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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草种植面积达 24 万亩，制品年销售额达 80 亿元，产业规模全国第一

“南阳艾”引领全国艾产业发展
穿越千年 寻楚风汉韵之典雅
花好人圆 品汉代文化之礼乐

“幸福像花儿一样”集体婚礼招募新人
本报讯（记者 王勇）作

为南阳 2019 世界月季洲际
大会的主题活动之一的“幸
福像花儿一样”集体婚礼即
将举行，现面向全市招募新
人啦！

为树立积极健康的婚
姻价值观和婚庆消费观，宣
传南阳 2019 世界月季洲际
大会，广泛传播南阳源远流
长的汉文化，4 月 30 日上午
9 时， 将在世界月季大观园
月季大舞台举办一场盛大、
隆重、庄敬、充满仪式感的
汉式集体婚礼。

本次集体婚礼由中共
南阳市委宣传部、南阳市林

业局、南阳市总工会、南阳
市妇女联合会、共青团南阳
市委联合主办，河南掌控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 计划
面向社会招募新人 30 对，
凡是有意参加集体婚礼的
新人均可报名。 参与的新人
全程免费提供婚车、服装和
化妆，并将获赠大礼包以及
现场摄影录像的光盘留作
纪念。 在婚礼上，参加南阳
2019 世界月季洲际大会的
国内外嘉宾、组委会相关负
责人将作为主婚人、 证婚
人， 共同见证这 30 对新人
开启幸福的大门。

汉式婚礼不同于西式

婚礼 ,也不同于一般以清、
民国风格为主的中式婚
礼。 汉式婚礼以周礼为蓝
本 ,以典雅、尊贵、庄敬为
气韵 ,追本溯源 ,是体现华
夏经典文化传统的民族婚
礼， 是礼乐文化的具体呈
现。 其浓厚的盟誓氛围、
独有的礼仪秩序， 更能体
现新人之间坚贞、 深沉的
情感。

报名时间 ： 即日起至
4 月 20 日 （名额有限 ，先
报先得 ）。

报名咨询及联系电话：河
南掌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李
女士 18737777898。 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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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科技创新航空母舰

南阳历来重视科技创新，
市委、市政府提出实施“两轮
两翼”战略，就是要以项目建
设扩增量， 以科技创新提质
量，以现代金融活血脉，以人
力资源强保障， 为转型跨越
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围绕服
务南阳全国高效生态经济示
范市、仲景故里、中原粮仓等
发展战略以及支柱、 新兴产
业， 持续调整优化学科专业
结构， 南阳理工学院初步形
成了产业群、专业群、人才链
与南阳产业升级发展的有机
对应和对接， 凸显了工科特
色和专业优势， 学校应用型
专业占比 90%以上。

学校实行“大舰战略”，
着力构建区域行业急需、优
势突出、 特色鲜明的应用型
专业集群， 逐步形成结构优
化、 契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的南阳先进装备制造
业、光电信息产业、土木建筑
业、仲景医药产业、电子商务
及现代物流业、 文化创意业

等六大专业集群。 学校还先
后组建了工程结构性能监测
与控制、 电机振动噪声与控
制、发酵代谢工程、县域电商
服务等 121 个科技研发服务
团队，组建科技协同创新联合
体，为当地企事业单位解决技
术研发难题，先后提供技术革
新、改造、新产品 170 余项，荣
获省、 市成果奖励 500 余项。
其中，食品养殖场智能化控制
项目在中国较大的全自养生
猪生产商———牧原集团推广
使用；与南阳中光学集团电力
器材公司联合研发五防微机
闭锁电脑钥匙， 年销售额达
2000 多万元； 薏米糖浆在乳
制品中的应用项目，为河南三
色鸽公司创造了经济效益；与
张仲景大厨房合作研发的“仲
景香菇酱” 年销售额达 5 亿
元， 催生加工企业 200 余家，
年产值近 30 亿元， 与多家企
业合作研发中医食方食材，助
推着南阳大健康大厨房产业
发展……

为更好地提升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南阳理
工学院的领导们清醒的认识
到， 单凭自身的技术力量还
不足以解决南阳的所有科技
问题， 这就需要联合兄弟院
校，博士、硕士导师、领衔专
家等， 通过联合科技组建团
队的方式，集聚全国要素，整
合各类创新资源， 增强学校
整体科技服务能力， 帮助南
阳广大企业足不出户解决大
部分科技攻关难题。

天津市高校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中心是以科技成果
转化为主体、以科技成果产
业化为主要目标的科技成
果转化与政、产、学、研合作
的高层次创新平台。 作为科
技支撑的科学技术机构，已
经成为中国北部地区乃至
全国的一个有效、全功能的
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和重要
的创新源。

2018 年天津市高校科技
创新成果转化中心在南阳市

设立分中心后，南阳市人民政
府将立足于产业结构调整、工
业园区升级改造，积极对接这
一国家级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将天津市高校科技成果、产业
优势向南阳市转化、转移，培
训人才，提档升级，助推南阳
市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南阳理工学院坚持走产
学研用一体化和开放办学之
路，不断深化校地合作，通过
引进全国高水平科技领衔专
家，不断增强学校整体科技服
务能力，为南阳转型跨越发展
提供了创新动力和人才支持。
南阳理工学院作为天津市高
校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中心南
阳分中心的承接方，结合南阳
市人民政府“诸葛英才计划”
和《南阳理工学院引进社会服
务团队领衔专家实施办法》,
组建高水平科
技研发服务团
队， 实现国家
级科技成果落
地南阳， 同时

将南阳理工学院的科技成果
推向国家级平台。 天津市高
校科技创新成果与南阳对接，
特别是天津理工大学、南阳理
工学院和桐柏县已经落地的
桐安联创项目就是三方合作
的典范。

同舟共济杨帆起，乘风破
浪万里行。天津教委及高校南
阳科技创新战略合作系列活
动，为南阳各级政、产、学、研
搭建了一个高效务实的供需
平台，也为南阳理工学院产教
融合、科技创新，实施大舰战
略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南
阳理工学院将积极融入，加强
服务，主动对接，让天津市更
多的优秀科技成果落地生根，
为推进南阳高质量发展，加快
转型跨越，决胜全面小康社会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本报讯（记者 陈书洁）医圣故
里迎盛会，南阳艾草飘芳香。 4月 26
日至 29日，第三届中国艾产业发展
大会将在市体育场举行。 本届大会
是 2019世界月季洲际大会的一部
分，主题是“传承发展艾产业，助力
健康中国，共创世界艾乡”。 大会恰
逢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在南阳举行，
相比往届，会期更长，规模更大。

第三届艾产业发展大会共设
置了开幕仪式、中国艾产业发展大
会高峰论坛暨“振兴灸法中国行”
学术报告会、2019 中国艾产业发
展大会爱心企业颁奖盛典、“振兴
灸法中国行”专家义诊、艾产品免
费发放体验等主题活动。大会规划
展览面积达 6000平方米。届时，将
有 200 多家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下
游企业和客商参展参会。本次大会
将延续前两届大会成功举办的成
果， 依托我市举办 2019 世界月季
洲际大会为契机，精心打造“宛艾”
文化全产业链的文化盛宴，向世界
来宾全面展示南阳的艾草文化和
仲景精神，促进南阳“宛艾”产业乃
至全国艾草产业的发展，服务国民
健康生活。

为了让更多、更好的艾产品走

进千家万户，服务大众健康，大会
组委会特设 2019 艾产品前沿创
新、 科研成果产品模特走秀展示，
为艾产品的创新、运用提供良好展
示宣传平台，从而影响更广泛的人
群，为“宛艾”产业的发展提供强大
的活力。

目前，我市艾草种植面积达 24
万亩， 野生艾草年开发利用 12 万
吨；已注册艾草企业 1529 家，艾绒
产品占据全国市场的 70%以上；网
络电商有 3000 余家，淘宝、京东等
电子商务平台上，80%经营艾制品
的商户都在南阳，年销售额达 80亿
元，南阳艾草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一。

近年来， 我市把艾产业作为南
阳中药材重点产业进行培育， 发展
上下游产业，初步形成了集种植、加
工、销售、服务、研究、培训等为一
体，全产业链、系统性的发展格局。
加强产品研发和科技创新，以“艾+”
为思路，开发实用新产品，获得 100
多项专利证书。 开发艾产业智能生
产装备， 我市在全国最先推出智能
全自动卷条机、 自动分拣艾粒包装
机、机器人艾叶喂料机等，已成为可
提供全产业链设计方案的艾产品技
术服务基地。 ⑤2

12 5

南阳理工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系列报道之七

创享津宛 合作共赢
南阳理工学院携手天津 16所高校 打造科技创新航空母舰

□特约记者 杨思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