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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就是用来奋斗的
———记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裁曲道奎

■ 本报记者 赵敏

4 月 7 日，“金天国际杯”2019 第五届泗

洪·陈圩桃花节隆重开幕，江苏金天果素项目

奠基仪式以及金天国际 2019 产业创新战略

研讨会议同时举行。中共泗洪县委书记王晓

东、泗洪县政协主席刘加利等各级政府领导，

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终生荣誉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徐卸古、常映明等基金会领导，金天国际

集团董事局主席祖明军等企业高管及合作伙

伴，人民网、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制

日报、中国消费者报等媒体共 2000 余人共同

参加了本次活动。

陈圩桃花节以“桃花”为媒，打造极具特

色的“传统农业+旅游业+观光业”生态产业发

展新模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带动桃农增收

致富，促进地方经济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

提升陈圩对外形象，推动宿迁生态建设。自

2015 年以来，陈圩桃花节已成功举办四届。

泗洪县陈圩乡位于“日出斗金”的中国第

四大淡水湖———洪泽湖西岸，陈圩乡历史悠

久，文化底蕴深厚。境内张秦村有春秋时期留

下的张墩挂剑台遗址，为诚信典故的源头。新

四军四师师部驻地的大王庄，被誉为“淮北小

延安”。2019 年，陈圩乡建成大王庄党性教育

基地和陈圩花千树生态旅游度假区并正式对

外开放。独特的环境优势，催生了陈圩乡以大

枣、黄桃、大米、螃蟹、草鸡蛋为主的生态农副

产品品牌。据陈圩乡党委书记王守卫介绍，陈

圩乡在打造一个 3A 级的花仙树旅游区，面积

近一万亩，大家通过积极发展黄桃来走生态

旅游的道路。目前全乡黄桃年产量突破四千

万斤，产值过亿元，桃农年人均增收三万元。

他说，随着黄桃产量的增大，陈圩乡在桃产品

深加工方面做文章，引进金天国际，投资了一

个桃汁加工项目，在泗洪的开发区又投资了

一个果素加工项目，通过这两个关联的项目

来解决老百姓的销售问题

本届桃花节由金天国际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江苏祖氏金天实业有限公司联合主办。金

天国际董事会主席祖明军说，泗洪是他的家

乡，是一个相对比较贫困的地方，但是也有着

巨大的优势。这里是平原，水系发达，适合发

展综合农业，推行产业化发展。他表示，金天

国际集团将通过整合特色生态有机资源，推

动新农村建设。

在本届桃花节中，金天国际通过“政府搭

台、企业唱戏、群众参与”的方式，以“赏十里

桃花，兴富民产业，建红色小镇，展陈圩风采”

为主题，按照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目标要求，进

一步打响陈圩黄桃品牌，彰显陈圩对外形象，

加快林果之乡、特色水产之乡和生态红色旅

游之乡“三乡”建设步伐。同时，通过央视《星

光大道》选拔赛、摄影征文竞赛、农家美食比

赛、千人宴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八

方宾朋来陈圩休闲度假，到陈圩投资兴业。

本届桃花节，来自全国各地游客量达八

万人次，全国各地的供应商通过现场预售及

线下签约和桃农签订供货协议，订货量累计

达 500 万公斤，预售额超过 5000 万元。

2019 消费扶贫
与乡村振兴大会
定于本月13日深圳召开

为贯彻 2019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指导意见》精神，全国首次消费扶贫大

会———“2019 消费扶贫与乡村振兴大会”定

于 4 月 13 日在深圳举行。主办方称，这是今

年全国两会刚结束不久首次召开的、全国性

的、以“消费扶贫”为主题的大会。届时，国务

院扶贫办、国家农业农村部、广东省农业农村

厅、广东省扶贫办、深圳市扶贫办及相关政府

部门和机构领导将出席大会；全国 200 多名

县（市、区）长和涉农龙头企业负责人，200 多

名商协会会长、秘书长，以及 200 多家粤港澳

大湾区知名金融机构将参加大会。

大会组委会新闻发言人陈宏向记者介绍

了大会情况。他说，由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主

办的 2019 消费扶贫与乡村振兴(深圳)大会得

到了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农业农村部等有关

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也受到全国众

多县（市、区）、商协会、涉农企业和金融机构

的热烈响应。本次大会是为了贯彻党的全面

构建大扶贫格局、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

本方略，积极落实国务院办公厅 2019 年印发

的《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指导意见》中有关“消费扶贫是社会各

界通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产品

与服务、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一种扶贫

方式，是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

等精神，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

创新机制，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消费扶贫，为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

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坚实基础而组织举办

的；大会旨在共商消费扶贫攻坚、创新扶贫和

乡村振兴的大计，建立服务于扶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的长效机制。届时大会还将举行“中国

消费扶贫与乡村振兴：一县一特云平台”上线

启动仪式，“一县一特互助联盟”、“一县一特

互助基金”成立仪式和《投资一县一特》栏目

启动仪式，大会上还将就组建“广东省商协会

一县一特联合会”和“县长与会长高峰论坛组

委会”发出倡议。

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消费扶贫与乡村振兴大会执委会主

席张德祥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作为大会

主办单位的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是由国家农

业农村部主管、在民政部正式注册的独立法

人社团。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全国政协原副

主席杨汝岱，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赵南起、白立

忱发起创建，2008 年 7 月 4 日在北京成立。

本次大会将由好实再集团与深圳市金融服务

类行业协会联合党委、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

联合承办；深圳商报、深圳市思想政治工作研

究会、中寿同源健康管理公司、北京中扶商贸

有限公司、深圳市科技金融促进会协办。

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消费扶贫专业工作

组副组长、深圳市科技金融促进会会长、好实

再集团董事长张天文介绍了将在本次大会重

点推出的“一县一特”平台情况。该平台是好

实再跨界共享母平台下的一个子平台。由国

家农业农村部相关机构和好实再集团发起，

融合优势政资宣产学研平台，凭借好实再首

创的“八大系统跨界信息高速公路”技术优势

而建立，是一个共享性的云平台。平台优质选

取全球各县（市、区）的特色产品，通过母平台

的跨界资源整合，解决产品从源头到消费者

的溯源、引流、渠道销售以及区域服务等环

节，可充分发挥“一县一特”县域经济云平台

优势，建立消费扶贫云平台、溯源保真系统，

设立扶贫中心，开放扶贫端口等，助力铸就

县、市、区名片，打造特色品牌，从而带动当地

经济以及其他上下游产业链的全面发展，为

“消费扶贫”和“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贡献自己

的力量。

新闻发言人还透露说，届时，人民日报、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农民日报、人民网、新华

网、央视网、中国经济新闻联播、腾讯、百度、

搜狐、今日头条，以及包括广东、深圳与港澳

地区的 300 多家媒体将进行全方位报道。

渊易全 沈真毅 陈兴华冤

■ 王璐 吴黎华

4月 8日刚刚复牌的中国船舶和中船防务

双双涨停，国企并购行情持续升温。WIND 统

计数据显示，目前沪深两市 1045家国有类上

市公司中，还有包括东方能源、航天长峰、一汽

轿车等数家公司正处于停牌状态，停牌原因主

要为重大资产重组或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这只是一个开始。今年将是国企尤其是央

企并购重组的活跃年，下一步钢铁、有色、环保

等多领域专业化整合力度将加大，油气、军工

等部分垄断领域将迎来新突破，这也将带来更

多混改机会，第四批试点名单呼之欲出。

船舶行业战略重组开启
中国船舶行业的战略性重组正在全面加

速。4 月 4日晚间，有着“南船”之称的中船集

团旗下两大上市平台中国船舶、中船防务相

继发布重组方案。

根据重组方案，中国船舶拟以其持有的沪

东重机 100%股权作为置出资产，与中船集团

持有的江南造船股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同

时，中国船舶将发行股份购买外高桥造船

36.27%股权和中船澄西 21.46%股权、黄埔文冲

100%股权和广船国际 100%股权以及资产置

换完成后中船集团合计持有的江南造船部分

股权。中国船舶资产置换完成后，中船防务拟以

其持有的广船国际部分股权及黄埔文冲部分股

权作为置出资产，与中船集团持有的中船动力

100%股权、中船动力研究院 51%股权、中船三

井 15%股权及沪东重机 100%股权进行置换。

与此同时，作为“北船”的中船重工集团

也动作不断。上市公司中国动力董事会 4 月

4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组建中高速柴油机产

业公司的议案》。公告称，为解决中高速柴油

机业务的同质化竞争、整体性不强等问题，促

进公司中高速柴油机业务健康发展，公司拟

组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发动机有限公司，对

中高速柴油机业务开展整合。中国动力的大

股东为中船重工集团。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经过此次资产调整

之后，中船集团旗下资产定位将更加清晰。国

海证券表示，中船重工和中船集团作为我国

两大造船集团，是我国船舶产业的核心骨干。

造船集团的合并，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化解

过剩产能，加速行业复苏；另一方面，有利于

进一步整合优势资产，提升我国船舶产业的

国际竞争力。

央企专业化整合力度加大
中国船舶行业一系列市场动作的背后，是

国企重组升温尤其是专业化整合力度的加大。

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

庆表示，从中央企业现状来看，在主业方面总

体上进步很大，但仍存在资源分散、主业不突

出的现象，也存在某个专业上同质化竞争、无

序竞争的问题。今年将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积

极稳妥推进装备制造、船舶、化工等领域战略

重组，持续推动电力、有色、钢铁、海工装备、

环保等领域的专业化整合，扎实推进区域资

源的整合。

“央企并购重组，有些需要走强强联合

‘做减法’，有些则需要通过专业化拆分后再

合并‘做加法’。”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

员刘兴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船舶

业和汽车业央企都存在企业数量众多，市场

集中度不高以及多元化经营等问题。所以，未

来如果推进汽车、 咱紧转 P2暂

国企并购升温 重点领域混改加速

桃花开了，红了经济，醉了产业
“金天国际杯”第五届泗洪·陈圩桃花节开幕

荫金天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祖明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