭丙林说，有了收入，心里比
以前踏实多了。 作为“中国金
鱼之乡”，侯集镇的金鱼养殖
现已扩展到 10 余个行政村、
1200 余户， 年产成品鱼 5000
万尾，产品远销北京、上海、
四川、新疆等 27 个省、市的
大中城市， 并出口到日本和
东南亚部分国家。

郭庄回族乡， 原本是一
个较为贫困的乡，这两年，乡
党委、 政府下大力气招商引
资，着力做大做强蔬菜产业。
截至目前， 全乡已经引进 4

家无公害蔬菜公司， 蔬菜种
植面积达到 7000 亩，占总耕
地面积三分之一以上， 全年
生产无公害蔬菜 5000 余万
斤，销往广州、深圳及香港、
澳门等地区，实现产值 1.6 亿
元， 带动当地 8 个村、700 多
名群众就业， 帮助 208 个贫
困户成功脱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镇平县
持续放大产业优势，培育龙头
企业，整合专业合作社，初步
实现一乡（镇）一个主导产业、
一个产业一个联合专业合作
社、 一村一个产业扶贫基地、
一户至少有一人稳定就业，推
动县域经济蓬勃发展，带动贫
困农民脱贫增收。

特色产业动力十足 “互联网＋”活力澎湃

镇平：昂首踏上新时代新征程
□本报记者 杨东梅 文/图

“互联网 +” 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
重商精干，是镇平的名片

之一。早在清末，这里的丝绸、
玉器已经转销海外。在互联网
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镇平县
抓住机遇，推动全县电子商务
发展驶入了快车道。

近年来，该县先后制定了
《镇平县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
展的实施意见》、《镇平县推进
电子商务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6-2018）》。 去年，该县又
通过“招大引强”战略，与苏宁
云商、阿里巴巴、京东商域等
国内知名电商企业合作，建立
“镇平县电子商务协会”，积极
引导县内电商企业、小微企业
入会，形成发展合力，由以前
的“单打独斗”转变为“抱团发
展”， 为传统的产品销售模式
注入新的发展活力。

在政府引导下， 具有镇平
特色的玉雕、金鱼、花卉苗木、
食用菌等产品一一实现“上网
进城”，县里的重点工业企业也
纷纷搭上了“互联网+”的顺风
车， 拓宽了营销渠道。 与此同
时，2000 多名大学毕业生和各
类人才返乡创业，迅速掀起“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

1995 年出生的徐航 ，就
是返乡人才之一。 大学毕业
后，他在武汉光谷做了两年的
电子商务，一直思考如何到北
上广深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来
没有想过回乡发展。 2015 年
11 月，因结婚回到镇平，他一
下子被震撼到了，家乡的电子
商务势头远超他的想象。 于
是， 他和原本做摩托配件生意
的李茹一拍即合， 筹建了玉媚

儿珠宝公司，于 2016年 7月份
正式入驻镇平县跨境电商产业
园。现在，他的家就在产业园区
附近，生活十分方便，而收入也
比以前更高。

现在， 镇平县正在奋力打
造豫西南“互联网+”物流双创
小镇， 借助沪陕高速和 207国
道的便捷交通条件， 这里已成
为服务河南省西南部的重要物
流枢纽与互联网服务业集聚
区。 2016 年“双十一”，镇平县
电商销售额 9483 万多元，在
100 个国家级贫困县中名列第
三。 跨境电商产业园更是用创
意和创新突破传统电商蓝海，
正在快速接入全球网络。

镇平，这个如花似玉的人
文之乡、将军故里，正焕发出
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90 多年前，民族英雄彭雪枫在家乡镇平挥戈而起，投身革命，20 年披坚执锐，壮烈殉国，建立了不朽功勋。 英雄虽逝，精神永存，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在这片土地上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兢兢业业、忠诚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镇平县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带领群众增收致富，推动县域经济飞速发展。

2017 年 12 月 26 日，由市委宣传部、市记协组织的“宣传贯彻十九大、十佳记者走基层”采访小组赶到镇平县，追寻革命先烈的足迹，感受新时代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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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要点
1 月 11 日,市公安局党委委员、警

令部主任高岭带队值班《行风热线》节
目， 专题介绍 110 报警接警处平台建
设及其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听众关注的主要
问题为户口迁移落户、 年龄更改、110
报警电话使用等。

民生关注
恶意骚扰 110 报警电话将受到严

厉处罚
生活中,一些市民出于好奇或者恶

意骚扰拨打 110 报警电话， 这种行为

不仅浪费警力， 还可能导致真正需要
处置的警情被延误，警方提醒，严重骚
扰 110 接警处平台将会受到处罚。

目前 , 我市城区设有 18 个专职
110 出警中队 、28 个特警屯警点 、62
个交警岗亭、8 个事故中队以及 6 个
消防中队等统一接受 110 指挥中心调
度，确保能够及时高效地服务群众。

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 全市
110 报警台共接警 165 万余次，有效
接警 36 万余起， 有效接警的次数仅
占四分之一，群众对 110、119、120 等
求助电话充满好奇， 个别人情绪压

抑 ，法律意识淡薄 ，是恶意骚扰 110
事件多发的重要缘由。 南阳市公安
局党委委员、警令部主任高岭表示，
对随意拨打 110 者， 坚决依法处理，
轻者警告，重者依法行政拘留，并责
令其公开道歉，确保 110 资源的有效
利用。

行风反馈
网友： 信臣路白云检测线附近区

域规划的有中小学校吗？ 具体在什么
位置？ 另外，新城区规划范围是什么？
何时能公布规划成果？

市规划局：检测线附近，按照中小

学布局规划， 规划 A11 路与高新路交
叉口附近规划有市十三小迁建项目;南
阳新城范围，东至许平南高速，西至白
河，北至新店乡，南至 312 国道。 目前，
南阳新城相关规划正在积极编制。

网友：月季园施工影响到李高路，
什么时候能恢复畅通？

市规划局： 根据市政府整体工作
进度安排，李高路预计 2018 年上半年
通车。 目前，李高路正在建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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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百姓说话 为政府分忧

镇平县某电商公司销往国外的部分工艺品

侯集镇务工农民在长彦观赏鱼扶贫基地给锦鲤喂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