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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8 年 4月 18日至
20日，以“新时代新融合新发展”为
主题的第二届河南省中小文化企业
投融资路演暨项目对接签约活动将
在郑州举行。

此次活动由河南省文化厅主
办，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协办，河南省
文化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河南
省青年时尚促进会、河南投融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承办。

“十三五”以来，国家将文化产
业的重要性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提出到2020年要让文化产业成为
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河南省历史
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目前逐步加快
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数据显
示，河南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已经突
破千亿元大关，占GDP比重超过
3%，文化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省
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阿里巴巴、
深圳华强等文化行业领军企业纷纷
来投资；作为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形
态，文化与旅游、科技、金融等领域
的“文化+”融合模式在河南迸发出
强大活力。

作为河南省唯一的国家级、国
际性经贸活动，中国（河南）国际投
资贸易洽谈会已成为河南吸引省
外、境外资金及知名企业投资兴业
的最佳平台。4月17日至19日，第
十二届投洽会将在郑州与戊戌年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同期举行，本届投
洽会以“开放创新、合作共赢”为主
题，共安排6场重点活动、10场专
题活动。

在此背景下，4月 18日至 20
日，以“新时代新融合新发展”为主

题的第二届河南省中小文化企业投
融资路演暨项目对接签约活动，主
要有投融资项目路演、项目对接签
约、文化与金融合作论坛等环节。
其中，投融资路演将从全省报名的
文化企业中筛选出成长性高、项目
前景好的13家优质中小文化企业
进行现场路演展示，以此进一步促
进中小文化企业与金融服务机构的
交流合作，增强文化企业借助金融
市场融资加快发展的能力。

本次活动吸引了30多家省内
外投融资机构参与，共有50余家文
化企业参与项目展示对接。参会人
员由河南省文化厅领导及各地文化
产业主管部门负责人、省直有关单
位、签约企业、文化金融界专家学
者、各地特色文化乡村企业负责人、
新闻单位记者等组成。（本报记者）

据了解，黄帝故里轩辕丘整体
复建还原，将为黄帝故里注入更多
文化内涵，还原华夏五千年浑厚底
蕴；大典迎宾式围绕弘扬黄帝功德、
展示华夏文明做了创新和改进，大
典前预热直播时，将邀请著名历史
和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
担任访谈嘉宾纵论黄帝文化、畅谈
民族复兴。

同时，大众参与更广泛。今年
大典邀请到现场参拜的近万名嘉
宾，涵盖五大洲主要国家的华侨代
表，国内各族各界、各行各业的优秀
代表，现场嘉宾中将有90%以上为
群众代表。大典仪式结束之后，大
典现场将继续向社会公众开放。

据介绍，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不
仅是海内外华人的文化盛典，同时，

也是加强合作交流、促进发展共赢
的平台。大典期间，还将同时举办
一系列经贸文化活动。举办第十二
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举办第十二
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等。此外，大典期间还将举办“老家
河南”文化活动周、河南“五侨”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等经贸文化
活动。

农历三月三 新郑再迎拜祖大典
大典仪程共九项 根亲特色更彰显 大众参与更广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磊

核心提示丨备受世界华人关注的戊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已经准备就绪，将于4月18日即
农历三月初三上午在新郑市黄帝故里隆重举行。4月16日，戊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组委会举
行新闻发布会。

4月18日上午9:50大典典礼开始 大典仪程共九项

据介绍，戊戌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仍由河南省人民政府、政协河
南省委员会、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
室、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华
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华炎黄文
化研究会等联合主办，由郑州市人
民政府、政协郑州市委员会、新郑市
人民政府承办。大典主题仍为“同
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4月
18日上午9点50分大典典礼开始。

戊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由十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
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许嘉璐担任主
拜人，由政协河南省委员会主席刘
伟担任主司仪。

上午9点45分，由河南省人民
政府省长陈润儿代表大典主办单位
致欢迎辞。之后，大典开始。

大典仪程共九项。分别是：“盛
世礼炮、敬献花篮、净手上香、行施
拜礼、恭读拜文、高唱颂歌、乐舞敬
拜、祈福中华、天地人和”。

大典第一项仪程“盛世礼炮”。
将鸣炮21响，在庄严、肃穆、宏大的
氛围中开启拜祖大典的典礼。

大典第二项仪程为“敬献花
篮”。届时，国家领导人，河南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大典主办和承办
单位领导将依次向轩辕黄帝座像敬
献花篮，对中华民族文明始祖、人文

共祖表达神圣崇高的敬意、追思、缅
怀。

大典第三项仪程为“净手上
香”。届时，港澳台各界知名人士和
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华人代表将净
手为轩辕黄帝上香，表达慎终追远
之情，表达认祖归宗之意，表达祖国
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之心。

大典第四项仪程为“行施拜
礼”。在主司仪主持下，参加大典的
全体人员将面向轩辕黄帝座像行三
鞠躬礼，表达全体炎黄子孙对文明
始祖、人文共祖的无限尊崇。

大典第五项仪程为“恭读拜
文”。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许嘉
璐将代表亿万华夏儿女恭读《拜祖
文》。《拜祖文》将以传统拜文格式，
敬颂轩辕黄帝启迪蒙昧、开辟蛮荒、
修德怀远、封土拓疆、肇造文明、光
被八方的伟烈丰功，歌颂中华民族
传承创新、博采众长、薪火相传，再
造辉煌的不朽业绩。

大典第六项仪程为“高唱颂
歌”。今年的高唱颂歌环节，将邀请
著名歌唱家张英席、陈明带领合唱
队高唱拜祖大典经典歌曲《黄帝
颂》。

大典第七项仪程为“乐舞敬
拜”。今年大典的乐舞敬拜环节将

古典音乐和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以
礼为主，以乐为辅，注重礼制的与时
俱进，彰显文化内涵，深刻体现炎黄
子孙虔诚之心、恭敬之意。

大典第八项仪程为“祈福中
华”。每年这一环节的关注度都很
高。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
工商联领导、党的十九大代表、国家
重大科研项目带头人、国医大师、道
德模范、知名学者等各界人士将代
表全体华夏儿女在祈福树上悬挂写
有祝福中华民族繁荣昌盛、伟大祖
国兴旺发达、人类世界和平和谐的
祈福牌，向世界庄严传递中华民族
的文化传统、美好祝愿。

大典第九项仪程为“天地人
和”。天地人和是中华民族的重要
文化传承，优秀人文精神。在这一
项仪程中，将有 5 位来自祖国大陆
和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海外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华裔小朋友代表中华民
族的未来，手捧和平鸽，走向拜祖台
放飞和平。同时，所有祈福嘉宾将
走上拜祖台在书写有《拜祖文》的书
法长卷上加盖印鉴，共同表达对轩
辕黄帝的敬仰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对世界和平和睦和谐的美好祝
愿！

根亲特色更彰显 大众参与更广泛

第二届河南省中小文化企业投融资路演暨项目对接签约活动将开幕

构筑文化高地 吸引领军企业来豫投资

寻根中原，拜祖新郑

我省将实施100个
“转型升级”
重大创新专项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侯梦菲

核心提示丨中部崛起，科技创新是河南的
短板。如何加快推进创新型河南建设？4月
16日，河南科技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省科技
厅在引进创新引领型企业、平台、人才、机构方
面，都将使出关键一招。

【目标】
新培养、引进30名中原学者等
高层次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全国
一线、二线城市密集出台
规划，制定政策，集聚人
才，力图在未来的发展中
抢占先机。如此背景下，
河南如何实现“弯道超
车”？

2018 年，我省将加
快“四个一批”建设，新培
育高新技术企业700家
以上，国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 2500 家，扶持 100 家
创新龙头企业做优做强，
新培养引进中原学者及
以上高层次科技创新领
军人才30名，新建省级
以上创新平台力争达到
300家，新引进和建设新
型研发机构10家。大力
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实施100个“转型升级”
重大创新专项。

【平台】
在眼耳鼻疾病、传染性疾病等领域
争创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省科技厅厅长、党组
书记马刚介绍，今年将争
取国家大平台、大科学装
置在我省布局，同时争创
国家级创新平台、优化省
级创新平台布局。

国家大平台方面，我
省将重点建设生物育种
中心和国家超算中心，并
积极争取国家超算中心
在我省布局。

同时，我省还要积极
参与承担国家实验室建

设任务，在食管癌防治、
动物免疫学等领域建设
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
室，在盾构装备、矿山机
械、智能农机、超硬材料
等领域择优创建国家技
术创新中心，在眼耳鼻疾
病、传染性疾病、骨科与
运动康复等领域争创国
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并在装备制造、疾病控
制、现代农业等领域争创
国家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人才】
启动中原学者科学家工作室

今年，在人才引进和
培育方面，我省也将有新
举措。培育一批创新引
领型人才，发展壮大高层
次人才队伍。

马刚介绍，我省将启
动实施产业创新创业领
军人才工程，面向海内外
引进培育产业创新和创
业领军团队各40个，遴
选支持10名左右产业创
新领军人才和20名左右
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发挥
示范效应，形成与侧重基
础研究的中原学者相互

支撑的高端人才体系。
同时，启动建设中原

学者科学家工作室，为有
潜力成长为院士的中原
学者设立科学家工作室，
实行有针对性的特殊支
持政策，加快为我省培养
一批科学家。进一步加
大院士工作站等柔性引
才力度，鼓励企事业单
位、新型研发机构等建设
院士（专家）工作站，广泛
吸引海内外人才来我省
创新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