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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综合AⅠ·20

促成合作项目17个总投资额121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李海

本报讯 4月 8日上午，
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
资贸易洽谈会在郑州国际会
展中心开幕。信阳市围绕主
导产业，经过周密组织和积
极对接洽谈，共促成合作项
目17个，总投资额121亿元。

信阳市市长尚朝阳，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新会，
副市长李正军率信阳团参
加。其间，信阳市举行了重
点招商引资项目签约仪式，
参加了工商企业跨境投资与
贸易项目对接会、国际化营
商环境郑州论坛、中国（河
南）外贸产业基地项目对接
会、亚洲经济发展峰会等投
洽会系列活动。

本届投洽会由河南省政

府、国家商务部、中国贸促会
和全国对外友协联合主办。
投洽会以“开放合作、中原出
彩”为主题，贯彻新发展理
念，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把
握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中原城市群建设等
重大机遇，突出国际化、高端
化、精准化，举行高峰论坛、
专题推介、产业对接、项目洽
谈、展览展示和主宾国等活
动，努力打造高水平的投资
贸易和产能合作促进平台，
促进内外联动、双向开放、互
利共赢，推动形成全面开放
新格局。

据悉，河南投洽会在国

家有关部委、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境内外投资促进机
构和知名商协会的大力支持
及境内外各界的共同努力
下，已成功举办了12届，成为
全国有影响的国家级、国际
性投资贸易促进活动，是我
省扩大开放、加强经贸合作
的重要平台。

开幕式后，尚朝阳一行
参观了信阳市参展的企业展
厅，并出席信阳市重点招商
引资项目签约仪式等系列活
动。他要求信阳市各县区和
市直相关单位，充分利用投
洽会平台，结合本地本行业
发展优势，积极推介，精准对
接，力争通过参会取得一系
列重大成效。

背诵《茶经》加分？
信阳这所高校新规定被称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汪星晨

本报讯 背诵经典竟然
还能加分？近日，信阳农林
学院茶学院推行背诵《茶经》
即可为成绩加分的活动，受
到了学生们的一致好评。自
活动开展以来，该校共出现4
位全文背诵《茶经》的学习小
能手。

信阳农林学院茶学院院
长郭桂义告诉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学校有一门专
业叫茶专业，任课老师将背
诵《茶经》作为小活动，为平
时成绩加分。作为一个茶专
业的学生，适当背诵一些经
典的古代茶书，对他们提高
自己的文化素养、了解古代
的茶学知识很有帮助。

“这是从2018年秋冬学
期开始的，目前已经有4名学

生成功背诵全文，并获得了
奖品。为了表彰他们，3月26
日下午，茶学院领导们为茶
学院《茶经》全文背诵的同学
颁发了奖品——《中国茶
经》。学院后续将继续推行
这个活动，使更多的学生能
够更多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理论结合实践去了解、熟悉
并掌握中国的茶文化知识。”
郭桂义说道。

信阳农林学院茶学院大
三学生刘娇娇介绍道，大二
期间，任课老师告诉他们，背
诵《茶经》对于学茶专业的学
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对于今后学茶，理解茶文化
都很有作用。加上学科任课
老师也鼓励学生进行背诵，
同学们用了近半年时间将其

全部背下，《茶经》是文言文，
开始背诵时有些困难，后来
大家逐渐理解到里面的意思
了，背诵就容易了许多。

据悉，《茶经》全书共
7000多字，分3卷 10节，是
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
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第一
部专著，被誉为茶叶百科全
书，唐代陆羽所著。此书是
关于茶叶生产的历史、源流、
生产技术以及饮茶技艺、茶
道原理的综合性论著，是划
时代的茶学专著，精辟的农
学著作，阐述茶文化的书。
将普通茶事升格为一种美妙
的文化艺能，推动了中国茶
文化的发展。

气象局组织人工增雨 为茶农解忧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杨小燕

本报讯“这真是一场及
时雨。再不下雨，我们茶农
可就损失惨重了。”4月9日，
信阳市何景明茶叶有限公司
负责人何世阳对大河报·大
河客户端记者感慨道。

据悉，信阳地区近期连
续高温，对茶农及居民生活
有较大影响。为了缓解旱
情，4月8日夜里，信阳市气
象部门抓住有利时机，实施
人工增雨作业，获得好评。
入春以来，信阳有效降水较
少，受西南暖湿气流与较强

冷空气共同影响，4月8日夜
里，信阳迎来一次区域性降
水天气过程。全市气象部门
抓住有利时机，在平桥区洋
河镇、潢川县魏岗、息县张陶
等九个县区的9个作业点组
织实施人工增雨作业。监测
数据显示，8日夜里到9日上
午，在自然降水和人工增雨
的共同作用下，信阳市普降
大到暴雨，信阳市10个站平
均降水量为47.3毫米，最大
降水点位于光山县殷棚，为
151.0毫米，降水量超过50毫

米的区域站达3个。
为确保作业效果和作业

安全，信阳市气象灾害防御
及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向各
县（区）政府下发《关于实施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通知》。

“此次人工增雨作业效
果明显，有效缓解了土壤旱
情、降低了森林火险等级、改
善了空气质量，为服务于全
市春耕春播、森林防火、大气
污染防治发挥了积极作用，
获得了好评。”信阳市气象局
一位负责人说。

“蒙牛学生奶杯”
信阳中小学生征文大赛启事

一、参赛对象

信阳区域内的一年级至
九年级的所有在校学生。

二、参赛要求：

1.稿件要求紧扣“牛奶、
营养、健康”这一主题，联系
自身实际以及周边的人和
事，阐述营养与健康的生活
理念。

2.作品题材、体裁不限，
题目自拟，内容要求真实、新
颖，具有思想性和创新性，保
证原创。撰文字数在 600 字
左右，文末注明学校、年级、
班级、姓名、辅导老师和联系
电话。

三、参赛办法：

所有参赛作品均可通过
电子邮件发送至 xywlwxd-
stg@163.com，或由学校统一
组织送至信阳网编辑部。活
动期间将选出优秀作品在信
阳 网（www.xyw086.com）征
文大赛专栏和大河信阳微信
公 众 平 台 （ 微 信 号 ：
dhxy0376）上展示。咨询电
话：0376—6365559

四、征稿时间：即日起至
6月15日。

五、评审标准：

由大河报信阳小记者
站、蒙牛学生奶信阳推广中
心组织评委共同对征文稿件
进行评审。

1.内容和主题是否统一，

整体表现力如何。
2.文章整体布局、结构条

理是否严谨、清晰。
3.语言表达是否流畅、优

美。

六、奖项设置：

1.一等奖：初中组 3 名，
小学组3名；

蒙牛学生奶一箱（价值
57.6元）+学生用拉杆箱一个
（价值 198 元）+大河报小记
者全年活动（价值 498 元）+
大河报小记者暑期研学优惠
券一张（价值1000元）+证书

2.二等奖：初中组 4 名，
小学组4名；

蒙牛学生奶一箱（价值
57.6 元）+学习用品一套（价
值158元）+大河报小记者全
年活动（价值 498 元）+大河
报小记者暑期研学优惠券一
张（价值800元）+证书

3.三等奖：初中组 6 名，
小学组6名；

蒙牛学生奶一箱（价值
57.6 元）+学习用品一套（价
值118元）+大河报小记者全
年活动（价值 498 元）+大河
报小记者暑期研学优惠券一
张（价值600元）+证书

4.优秀奖：初中组10名，
小学组10名；

蒙牛学生奶一箱（价值
57.6 元）+书包一个（价值 88
元）+大河报小记者暑期研学
优惠券一张（价值 300 元）+
证书

评 选 办 法 ：评 委 投 票
60%+网络点击量40%。获奖
优秀作品可择优推荐至大河
报刊发。

信阳市组团参加第十三届中国（河南）投洽会成果丰硕

为激发青少年写作热情，发掘及推出校园文学新
人，促进校园文学的交流与发展，集中展示信阳新时代
广大中小学生作文写作水平及创作成果，大河报信阳
小记者站与蒙牛学生奶信阳推广中心联合，举办“蒙牛
学生奶杯”信阳中小学生征文大赛，让更多的学生认知
牛奶、营养与健康的重要意义，实现中小学生身心健康
全面发展目标。

大河报信阳小记者站 蒙牛学生奶信阳推广中心 信阳网
二〇一九年四月九日


