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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家教

●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包装印刷

●近远品牌设计：VI标志包装

画册台历挂历 13598837225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60942052

机械物资

杭州叉车 68697669

抵押贷款

●贷款56777787手续简便欠款
房再贷新老房车银行息额高

●身份证房车贷款快借款简便

垫资快56777776欠款房再贷

●新老房产银行息额度高简便快
欠款房再贷56705588含郊县

工商咨询

●注册公司记账13937186845
● 注 册 公 司 18539578966

● 代 办 公 司 15516941095
●大额增资验资13526626508
●环评QS生产许可证63910208
●注册公司记账13526629768
●快办工商资质安全86187633
●投资金融服务增资验资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 13333869335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医疗器械工商13838389446
●快办私募基金牌照55697802
●500元大包办公司86107188
●7天快速注册15515501559√
●工商注册记账15903639100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办理各种资质15517559996
●免费快办公司 63702222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专业代理记账13949145369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河南省大中型企业上市服务

公司诚招合作 13503711111
“工商■资质”
低价电力装饰物业房地产

高效诚信不成退款 86107088
“证书●资质”
质监建筑咨询 13523095028

【办全省资质】
物业、房地产资质●建筑劳务

医 疗 器 械 13937154075
接同行资质
88887170 房 产 劳 务 物 业

快办公司资质
0元办公司房地产.物业资质

八 大 员 技 工 证 66364266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

修办技工●八大员 65593711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 65901419、65901473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 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 63588381/2

河南的影视剧发展相
比国内发达地区比如江
浙，还有很大的差距。为
什么全国很多影视公司愿
意跑去横店拍戏，连公司
都注册到当地？不仅仅是
硬件问题，最关键的是软
件，他们的扶持政策也很
好。所以我希望能通过影
视家协会下一步扎实的调
研，建言献策，能够促动河
南影视业相关扶持政策的
优化，让河南的影视编剧、
演员和企业愿意在家乡创
作、拍戏、创业。

省美协、省书协等五协会换届后领军人物接受采访

本报讯 昨日下午，省美术家
协会、省书法家协会、省摄影家协
会、省曲艺家协会、省影视家协会
等五协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在
郑州闭幕，五协会选举产生了新
一届的领导机构。隶属于河南省
文联的12个文艺家协会换届大
会从11月27日启动，至此全部

落下帷幕。
大河报记者从会议现场获

悉，刘杰当选为第六届河南省美
术家协会主席，马国强为名誉主
席，丁昆、化建国、李明、李学峰、
李健强、连俊洲、张毅敏、封曙光、
袁汝波、桂行创、谢冰毅、魏小杰
当选为副主席（副主席名单均按

姓氏笔画排序）。
杨杰当选为第六届河南省书

法家协会主席，宋华平为名誉主
席，王鸣、王荣生、云平、米闹、许
雄志、李强、吴行、张建才、张剑
锋、张高山、周斌、赵振乾、谢安
钧、谢国启当选为副主席。杨杰
现任河南省文联主席。

刘鲁豫当选为第六届河南省
摄影家协会主席，杨峰、武强、罗
勇、郑伟杰、赵洪、高均海、高辉当
选为副主席。

范军当选为第六届河南省曲
艺家协会主席，王国军、李广宇、
陈玉林、陈冠义、袁满、崔银龙、鲁
银海当选为副主席。

王少春当选为第六届河南省
影视家协会主席，王健、李暄、张
少辉、张惠民、金萍、庞晓戈、宗树
洁、蒋愈红当选为副主席。

换届完成后，五协会的新任
主席接受了大河报记者的采访。

五位主席 各有期许

现在的河南美术界聚集
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有很好
的老中青传帮带传统，所以
不同年龄段都有优秀美术
家。不管是中国画、油画、版
画、雕塑、水彩画等都有中青
年优秀人才，在全国层面都
非常优秀，但由于推介不够，
他们的艺术水平与全国知名
度并不匹配，我们接下来除
了将继续做好传统的展览活
动外，会有步骤地往外推中
青年优秀创作者。计划每年
去两三个省做专题展览来推
介，力争 5 年以后，每个艺术
门类都能出十个左右全国一
流美术家，最后让河南从美
术大省步入美术强省。

刘杰：
未来重点推介
中青年优秀人才

河南省文联副主席、
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

今年是省书协成立35周
年，河南书法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就领全国之风骚，经过
几十年积累有很好的品牌，成
为名副其实的书法大省。所
以我要全力以赴，不负重托。
主席团要带头践行，成为勇于
担当、有理想、有作为的领导
班子；整合提升品牌资源，建
立一支结构合理的书法家队
伍，在全面的基础上整体提
升，举办一些老书法家、青年
书法家、女书法家等不同类型
的书法作品展，创作一批能够
反映时代精神、代表时代艺术
高度、群众广泛认可的书法精
品，让中原书风在全国有更大
影响，让河南书法更加出彩。

杨杰：
让中原书风
在全国有更大影响

河南省文联主席、
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河南不光是戏曲大省，也
是曲艺大省。国内曲艺大赛
河南不断参与，在表演、理论
和创作上都获得了包括牡丹
奖在内的多项大奖。不过现
在曲艺的发展也受到当下时
代快节奏的冲击，在这种时
刻，我认为曲艺工作者一定要
有文化自信、曲艺自信，因为
曲艺最能和老百姓水乳交融，
最能反映时代精神，你看，曲
艺人一把扇子就可以说上下
五千年。另外，河南曲艺也要
加强培养创作队伍，在高校当
中开花结果，把大学生、80后、
90后的新鲜血液吸引到曲艺
中来，曲艺还要加强理论建
设，我希望曲艺能够早日进入
大学，成为一门科目。

范军：
曲艺工作者
要有“曲艺自信”

河南省文联副主席、
河南省曲艺家协会主席

王少春：
让更多影视人才
在家乡创作创业

河南省影视家协会
主席、河南电视台台长

刘鲁豫：
“全民摄影师”时代
摄影家要更专业化
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
展，人人都是摄影师，人们开
始更多地通过风光图片来了
解外面的世界、通过纪实摄
影来评判是非。在这样的环
境中，摄影家协会可以大有
作为，但同时应该更加强化
专业化的培养，注重专业知
识技能学习，让老百姓从摄
影作品中汲取营养。接下来
要创新工作方式，在精细化、
专业化方面下功夫。计划建
立起一个容量巨大、分类清
晰的摄影家协会的图库，更
好地服务各行各业。此外，
摄影家协会将梳理老摄影家
的作品，同时加大青年摄影
家的培养，针对每个人的特
长更加专业地培养。

□记者 游晓鹏 张丛博 文 首席记者 陈晓东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