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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官道口 看产业振兴”系列报道之三

天 然 药 库 致 富“ 良 方 ”
文/本报记者 马占方 李博 图/本报记者 苏慧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新机遇，我市将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作
为引领性、战略性工程，加快构建“五位
一体”数字化转型工作格局，以数字赋
能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发力新基建，筑牢数字化基础。我
市始终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实施
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石，以完善通信网
络设施、融合基础设施为重点，加快构
建泛在智联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持续优化网络基础设施。制定出
台 5G 网络建设和产业发展年度实施方
案，持续推动 5G 精品网络建设。截至
10 月 底 ，全 市 累 计 建 设 开 通 5G 基 站
3216 个，提前完成了新建 5G 基站 800
个、全市 5G 基站总数达 3000 个以上的
年度目标任务，实现了全市乡镇以上及
农村热点地区 5G 网络全覆盖。

加速布局工业 5G专网。开祥化工、
中原黄金冶炼厂、戴卡轮毂等 12家企业
已开通 5G 专网，为装备智联化、运行数
字化、管理智慧化提供了网络支撑。大
有能源耿村煤矿实现井上、井下 5G网络
通信无缝衔接，AI高清视频传输、5G+掘
进机远程操控等实现应用，成为河南煤
炭行业首个井下 5G掘进机远控项目。

紧盯数字化转型，壮大数字产业。
我市深入开展信息产业扩容提质专项

行动，加速实施电子信息产业链提升工
程，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

培育壮大电子信息原材料产业。
华鑫铜箔年产 8000 吨 5G 用高速高频
电解铜箔、金渠银通 5G 用银粉等项目
投产，电子信息原材料成为全市乃至全
省 5G 产业的亮点。以宝鑫电子、华鑫
铜箔、鸿宇电子、金源朝辉等为代表的
铜箔产业集群基本形成，高档铜箔产量
占到全国市场的 29%。

加快 5G 元器件、软件服务等产业
发展。中科微测公司一期项目实现年
产 10 万只功率器件、100 万只集成电路
产品，中科锐光一期 40 万片/月晶圆研
发制造项目实现批量生产。崤云安全
入选河南省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技
术支撑单位，崤云信息入选河南省首批
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培育名单。崤云
信息、环宇博创等软件企业研发的甘棠
政务系统、“线上三门峡”APP 等产品广
泛应用于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领域。

持续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构建

“5G+工业互联网”发展格局。万联融
通（三门峡）工业互联网平台投用以来，
累 计 注 册 企 业 1550 家 ，发 布 工 业 品
1784 个、供需对接 320 个，推动 5G 技术
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度融合。

深化数字赋能，推进产业转型。我
市持续扩大智能化应用场景覆盖面，加
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为产业转
型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大改造”拉动工业“智改数转”。
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我市出台《企业数
字 化 改 造 提 升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21—
2023）》，修订完善《“三大改造”暨 5G、工
业互联网项目管理办法》，将 5G 融合应
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等纳入专项资
金支持范围，开展智能工厂、智能车间、
5G应用示范等评奖，累计奖补企业专项
资金超过 2 亿元。全市 453 家规上企业
中，426 家规上企业实施改造项目 686
个，累计创建省级智能车间 10 个、智能
工厂 8个、智能制造示范企业 34家。

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提速。三

门峡电商产业园累计入驻企业 58家，孵
化项目 20 个；组织线上对接会，三门峡
40家企业与日本 30余家企业及商协会，
进行了 80轮次的“一对一”精准对接，签
订外贸订单 3510 万美元。数字金融服
务持续拓展，三门峡市普惠金融平台在
全省率先实现对平台注册企业进行贷款
预授信，与工商银行等 6 家银行机构实
现“政银数据共享”，建成整合 2.21 亿条
涉企信息的企业模型数据库，11573 家
企业获得线上预授信 85.15 亿元，3652
家预授信企业使用贷款 36.25 亿元。数
字文旅蓬勃发展，打造了仙门山 5G+智
慧旅游景区、庙底沟博物馆数字馆等一
批智慧文旅项目，三门峡虢国博物馆智
慧展示项目和三门峡黄河中流砥柱博物
馆展示项目分别获批省文旅厅项目奖补
资金 500万元、250万元。

数字经济彰显出了巨大的发展潜
力和无尽的创新活力，正成为转型创新
发展的有力支撑，为我市实现资源型城
市向创新型城市蝶变注入澎湃动力。

荒山染翠穷山变宝，绿漫山川大地
流芳。在素有“天然药库”美誉的豫西
卢氏抒写绚丽时代篇章的进程中，中药
材产业扮演着重要角色。沿 209 国道
进入卢氏地界，北大门——官道口镇漫
山遍野的中药材昭示着“药库”的名副
其实。该镇以中药材产业带动群众致
富，真正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

时令已进入冬季，在官道口镇南幽
村金架沟组的田埂上，规模化种植的五
味子基地格外引人注意。似一串串玛
瑙的五味子果实，两个月前已经被收入
仓库中，待价格合适，就将出库，运往安
徽、四川等地。今年 63 岁的李铁毛每
天手持农具来到基地，精心呵护着五味
子苗木。这小小的果实，让贫苦了一辈
子的李铁毛一家去年的净收入超过 5
万元。生活富裕了，李铁毛干起活来也
更有劲儿了。

作为卢氏中药材产业重镇之一，官
道口镇产出的五味子颗粒饱满、药效显
著。过去，这里的百姓往往上山采摘野
生五味子，采摘难度大，收入不稳定。
近年，该镇按照因地制宜、特色制胜的
发展思路，将人工种植五味子引入田间
地头，特别是 2019 年 3 月引进龙头企业
华 昱 五 味 子 有 限 公 司 ，采 取“ 龙 头 企
业+集体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企
业提供原始资金、技术保障，集体配套
基础设施、协调服务，当地百姓出地、参
与劳务，累计流转土地近 1100 亩，投入
资金 1200 余万元，分三期建成基地，目
前一期、二期已进入丰产期，2021 年亩
均净收益已达到 1.5 万余元，群众真正
从中受益致富。

“我家的地租给了公司，每年每亩
地流转租金 500 元，这一项我家每年可
增加收入 1850 块钱。我和老伴儿还到
公司的五味子园里务工，又增加了收
入。”冬日阳光下，李铁毛满是褶皱的脸
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产业兴则百姓富、乡村兴。五味子
的良好发展，带动了集体增收、群众致
富。据官道口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李
继辉介绍，该镇采用的是“三金带农”模
式，土地流转收租金，每年给付群众地

租 51 万元；劳务合作赚薪金，带动周边
120 名群众务工增收 80 余万元；资产入
股 分 股 金 ，2021 年 向 村 集 体 分 红 4 万
元，未来还将逐步增加到 13 万元。同
时，产业的良好发展，提升了村党支部
的引领力和群众的向心力，也从根本上
解决了畜牧散养、传统农作物种植等粗
放发展带来的人居环境脏乱差的问题。

不仅如此，该镇还依托五味子基
地，大力发展五味子采摘园，打造五味
子生态廊道，深度推进农旅融合，形成

“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新型经济发展
模式。每到五味子开花期和盛果期，官
道口镇就成为周边小有名气的打卡地，
为全镇农旅融合发展注入新的元素和
活力。

连翘是官道口镇重点发展的另一
种中药材产业。

近年来，该镇坚决筑牢产业基础，
统筹抓好传统产业与特色产业发展，积
极帮助丹盛中药材合作社和北京康仁
药业有限公司签订连翘种植加工基地
合作协议，助力企业和中药材产业发
展。

登上官道口村一处山岭，目之所
及，落了叶子的大片连翘苗木，正蓄势
待发，等待下一个春天的到来，等待再
次将一座座山头点缀成金黄色的海洋。

面积达 1500 亩的高标准连翘示范
基地分布在官道口村和石大山村，同时
紧邻官道口镇安居苑易地搬迁社区，可
有效带动 400 余名群众参与连翘基地
日常管护，其中脱贫户和监测户 150 余
人，人均每年可增加工资 1 万元。同时
通过连翘叶采摘售卖，每亩收入 2000
元；连翘挂果后每亩产值可达 5000 元

以上。
“全镇野生连翘 4 万亩，近年来人

工种植新发展 3 万亩，2022 年新发展种
植 1500 亩高标准连翘。目前已经挂果
的有 2 万余亩。”官道口镇党委委员、副
镇长马健介绍，该镇 2022 年高标准连
翘基地投资 150 万元，新种植 5 至 8 年
生的连翘苗 1500 亩，建设高标准连翘
产业基地；同时投资 420 万元对连翘基
地周边道路、挡土墙等进行配套。

广阔的前景令人期待。依托官道
口丹盛中药材加工合作社对连翘等中
药材进行收购、加工，官道口镇成功签
约上市公司红日康仁堂共建连翘原料
药直供体系，增加连翘产业效益，并积
极打造高标准连翘基地 GAP 认证，以
增加品牌效益，让连翘未来真正成为当
地增收的大产业。

本报讯（记者李晨涛）11 月 24 日，市
长范付中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85 次常务会
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
话、重要文章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
部署安全生产、疫情防控、项目谋划等重
点工作。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始终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抓细抓实安全生产
各项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
全力以赴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会 议 强 调 ，要 严 格 落 实“ 疫 情 要 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大要
求，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牢牢坚持

“三个坚定不移”，落实落细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
措施，不断提升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精准
性，扎紧“四个口袋”，织密“三道防线”，
落实“四早”要求，确保各项防控措施得
法、得力、得当，巩固好来之不易的防控
成果，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会议强调，要持续打好项目谋划、市

场主体培育和沿黄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
三场重要攻坚战。要抢抓政策机遇，立
足发展实际和民生所需所盼，围绕新兴
产业、乡村振兴、生态环保、民生改善等
重点领域，科学谋划一批打基础、谋长
远、稳发展、惠民生的重点项目。要加快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助力实体经济做大
做强，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
点带面、重点突破、示范引领，推动沿黄
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各项工作再深入、
再丰富、再提标。

会议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
保护法》，强调要全面落实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防洪安全、水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产业转型升级、沿黄乡村振兴等
重点任务、重点工作，全力打造沿黄生态
标杆，为推进黄河大保护、保障黄河安澜
作出三门峡应有贡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编者按 11 月 23 日，《人民日报》《新
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二十大代表这样带头
干》栏目刊发党的二十大代表、国有灵宝
川口林场党支部书记牛文梅扎根基层、守
林护林的典型事迹。现予全文转发。

拨开厚厚落叶，刮出层层土壤，牛文
梅仔细寻找越冬害虫，努力给森林“号准
脉”。

今年 52 岁的牛文梅，是党的二十大
代表、河南省三门峡市国有灵宝川口林
场党支部书记。出席党的二十大之后，
她一返回工作岗位，就一头扎进小秦岭
余脉的莽莽林海。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升生态系
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作为林业工
作者，我们倍感振奋，同时深感重任在
肩。”牛文梅说，从北京回来后，她带领林
场职工调查越冬虫情，组织冬季防火培
训演练，加强林场信息化建设，规划新造
林、森林质量提升项目，干劲更足了。

不久前的一天，上午 10 点，记者随牛
文梅爬上三门峡灵宝市境内的燕子山，
调查越冬虫情。

“2 亩林地，按对角或平行设‘样方’，
每个‘样方’1 平方米，找到多少越冬虫
子，就能推断明年有多大虫害。”牛文梅
介绍。

忙到中午 12 点，一连挖了 10 个“样
方”，不见一只害虫。从海拔 900 米上升
到 1100 米，牛文梅在一棵刺槐树下，捏出
一个 1 厘米长的尺蠖蛹，“过去，一个‘样
方’能扒出几十个蛹！”

灵宝市地处豫、晋、陕三省交界，有
近 300 万亩森林资源，每年大约 18 万亩
森林易发虫害。1998 年至 2019 年，牛文
梅在灵宝市林业局从事野生动植物保护
和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绘制出全市森
林病虫害分布状况图，创建了国家级林
业有害生物中心测报点，被林农亲切地
称为“森林大夫”。3 年前，她调到川口林
场，成为 15.72 万亩山林的守护人。

“爱绿、守绿、护绿，今后要用更绿色
的办法。”牛文梅说着，和林场保护科科
长吴冬、灵宝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
工程师王顺妮一起，深一脚、浅一脚，下
到山沟里，来到一个黑色诱捕器前，拧下
害虫收集瓶。“保存虫子，分析数量、种
类、暴发时间、所属世代，总结虫害规律，
便于采取环保方式精准防控。”她说。

牛文梅打开手机，边向记者展示照
片，边介绍：10 月底，连夜研究，新购置太
阳能诱虫灯、虫情测报灯，储备 5 吨生物
制剂；明年，继续使用无公害烟剂熏杀叶
蜂；投放白僵菌，“以菌防虫”……

（下转第四版）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 11 月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刚果（金）总统齐塞
克迪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关系正常化 50
周年。

习近平指出，半个世纪以来，中刚关
系健康稳定发展，传统友谊不断深化。近

年来，两国建立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关
系，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有力增进了两国
人民福祉。我高度重视中刚关系发展，愿
同齐塞克迪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关系正
常化 50 周年为契机，深化政治互信，加强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开创中刚关系

新局面。
齐塞克迪再次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

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表示，半个世纪
以来，刚中关系实现了持续、良好发展。
我愿不断深化两国传统友谊，推动刚中战
略伙伴关系取得新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同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
就中刚关系正常化 50周年互致贺电

“十大战略”“两项工程” 深 度 看

数 字 转 型 抢 先 机
本报记者 王志强

官道口镇五味子种植基地

11 月 22 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函关驿站项目建设工地上，工人在进行广场内
外装饰装修，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该驿站位于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大王镇后地村老城码头，目前正在建设咨询导览、
应急通信、卫生、停车场休憩、娱乐（移动图书馆、摄影展览）、餐饮、治安管理等设施。驿
站总建筑面积 3045.01平方米，项目将于今年年底竣工。 本报记者 杜杰 摄

市政府召开第 85次常务会议

函关驿站建设如火如荼

河南省三门峡市国有灵宝川口林场党支部书记牛文梅——

巡 山 护 绿 干 劲 足
人民日报记者 马跃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