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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往年的清明节相比，今
年我省是蓝天白云晴空万里没
有梧桐雨。

河南省气象台发布了最新
的清明节假期天气预报。4月
5~7日，我省无降水天气，气温
明显上升。最高气温：中西部
大部地区26℃~29℃，其他地
区 21℃~24℃；最低气温：西
部、北部8℃~11℃，其他地区
12℃~15℃。

节日期间我省天气晴好，
气温偏高，6日全省有大风天
气，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公
众踏青、祭祀时需加强用火管
控。同时，大风可能会导致室

外广告牌、游乐设施等坠落、倒
塌或损毁，各地应做好室外设
施加固。

具体预报如下：5日，全省
晴天间多云。全省偏南风3~4
级。最低气温：西北部、中部
12℃~14℃，其他地区 9℃~
11℃；最高气温：北部、东南部
22℃~24℃，其他地区 26℃~
28℃。

6 日，全省晴天间多云。
全省偏南风转西北风4~5级，
局地阵风6~7级，并伴有扬沙
或浮尘。最低气温：西部山区
8℃~10℃，其他地区 13℃~
15℃；最高气温：北部、东南部

22℃~24℃，其他地区 27℃~
29℃。

7日，南部多云，其他地区
晴天间多云。全省东北风3~4
级。最低气温：北中部10℃~
12℃，其他地区12℃~14℃；最
高气温：西部、南部 27℃ ~
29℃，其他地区21~23℃。

清明节后（8日到9日），我
省将有一次小到中雨降水天
气。同时受较强冷空气影响，
全省东北风4~5级、局地阵风
6~7级，最高气温较前期明显
下降，降幅在10℃~15℃。

寻根问祖，慎终追远，三月
初三，黄帝故里，祭拜轩辕。春
江水暖，风和日丽，海内外华
人，敬香礼拜，共祭华夏儿女的
人文始祖。4月3日，己亥年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第二次新闻发
布会召开，今年大典期间，还将
同期举办第十三届黄帝文化国
际论坛、第十三届中国（河南）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老家河
南”文化活动周、全球华人书法
绘画邀请展、第五届“根亲中
国”微电影大赛等一系列经贸
文化活动。

己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嘉
宾报到日期为4月5日、6日，
拜祖大典将于4月7日上午9：
50，在新郑黄帝故里隆重举
行。大典主题仍为“同根同祖

同源，和平和睦和谐”。大典主
拜人由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齐续春担任；主司仪由河南省
政协主席刘伟担任；河南省人
民政府省长陈润儿代表大典主
办单位致欢迎辞。

大典典礼仪程为国务院公
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认定的九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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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拜祖大典，政治影
响更加深远。2019年正逢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五四运动
100周年，2019年的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将在全部活动设计和
大典流程中，强化“爱国”主题
和“国家”意识。党和国家领导
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
商联领导，港澳台地区有关负
责人和世界各地华人代表将出
席大典，进一步增强世界华人
的祖国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
同。参加大典的海外侨胞更多

更具代表性，今年共吸引3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名华人联
合会、商会、基金会、宗亲会、同
乡会代表出席大典。

今年大典更加重视让更多
青少年代表尤其是港澳台和海
外青少年参与进来，更好推进
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凝聚力、感
召力代代相传。大典期间举办
的黄帝文化国际论坛、“老家河
南”文化周等活动等也将进一
步突出文化传承。围绕“一带
一路”、“让中原更加出彩”、郑
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等工作策
划举办的第十三届中国（河南）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相关活
动，将会有力促进中外经贸文
化的共创、共享、共赢发展。

大典期间，还将同期举办
第十三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
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老家河南”文化活
动周、全球华人书法绘画邀请
展、第五届“根亲中国”微电影
大赛等一系列经贸文化活动。

距离第十三届中国（河南）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下简
称投洽会）开幕还有4天，全省
各地筹备情况如何？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
各地均高度重视本届投洽会相
关筹备工作。新乡市委书记张
国伟、副市长祁文华、市政协副

主席、商务局局长周勇先后带
队赴北京、深圳等地邀请客商，
洽谈推进项目。

截至目前，新乡共上报投
洽会组委会签约项目20个，总
投资270.4亿元。其中外资项
目2个，总投资26.2亿元，内资
项目18个，总投资244.2亿元。

许昌方面也传来好消息。
截至目前，许昌市已邀请境内
外客商620名，其中：国外120
名，港澳台3名，境内497名；
邀请重要客商197人。

在招商方面，许昌目前已

经征集项目 30个，投资总额
173.9亿元，比较大的项目有投
资10亿元的禹州市中原云都
数据湖产业园项目、中航装配
式建筑绿色产业基地项目，投
资8亿元的深圳汇清许昌环保
科技产业园项目等。

值得一提的是，由许昌市
政府、省商务厅、中国德国商会
共同承办的“2019 中国（河
南）—德国经贸合作对接会”，
将于4月8日同期开幕。届时，
将现场签约1个总投资5000
万美元的项目。

4月 2日，兰考县考
城镇东马庄村小学迎来
一批带着“厚礼”的客人，
为了表达欢迎和感谢，孩
子们奉献上了灿烂的笑
脸、热烈的掌声和优美的
舞蹈……

东马庄村小学是一
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
农村小学。这所小学只
有10名老师和182名学
生，其中三分之二的孩子
是留守儿童，除了一栋教
学楼之外，再没有其他像
样的建筑，就连厕所都是
和村委会共用的。

上午 11 时许，魅力
881河南音乐广播副总监
郭建伟带着“与爱同行”
爱心团队和爱心企业代
表们来到东马庄村小
学。这次他们带来了很
多礼物——200套童装、
一架钢琴、182 个书包、

400多箱牛奶、20个篮球
和 20 个 足 球 ，总 价 值
45000多元。

领到礼物的孩子们
高兴极了，有的孩子忍不
住把新篮球高高抛起。
校长吕慧芳也非常激动，
她说：这次捐赠，给孩子
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物
质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
精神上的鼓舞，为老师和
孩子们上了一堂爱心教
育课。

作为对爱心企业的
肯定，兰考县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刘广亮为爱心
企业代表颁发了捐赠证
书。

据了解，“与爱同行”
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的系列公益活动，通过官
方媒体关爱贫困以及留
守儿童，带给孩子们一份
爱。本次活动为第47站。

“第27届信阳茶文化
节筹备工作已基本就
绪。我代表 880 万热情
好客的信阳人民向海内
外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
欢迎大家开启茶乡之旅，
品赏豫风楚韵。我相信，
只要你花点时间了解这
座城市的厚重人文、感受
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信阳
一定会还你一个惊喜！”昨
天发布会现场，信阳市市长
尚朝阳向世界发出邀请。

据了解，第27届信阳
茶文化节4月28日启幕,
茶事活动是此次信阳茶
文化节的核心内容，主要
有 2019 信阳茶业博览
会、“华茗杯”2019全国绿
（红）茶产品质量推选活
动、2019全国春茶产销形
势分析会暨全国茶行业
社团组织联席会、中国国
际茶商大会暨茶界对话
会、信阳茶叶出口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对接洽谈会、
环南湾湖特色茶旅体验
活动、信阳毛尖传统手工
炒制大赛共七项活动。

茶博会期间，信阳全
市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及相关单位共
同参与，集中展览展示信
阳特色茶产品、森林产
品、旅游产品、名优农副
土特产品、信阳菜、自然
资源与森林旅游、非物质
文化产品，并现场开展推
介、宣传和销售活动。

中国国际茶商大会
暨茶界对话会将于 4月
29日上午8：30举行。邀
请国内外茶行业组织、茶
企、茶商代表，供销e家电
商联盟代表和国内著名
茶学专家、品牌专家、电
商运营专家等进行对话。

环南湾湖特色茶旅
体验活动将于4月20日
至5月1日在环南湾湖百
里茶廊举行。组织茶文
化节来宾参加环南湾湖
茶文化旅游体验活动，切
身体验信阳毛尖采制技
艺，欣赏信阳茶区自然景
色和茶园美丽风光，品饮
茶乡特色美食和信阳毛
尖。

清明没有雨纷纷 只有29℃小高温
4月5~7日，我省最高气温26℃~29℃，最低气温8℃~11℃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三月三·拜轩辕

第十三届
河南投洽会

第十三届河南投洽会开幕还剩4天
将于4月8日至11日在郑州举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煊哲

今年拜祖大典强化爱国主题
还将启动老家河南文化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信阳版“诗与远方”
大片即将开演
第27届信阳茶文化节4月28日启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书贞

魅力881“与爱同行”
走进兰考县小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郑松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