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卧龙区改建提升 10 座游园

打造滨河大道生态园林廊道
□本报记者 王宜迪 通讯员 张空

在物阜民丰的唐河县岗柳工业
园，坐落着一座以小麦面粉、小麦专
用粉、挂面等农产品深加工为主的现
代化生产企业———河南曹氏百川现
代特色农产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该
公司以绿色、环保、天然、健康发展为
本，携手河南科技大学食品与生物工
程学院成立粮油工程联合实验室，成
为校企合作的典范。

该公司占地面积 300 亩。公司主
要以小麦面粉、小麦专用粉等农产品
深加工为主，生产销售各种高、中、低
档面粉、挂面、果蔬挂面、杂粮挂面等
300 多个单品，包括面粉、高端挂面、
胡萝卜挂面、紫薯挂面、菠菜挂面、高
端绿豆挂面、苦荞麦挂面、六味挂面、
自加热面等 100 多个品种。由于品种
多、质量好、价格优惠等特点，产品远
销云、贵、川、鄂、湘等 10 多个省市地
区，深得广大客户的青睐和消费者的
喜爱，同时也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
突出贡献。

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曹东
旭介绍， 公司现拥有日产 60 吨挂面
生产线两条， 年产 30 万吨优质专用
面粉加工生产线一条，国家标准化粮
仓 10 幢。 新建生产线有一期工程年

产 4 万吨绿色健康营养面生产线一
条，年产 2.5 万吨非油炸自加热面生
产线一条，二期工程 2.5 万吨非油炸
冲泡面生产线一条，1 万吨冻干面生
产线一条。

记者了解到， 河南曹氏百川现代
特色农产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一直坚
持以绿色、环保、天然、健康发展为指
导思想，2019 年 12 月，该公司携手河
南科技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成立
粮油工程联合实验室， 聘请教育部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 冻干果品产业
国家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河
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 博士生
导师任广跃博士和澳大利亚昆士兰大
学高级访问学者、 中国化工学会干燥
技术专业组核心成员、 博士生导师段
续博士作为公司的学术带头人。

该公司积极与河南科技大学进
行合作， 在厂区成立院校的试验基
地，并引进高校内的教授作为该中心
的技术专家，同时积极参与挂面行业
的技术交流和工作会议，为该中心的
发展和产品推广打下基础。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河南曹氏
百川现代特色农产品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现已通过 ISO9001：2015 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并获得多项自主研发科
研成果。 现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1
项，外观设计专利 5 项，受理中发明
专利 1 项，荣获河南省农业产业化省
重点龙头企业、中国好粮油、河南省
好粮油、放心粮油加工企业、河南省

“专精特新”中小型企业、河南省著名
商标、全国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联盟
品牌孵化基地、 河南省优秀民营企
业、 唐河县最受群众喜爱地方特产、
爱心慈善企业、脱贫攻坚帮扶先进企
业等多项荣誉，连年被唐河县人民政
府评为新型农民主体三十强和十强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同时，该公司研发中心专注于挂

面生产加工技术研发，获得多项自主
研发科研成果，现已授权实用新型专
利 11 项，外观设计专利 5 项，受理中
发明专利 1 项。企业积极配合研发中
心进行科研成果转化， 针对市从需
求，不断推出多种类型的新产品。

曹氏百川现代特色农产品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曹
东旭连续 13 年被当选为唐河县人大
代表，连续 15 年被评为省劳动模范。

“利用新型科技和创新思维不断研发
出更多品种现代绿色健康营养特色
面，成为行业的标杆、食品产业链融
合创新的领跑者是我们企业的目
标。 ”曹东旭坚定地说。 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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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 打造科技创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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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李辉 范淼）
“大叔，咱村里的垃圾多长时间清
理一次？ ”“每天都能看见有人骑
着三轮车过来拉， 不光清理垃圾
池里的垃圾， 连庄边沟里的垃圾
和秸秆也都清了， 现在俺庄可比
以前干净多了。 ”近日，宛城区瓦
店镇纪委牵头成立人居环境专项
督导组，对全镇 21 个行政村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周评比工作。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
行动，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
项重要任务。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以农村垃圾、 污水治理和村容村
貌提升为主攻方向， 是一项实打
实的惠民工程。 督导组一行采取
随机抽查、回头看的方式，制作人
居环境打分表， 对标对表实地检
查，现场打分，对检查中所发现的

问题拍照留存，现场反馈，提出整
改时间， 整改结束后第一时间进
行现场复查验收， 对复查验收仍
不合格的村通报批评， 由包村干
部全程跟踪，直到验收合格为止，
并由镇纪委对该村党支部书记进
行约谈。

为积极服务保障中心工作，
有效推进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
行动，瓦店镇纪委出台《瓦店镇农
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工作督查奖
惩办法》。“瓦店镇以治‘六乱’、抓

‘六清’，实施‘六大行动’为主题，
以全域化‘净起来’为目标，持续
加大整治力度， 为进一步营造干
的氛围，将按照《奖惩办法》对周
评比中排前 3 名的村挂红旗，对
排后 3 名的村挂黑旗。 ”瓦店镇相
关负责人说。 ③5

宛城区瓦店镇纪委

积极作为勇担当
人居环境再提升

年产 30 万吨小麦制粉车间

初夏时节， 走在卧龙区滨河大
道西路上， 处处是美景， 满眼皆绿
色。 滨河大道上曾经的临时违建、老
厂房已经被拆除， 取而代之是一座
座游园、一片片绿地、一个个健身和
便民设施。 今年春季以来，卧龙区从
滨河大道与工业路交叉口到污水处
理厂修建提升 10 座游园，滨河大道
带状生态绿地廊道正在形成。

位于滨河大道与工业南路交叉
口的黄龙庙文化游园是滨河大道带
状生态绿地廊道修建的游园之一。该
游园占地 5000 平方米，4 月 12 日对
群众开放，园内种植有合欢树、垂丝
双色海棠、榆叶梅、紫槿等多种苗木，
修建透水路面 330 米， 仿古长廊 70
米……“这里原来是仪表厂的老厂
区，房子破旧，环境也不好，现在政府
把这个地方改造成了游园，每天晚上
我都能在这里散步，真是好啊。”在附
近居住 40多年的李和平高兴地说。

在雪枫路和滨河大道路口，卧
龙区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生态停车
场。 该停车场在卧龙岗街道桂花城
小区停车场的基础上， 在车位间隔
栽种灌木、乔木、藤蔓植物，减弱灰
尘、噪音和大气污染的同时，有效调

节地面温度，改善生态环境，将停车
空间与园林绿化空间有机融合统
一，受到桂花城小区群众一致称赞。

位于滨河大道与雪枫路交叉口
西南边的仲景大健康公园项目正在
紧张施工。 这里原来是两个违规搭
建的饭店， 为了营造更好的路域环
境，卧龙区将两座饭店拆除，修建仲
景大健康公园， 为市民打造一处集
休闲、娱乐、观光、中医文化科普、宣
传为一体的综合性健康公园。 该公
园将于 6 月中旬建成。

自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工作
开展以来，卧龙区按照“以水润城、
以绿荫城”的城市建设新理念，树牢
市区一体化发展思路， 把握季节特
点，坚持规划引领、突出文化注入、
注重质量品质， 在滨河大道沿线 5
个区域提升建设黄龙庙文化游园、
金河湾游园、桂花城游园、仲景大健
康公园等 10 座游园， 将市民广场、
文化广场、生态停车场等设施串联，
见缝插绿，应绿尽绿，建设跨度 4 公
里、绿化面积约 16 万平方米的生态
园林廊道，真正让群众出门见绿、推
窗赏景，打造人民满意、生态宜居的
绿色卧龙、美丽卧龙。 ③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